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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业界最大的趋势是从SDI转向更加灵活、功能

更加强大的IP网络，如实时广播应用。由于独特的SDI

和IP错误分析、诊断和关联能力，泰克在SDI与IP之间

搭起了一座桥梁，帮助广播公司平滑地迁移到IP。

泰克支持广播电视厂商IP和SDI环境。被广泛采

用的SPG8000A是第一个混合SDI同步脉冲发生器和

PTP大师设备，同时支持SMPTE 2059、AES67以及

默认的IEEE 1588v2 PTP配置。

广播电视业正在发生变化，毫不夸张地说，就在

我们眼前发生变化，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从内容质量

到我们观看内容的平台，从我们遵循的标准到我们交

付内容所用的方法，广播电视业从未一次性经历如此

多的变化。

在较高层面上，广播电视业可以

分成两个主要部分：内容创建部分，包

括采集、制作和后期制作；内容交付部

分，涵盖向各家中线性与流式交付内

容。不仅仅是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正在

进行过渡，而是内容创建和交付部分均

发生重大变化。

SDI 到 IP
第一种趋势涉及从点到点数字串行

接口 (SDI) 连接变为互联网协议 (IP) 

连接，以便在设施周围和制作流程间移

动视频。Valentine 认为，此种转变让

广播电视工程师面临巨大变化。

真正面临的情况就是广播工程师现在必须使用网络

环境，这与传统 SDI、点到点单连接相反。在使用 SDI 

时，导线仅传播单个节目，但是，在 IP 网络环境中，那

些工程师现在需要在一根管线上处理许多内容。这意味

着，他们需要了解 IP 网络的动态、信息分包、新测量、

新同步技术和对希望查看内容的不同访问方式。

改用 IP 基础设施的最初目标之一，就是降低广播

电视基础设施的成本。在过渡初期，成本降低并不一定

实现。但是，随着行业逐渐采用更高分辨率格式，IP 

的一个优势就是设施配置和基础设施维护的灵活性。随

着主导格式已经从标清 (SD) 变为高清 (HD) 到 4K 甚

至在未来可能变为 8K，广播电视工程师不得不大幅更

新内部基础设施并处理相关成本。

IP 网络提供的灵活性就是真正能够重新配置和重

复使用您的大部分网络，无需以昂贵代价更新基础设

施。如果您拥有合适的 IP 网络，从 HD 向 4K 过渡应

该非常顺利，这样，未来，只要达到所需网络容量，也

可以向 8K 过渡。

但是，IP 过渡也存在障碍，那就是不断发展的标

准。从 SMPTE ST 2022-6 和 2022-7 到 ST 2110 

和 NMOS，在标准不断发展时，广播工程师必须能够

适应情况。

宽色域和HDR
另一主要趋势就是扩大宽色域 (WCG) 和高动态范

围 (HDR) 的使用。此趋势不同于过去的格式过渡，例

如从单色到彩色、从彩色到 SD 和从 SD 到 HD，此趋

势很少受到客户需求的推动，反而，更多受到行业本身

的推动。

我们看到，伴随着 4K 或 UHD 和 HDR 与使用更

广颜色空间。此趋势所带来的难题就是，当前业内的许

多仪器均无法测量高动态范围，混用技术意味着内容提

供商可能发现他们反复改变技术。

既有 SDR（标准动态范围），又有 HDR（高动

态范围）。作为制作者，该如何在两者间协调工作？

行业领先的视频测试和监测解决方案创新企业，

泰克采用几种方式努力克服此挑战。

我们已经引入帮助您在这两种环境下工作和过渡

的一组工具。一个简单示例可能就是尝试匹配肤色的

情况，此情况表明，在一个物体中融入 709 个颜色空

间，将在 21 世纪 20 年代实现。在这两个色域间，您

将如何做呢？

可以使用泰克的仪器实现，因为泰克仪器可以为

您自动切换两个色域。然后，借助矢量示波器等熟悉工

具，您将真正看到色彩在两个颜色空间之间变化还是矢

量保持稳定不变。

同时，泰克也提供新测量和工具，来帮助在 HDR 

或混合环境中进行摄像机设置和均衡。

云视频交付质量控制
在交付部分中，一个主要趋势就是从线性内容交

付向 OTT 的过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优质内容不再

和其他优质视频和 TV 服务一起提供，但是，通过数据

服务的 OTT 向各家提供。

其实，这说明从传统有线 TV 模式向 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等视频流式服务的过渡。

如果是线性内容的提供商，网络已经针对其做好设

置，您最终将使用线性和 OTT 技术向各家交付内容。

线性技术和 OTT 技术使用不同机制为您提供内

容。OTT 技术非常复杂，很容易出错。如果您使用有线

网络，则将采用线性方式对所有待交付内容进行编码。

为了支持不断增加的流式传送服务需求，必须真

正重新编码所有内容以便通过 OTT 交付。然后，如果

只需针对一个服务编码一次，则有机会节省很多成本。

交付 OTT 内容的难题之一就是必须考虑最终用户

的可用带宽。将内容编码后，必须将内容拆分或打包成

小块（每两秒内容），然后，将每小块分成分辨率和位

速率不同的配置文件。

随着最终用户的带宽不断变化，将所有小块合在

一起并非容易的事情。

每个两秒的小块均需完全对准，这样，当在不同

位速率间切换时，图像在送入各家时才不会出现抖动、

跳转或堵塞。因此，确保所有小块对准真的非常重要。

虽然泰克提供检查此对准的工具，在交付 OTT 内

容时还存在其他困难，例如，确保音频正确交付、广告

接合点处于正确位置、中断内容（如，区域体育赛事）

已正确完成且大部分中断内容均随着加密内容一起完

成。由于 OTT 内容在发往最终用户前已经加密，可能

难以监测资产和用户体验的真正质量。

我们看到在加密和受到数字版权管理保护的环境

中测量的需求，泰克已经投入大量精力来满足此需求。 

DRM 技术拥有帮助客户解密所出现内容的机制，即作

为网络中的授权用户。

影响广播业的主要趋势比较多变，涵盖内容创建

和内容交付，也比较重要，即要求工程师适应一些大变

化。从 SDI 向 IP 过渡、HDR 和宽色域的使用增加以

及从线性交付变成 OTT 流式传送均带来挑战和机遇。

OTT从获取到播发监测
保证实况内容和基于文件的内容的可用性和质

量，对迁移到自适应比特率 (ABR)和机顶盒(OTT)播

发模式的视频内容分发商来说，是一个关键挑战。

现在泰克推出的全方位视频点播(VOD)和实时

OTT监测解决方案，这些挑战可以轻松化解。泰克作

为视频测试、监测和诊断解决方案业界领先的创新者，

其解决方案支持广播公司和其他视频内容分发者使用云

端、虚拟网络或物理网络，保证其传送给客户的内容拥

有优异的质量。

由于云工作流程等新商业模式和关键技术的出

现，广播行业正处在重大变革的旋涡中心。因此，监测

解决方案必须拥有足够的适应能力，能够满足未来的业

务需求。

泰克为实况内容提供的OTT监测解决方案基于

Sentry平台，满足了这一需要。它从云端获取到内容

播发网络(CDN)，在现代媒体工作流程的任何地方提

供了监测和诊断功能。通过新增支持微软PlayReady

数字版权管理(DRM)技术，Sentry在加密网络上提供

了真正的视频体验质量(QoE)和图像质量分析功能。可

以在需要的地方部署基于软件的解决方案，并支持云

端、虚拟专用网和数据中心等选项。

对基于文件的分析，泰克Aurora基于文件的QC

解决方案提供了类似的灵活性和扩充能力。通过使用

Aurora，广播公司可以轻松地检验所有ABR配置文件

的正确编码，确保封装无差错，完美展现无差错观看体

验。它们还使用Aurora的感官视频质量测试，发现任

何编码问题，对准功能则保证不同观众表示方式之间的

无缝转换。

由于基础技术和工作流程中发生了如此多的根本

性变化，因此广播公司需要可扩展的、面向未来的、

高度灵活的监测解决方案，采用云端OTT视频播发模

式，确保质量及满足法规要求。

不管是文件OTT还是实况OTT，通过OTT可扩展

的解决方案使客户可以从任何级别入手，并通过QoE

和视频质量测量来查看他们观看的内容，从而验证图像

质量。

TekMOS介绍
传统上使用完整的参考技术来完成图像质量测量

和评分，这些技术包括将测试图像与参考图像进行比

较。这种方法的挑战在于，原始或基准影像不一定能一

直提供。为解决这个挑战，泰克开发了新型TekMOS

技术，这是泰克监测解决方案中独有的技术，包括

Sentry和Aurora，并在IBC上首次演示亮相。

TekMOS为影像质量提供了新的全自动单端MOS

评估。作为单端分析解决方案，TekMOS采用机器学

习技术来评估影像质量，并根据大量主观分级影像训练

集来识别失真。基于分数的方法让广播公司节省了时间

和资金，因为他们不用再投入资源监测影像质量，大大

改善了观众体验。

应对 4K HDR 视频测试和监测技术

当前消费类电子产品占据了国民日常消费尤其是年轻消费群体的一

大部分，虽然手机、计算机仍然是主力，但是相对应的周边产品的科技

升级也随着主流市场再日益更新。比如目前比较热门的云技术、蓝牙、

NFC等等，本文将着重介绍关于音箱界的新兴课题：磁悬浮技术及相关

测试。

磁悬浮音响简介
目前磁悬浮音箱的“磁悬浮”部分分为三块：蓝牙信号通讯部分，

物理悬浮部分以及近供电部分。蓝牙是设备和音响通讯的必要部分，物

理悬浮实现了“悬浮”这一很酷的概念，供电是音响的使能来源。

对于供电端，大家就会有疑问，“磁悬浮”表示了音响是“悬浮”在

底座上部的，那如何给音响充电呢，目前开发者给出的方案是当音响电量

即将用罄时，“悬浮”音响会缓慢降落到底座的插座上充电(图一)。

除了传统的充电方

式以外，现在还有一种还

有更“酷”的充电方式，

无线充电(图一)，就是能

够让磁悬浮音响无需和底

座接触就能实时的通过磁

场能进行充电，艾德克斯

作为行业领先的电源测试

方案供应商，关注磁悬浮音响无线供电这种新兴电源的测试。

近磁场供电质量的优劣是决定音响音质的重要因素
无线充电又叫近磁场供电，运用了目前非常流行的NFC技术，

目前已经逐渐应用到手机行业中，其电路组成结构和原理是交流通过

AC-DC模块输出直流(DC)，DC 通过目前的主流无线充电协议经过高

频震荡(发射端控制器)，放大器实现直流转高频磁场能，然后通过磁场

线圈发送，在接收端同样有一个线圈实现磁场能的接收并转直流进行充

电。和手机信号类似，磁场能发射和接收也需要遵循协议，目前常用的

协议有：

Qi标准、Power Matters Alliance(PMA)标准、Alliance for 

Wireless Power(A4WP)标准、iNPOFi技术、Wi-Po技术

其中Qi，PMA为电磁感应技术而iNPOFi采用的是智能电传输无线

充电技术，Wi-Po采用的是磁共振无线充电技术。对于消费类电子产品

如磁悬浮音响来说，Qi和PMA技术最常见，硬件电路如图二所示。

对于近磁场供电，

或者叫无线供电来说，目

前存在的最大挑战和争议

在于效率和可靠性。

效率决定了充电的

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参数，往往也是客户通常最为关注的重要参数。可靠性就更为重要

了，由于近磁场供电涉及了2次甚至3次的电能转换，并且最终是DC供

电，那么DC直流的一系列参数，如负载调节率、线性调节率、纹波、噪

声等参数将决定用电器件的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而对于近磁场转换电

路来说，发射线圈(也就是高频震荡电路)的前端和接受线圈的后端(即音

响供电端)的直流电气性能尤为重要，由于目前的无线供电技术所限，效

率和可靠性本身就相较于常规充电方法较低，如果在直流性能上再有折

扣，那最后在效率和可靠性上面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问题体现在磁悬

浮音响上的话则会表现在音质变差，使用寿命降低。

测试方法
对于直流电气性

能的测试方法通常为

直流拉载测试，基于

家用环境的AC输入特性测试、效率测试、动态测试一系列的保护测试

等，常用到的硬件电路构造如图三所示。

虽然是简单的交流电源+负载的构造，但是由于涉及到的测试项目比

较多以及需要测试的相关参数比较多，对相应的测试设备也会有诸多的要

求，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求交流源和负载能够模拟真实的待测物使用环境，

通俗来说就是模拟正常的电网和输出负载情况(在本文中就是后级的磁场转

换电路)。电源模块完整的测试通常包含以下测试项，如图四所示。

图四、艾德克斯电源测试系统ITS9500常见电源测试项

其中有关交流输入的测试项绝大部分，比如开关机测试、电网扰动

模拟测试、以及电源调节率等测试都是由交流源实现的，有关输出的测

试项如动态测试、过载保护测试、负载调节率测试绝大部分都是由负载

来完成，艾德克斯ITS9500电源测试系统，可以测量各类电源模块的输

入输出特性，将电子负载、交流源、功率计和示波器等功能整合，加上

定制化上位机软件完成自动测试和数据处理。其中面临的挑战有：

1. 精度要求

2. 模拟工况真实性的要求

3. 自动化要求

第一方面是负载和交流源的挑战，第二、三方面是对通讯和软件的

挑战。艾德克斯ITS9500测试系统整合了高精度高性能的负载和交直流

电源，测试项严格按照国标或行规要求，测量精度远远高于行业标准。

同时配备了示波器、功率计、DVM表和电流传感器等硬件，软件工况可

根据待测物进行定制，保证工况模拟的真实性。

下图为一个开关电源测试中常见的输入输出测试项的测试报表(由艾

德克斯ITS9500电源测试

系统生成)，对于消费电子

产品测试来说，直观又简明

的操作和完善的报表是对测

试平台最基本的要求，适用

于产线上的应用，如图五所

示。

测 试 报 表 中 包 含 了 很

多小功率电源的重要指标，

如：效率、纹波、噪声等

等，如果其中的一项或者多

项超过了一定的标准(在无线

供电相关协议和标准中对于直流供电端有诸多要求)将会导致无线供电的质

量受到影响，而且该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

无线充电加上磁悬浮，这个很酷的新兴科技受到了业内很高的关注度，

但是新兴往往意味着需要确定全新的标准，进行全新的测试。艾德克斯将会

持续助力创新科技的道路并提供全方位支持。

磁悬浮音响无线充电的测试技术

锂电池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运用越来越广泛，自从2007年苹果公

司发布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来，全球便进入了智能化时代，对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等便携式产品的强烈需求快速推动了锂电池的销量。

对于移动通信设备的锂电池，如何通过严格可靠的测试，控制并保

证锂电池的安全运行并提升其工作寿命，不仅是从事锂电池开发和生产

的工程师面对的挑战，也同样是对产品设计工程师在选用电池和设计产

品用电特性时，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艾德克斯最新的锂电池安全测试

方案，可以从循环充放电、保护性能以及电池保护板性能等各个方面测

试便携式以及可穿戴设备的锂电池，既安全又高效。

 

充放电循环测试
锂离子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先恒流充电，到接近终止电压时改 

为恒压充电。以800mA(充电率为1C)恒流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以较大

的斜率升压，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改成4.2V恒压充电，电流渐降，

电压变化不大，到充电电流降为1/10C(约80mA)时，认为接近充满，可

以终止充电。

锂离子电池充电要

求很高，要保证终止电压

精度在1%之内。锂电池

的放电测试则需要电池在

不同的温度下进行电池放

电试验，观察电池变化，

记录电池的容量。

艾德克斯IT6412双通道高速高精度线性电源是一款专为便携式电

池测试设计的双极性电源，电流可实现正负极变化，具有独特的电池充

放电模式，可观测电池的电压、电流和电池已充电容量。不仅如此，

IT6412还有示波功能，用户可通过外部存储设备，清晰、便捷的保存当

前电池放电的曲线。

单台IT6412双通道

双极性电源可同时实现

输出电流和吸收电流的

功能，为研发工程师大

幅度提高工作效率，短

时间内快速详细的掌握

在各种情况下锂电池的

工作情况 。

 

锂电池安全保护性能测试
锂电池安全保护性能包括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和短路保护三

方面。根据国标GB/T18287-2000的测试要求，测量电池在过冲、过

放和短路情况下保护电流的变化情况和响应时间。由于在过保护瞬间和

短路响应瞬间时间非常短的，通常都在百微秒级别，因此，对于测试的

电源响应速度也是有着严格

的需求。艾德克斯IT6412

电源是一款高精度的线性电

源，具有超快动态响应，

50%-100% LOAD 恢复

到50 mV时响应时间小于

50us。完全满足锂电池ms

级别的响应测试要求。

锂电池保护板测试
随着便携式智能产品的大力发展，锂电池在频繁的充放电过程中，

往往离不开电池保护板的保护。保护板是对串联锂电池组的充放电保，延

长电池使用寿命。因此，对于电池保护电路的测试也是锂电池安全测试的

重要内容之一。锂电池保护

板对测试设备的精度要求极

高，如过充电压保护测试，

需要模拟电芯的电压精度到

达几个mV。保护电路板的

空耗电流也仅有几个uA 。同

样，响应时间也是电池保护

板测试的重要指标。

艾德克斯IT6412直流电源就可以轻松的完成以上要求，超快的

动态响应时间能够快速测出保护动作时间，同时具有快速的A/D采

样，并且电流显示解析度

可达100nA，完全满足微

安级别的空耗电流。不仅

如此，IT6412还具有输出

内阻调节的功能，真实的

模拟电池在充放电时的实

际情况，提供了更加精确

的测量环境。

随着便携式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拥有循环性能优越、充电效率高

并且没有环境污染的绿色电池——锂电池必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

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对于电池的测试要求必然也会不断提高，

艾德克斯作为优秀的测量仪器制造商，也会不断的致力于技术的创新，

为锂电池的安全使用作出最大的贡献。

便携式锂电池安全测试技术分析

图一：磁悬浮音响

图二 无线充电硬件电路

图三 电源测试构造

图五：输入输出特性测试报表(艾德克斯ITS9500)

图一:锂电池充电曲线 

图二:IT6412输出电压、电流

图三：IT6412 动态响应时间曲线图

图四：锂电池保护板测试示意图 

图五：艾德克斯IT6412双通道双极性直流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