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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设备是我公司自主开发的分米波数字电视发射机。采用相位噪声极低的上变频器、大功

率 LDMOSFET，MRF6VP3450线性放大器、MRF6VP3450管由飞思卡尔公司生产，高精度功率检测、

彩色液晶数显及单片机控制等技术。具有输出功率可调，非线性失真小，频谱旁瓣低，调制误

码率（MER）低，寄生输出小，频率准确度高，稳定度高等特点。造型美观、质优价廉，是各

级广播系统进行数字电视广播的优选设备。 

本设备执行企业标准 Q/20198259-X.6-2005。 

本设备满足执行 GB-20600-2006数字地面广播传输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技术要求。 

本设备生产许可证号 XK09-009-00003。 

2  主要技术参数  

2.1 输出功率：额定输出功率 500W。 

2.2 工作频率范围：470MHz～860MHz内任意指定的频道。 

2.3 带宽设置：6MHz 、7MHz 、8MHz。 

2.4 调制方式：16QAM或 COFDM或我国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所需调制方式。  

2.5 载波频率稳定度：  

多频网工作时：1×10
-7
/月； 

单频网工作时：有 GPS的高精度 10MHz频率源和 1pps时间标准。 

2.6 调制误码率（MER）：≥34dB（16QAM）。 

2.7 频谱旁瓣率：≤－36dB（以发射频道中心频率为基准±4.3MHz处）。 

2.8 相位噪声：≤－95dBc/Hz（10kHz处）。 

2.9 相邻频道带外无用发射（含谐波、杂波）：≤-60dB或≤1mW（以发射频道中心频率为基准）。 

2.10 带内频响：≤±0.5dB(以发射频道中心频率为基准)。 

2.11 冷却方式：强迫风冷。 

2.12 正常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5℃～35℃； 

      相对湿度：≤90%；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供电电源：三相 380V（允许电压波动范围为：342～39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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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原理 

3.1概述 

本设备的框图见附图：XG2.015.062DL。 

含有数字电视信息的数码流（TS）送入相连的调制器，激励器内本振有一个低相位噪声的

VCO，以保证混频后相位噪声能满足数字电视的要求。本设备在多频网工作时采用高稳定度高精

度的恒温晶振，而在单频网工作时则外接 GPS的 10MHz作频率源。混频后的信号经频道滤波器

送出，再经过几级放大后输出，以推动末级线性功率放大器。 

整机内先将激励器的推动功率一分为二，经二个线性功放模块放大后再进行二合为一，总

合成功率应达到额定功率值。线性功放模块采用工作在甲乙类状态的 LDMOSFET。因此具有高增

益、高效率、高线性的特点。 

功放单元有电流检测及保护、RF/VSWR检测及保护、温度检测及保护。 

3.2 DMB-TH调制激励器 

参见调制激励器使用说明书。 

3.3 数字 300W功放单元 

3.3.1数字 300W功放组成方框（见 XG2.800.073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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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工作原理 
本功放单元由二级功率放大，检测单元，保护单元和显示单元组成。 

3.3.2．1二级功率放大器 
而级功率放大器由MR6VP3450组成前级放大，将激励器送来的激励信号作为第一级放大。

该级放大器增益为 18dB左右，其输出功率大约为数字 1W。4* MR6VP3450组成第二级功率放
大，其增益为 18dB左右，输出功率为 300W。 
3.3.2.2检测单元 
（1）输出功率 Po。 
（2）反射功率 Pr。 
该单元有一个 RS232接口送到总显示单元在液晶屏上显示该单元工作状态。 

3.3.2.3保护单元 
当该功放模块温度过高≥70℃时该单元输出一个高电平，到第一级放大器保护输出端，拉

低的MR6VP3450栅级。使激励无功率输出，保护该功放模块。 

当反射功率 Pr过大时，该单元输出一个低电平，到第一级保护输出端，使第一级无功率输

出保护该功放模块。 

3.3.2.4显示单元 

该单元用发光二极管显示电源、功率、电流、温度和驻波。此五个发光二极管装在模块面

板上便于观察。 

电源指示灯（绿色）：正常工作时，亮。 

功率指示灯（绿色）：正常工作时，亮； 

电流指示灯（红色）：正常工作时，电流指示灯不亮；过流保护时红灯亮，表示此模块电流

过大，应排除故障。当故障排除后，按下复位键，该模块恢复正常工作。 

温度指示灯（红色）：模块温度正常时不亮；当该模块温度过高（≧70℃）时红灯亮，同时

启动温度过高保护系统；应排除故障。故障排除后，按下复位键，当温度正常（＜70℃）时不

亮，模块正常工作。同时还有一个温度继电器控制，温度过高（≧70℃）时关断激励器。 

驻波指示灯（红色）：正常工作时，驻波指示灯不亮；当系统出现故障，反射过大（驻波比

≧1.3）时，红灯亮，同时启动反射过大保护功能；当故障排除后，按下复位键，该模块恢复正

常工作。 

3.3.3数字 300W功放模块主要技术参数 

工作频率  470—860MHz内指定频道； 

频率响应  470—860MHz±2dB，8MHz带宽 ±1dB； 

总增益    ≥36dB； 

输出功率  ≥500W（数字功率）； 

驻波比    ≥2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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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电系统简介 

三相电源由电源接线板送到配电盒的接线板、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再分配到各用电器。

用户计算机可进行“远程”开关机。只要从“计算机接口”的第 4 脚送来一个+3V—+12V 的直

流电压加到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3，4”之间，输出端“1，2”则导通，交流接触器线包通电

而吸合，整机开通。撤去控制电压则自动关机。为了提高可靠性，按配电盒上船形开关（-S2）

可进行手动开关机。 

5  整机显示 

5.1概述  

本机显示控制系统采用彩色液晶显示器和最新的自动控制技术和图形化显示技术等，具有

显示准确、清晰等特点。整机设有较为完善的检测和保护系统，对过流、过压、过温、驻波过

大、功率过大等均有检测和报警。具有比较完善的数据通讯接口，方便集中管理和远程管理。 

特别说明：本机显控单元显示的输出总功率和发射功率（在 LED和液晶显示屏的主菜单上）

是本机的输出参数，连同开关电源的电流指示，表示本机的工作状态。液晶显示屏的子菜单上

的项目如功放单元参数和功放单元连接状态仅供参考，不作评价本机的指标。 

5.2 原理及框图 

5.2.1原理 

系统显控单元是整机数据处理的核心。它将功放系统中的各工作参数通过现场总线采集到

主控单元。根据所采集的数据来判断是否有报警项，如果正常主控单元则显示“系统正常！”，

反之则显示相应的报警项。 

主控显示单元检测系统中风冷系统的状态，如果发生相应的故障（如动力电动机损坏），系

统会主动显示提示（本系统发生风冷系统故障，系统自动会关闭整个功放供电，这样做到更可

靠的保护）。 

主控显示单元检测各供电模块的相应参数，发生过压、过流会自动保护。 

本显示控制单元采用多种显示输出方式，提供彩色液晶显示输出、数码管显示输出、计算

机软件显示输出。 

本机提供 RS232数据通讯端口、10/100Base-T以太网通讯端口，方便发射机远程控制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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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组成框图 

 

 

                     图一、显示控制组成框图 

5.2.3按键说明 

前面板按键操作有：上、下、左、右、取消、确定按键；手动按键用于自动保护后人工控

制开机。 

5.3 显示控制系统操作说明 

5.3.1 操作步骤 

5.3.1.1开机 在整机各部分信号电缆、通讯电缆连接无误情况下方可开机。 

5.3.1.2整机上电 当给整机上电时，系统首先会给开启显示单元供电和风冷系统电源，在冷却

系统正确的情况下，接着开启功放供电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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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系统自检  

当给功放正常上电时，其功放插件上所有二极管指示灯会全部点亮，在一秒钟后除电源灯

以外的所有发光二极管会全部熄灭，这是系统正常的自检。 

5.3.1.4静态工作状态  

当系统未启动激励功率时，整机处于静态工作状态。功放的工作电流此时较小，温升几乎

为零。此时可通过系统显示单元查看得出。 

5.3.1.5正常工作  

当给功放系统足够的激励功率时，整机就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了，此时可通过系统显示单元

查看各工作点参数。在正常工作时，各功放插件上功放工作电流和温度不是完全相等，这属于

正常情况，只要不超过限定值即可。 

 

5.3.2 显示操作 

5.3.2.1 LED数码管 

切换显示总输出功率和总反射功率。在 LED数码显示旁边是整机总输出功率和总反射功率

显示切换键，常态下 LED数码管显示总反射功率，键按入时显示总输出功率。 

5.3.2.2 主页面及介绍如下： 

 

图二、彩屏显示主页面 

右框上角显示时间。 

左框 2格（从上至下）：显示整机总输出功率、反射功率。 

左框 3格（从上至下）：显示每个功放模块的总电流，和模块的机内温度。 

左框 4格（从上至下）：系统工作状态的信息。 

在屏幕右边分别有四个菜单项分别是“功放查看”，“通讯设置”，“日期时间”，“关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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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功放查看的目录内容 
先按“确定”键，“功放查看”菜单项会被选中，再次按确定键系统就进入到功放参数显示，

此时可用“上键”或“下键”来选择显示不同功放的参数。如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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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功放模块子页面 

L1 显示功放模块内部第一级电流； 

L2A 显示功放模块内部第二级电流； 

L2B 显示功放模块内部第二级电流； 

L2C 显示功放模块内部第二级电流； 

L2D 显示功放模块内部第二级电流。 

输出功率：显示本模块的输出功率。 

反射功率：显示本模块的输出反射功率。 

当系统与功放数据通讯有误时，系统会提示相应的错误信息。如要退出，按下“取消”键

即可。 

5.3.2.3功放查看的目录内容： 连接成功的信息内容 

 

 
图四、功放模块连接子页面 

5.3.2.4通信设置：用于设置以太网通信控制的端口地址 

设置串行通讯接口地址，在主页面选中“通讯设置”，按下“确定”键即可。此时可通过四

个方向按键来调整参数。设置正确后，按下“确定”键保存。此时系统会自动返到主页面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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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通信设置子页面 

5.3.2.5调节系统时间  

调节系统中日期和时间，在主页面选中“日期时间”。按下“确定”键即可。此时可通过上

下方向按键来选择功能。如要设置日期或时间时，选中相应菜单项，按下“确定”键即可设置。

设置好后按“确定”键保存。如要返回主页面，按下“取消”键即可。 

 

 
图六、时间日期示意 

5.3.2.6显示系统时间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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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系统时间和日期子页面 

当需要修改参数时，移动光标进入设置时间和设置日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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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7修改系统时间 

 

 
图八、修改系统时间示意 

5.3.2.8修改系统日期 

 

 
图九、修改系统日期示意 

5.3.2.9显示系统信息：在主页面按确定按键，键移动光标至如下，按确定键进入 

 

 
图十、显示系统信息示意 

注意：按键操作时，大约 90秒内无按键再次动作时，菜单将自动退出。 

 

 

     拟  制   
日期  签名      审  核  XG2.015.062SS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标记 数量 更改单号 签名 日 期   第    9    张 
  格式 （4a）         描图：       幅面：A4 

 

 

 

  媒体编号 
 

旧底图总号  

5.4 其他说明 

在操作按键区是自动控制手动控制切换。如果系统处于手动控制状态则远程控制系统发出

命令不会得到有效的响应。 

6  结构特征 

本机的主机柜宽 570㎜，高 1600㎜，深 900㎜。主机配置是上部显示屏，部为二个线性

功放模块。中部为两个开关电源。 

整机从前面看显得简洁大方，操作方便。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底图总号  

 
     拟  制   

日期  签名      审  核  
       

XG2.015.062SS 
  

标记 数量 更改单号 签名 日 期   第    10    张 
  格式 （4a）         描图：       幅面：A4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媒体编号 
 

旧底图总号  
 

 底图总号  

7  使用与维护 

本机属于复杂的成套设备，公司可以派技术人员安装调试。如果用户有能力且愿意自行安

装调试的话，请先与公司销售人员联系后，再参考本说明书进行。 

维修：如果发现系统工作不正常，应仔细检查电源接口、射频电缆等接口是否接好。如属

内部故障务必联系送生产厂家进行维修，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拆换内部器件，以免有触电危险

和扩大损坏面积。 

维护：在安装和调试工作完成后，可交付用户运行，在运行和使用中应注意下列事项。 

整机开启运行后，应经常将发射机面板上的各种数据与出厂时所附带的产品的履历书数据进行

对照，尤其是总输出功率，激励器输出功率，各功放模块内功放管的电流数据，都应当变化不

大，否则要进行调整。刚开机时应主要观察总输出功率和激励器输出功率，若发现与履历书数

据相差较大时，应立即关机进行检修。 

整机经过长时间运行后，内部很多部位的温度都较高，所以关机后不应立即关总源，应关

掉激励后使风机继续吹 3分钟左右，才关总电源。自动空气断路器不是频繁开/断的器件，主机

的空气开关可以不断开，而最好用配电柜内的开关断电。 

发射机需要定期清除灰尘。可按广电总局维护惯例，每星期二做一次小扫除，每月做一次

大扫除。对风机柜，风管应每年大扫除两次。以防灰尘堵塞风道，造成散热不良，以至损坏器

件。 

机房温度在理想条件（有空调）应控制在 10℃～26℃，条件一般用户也应达到 5℃～35℃

范围。 

机房的供电有条件时最好采用交流稳压器，以保证 380V±10%的要求，若要用发电机临时

供电时，一定要注意频率稳定在 50Hz±1Hz 范围内。发电机启动后还没稳定下来，不可立即开

启发射机，否则容易烧坏低压电器和稳压电源。 

要经常注意天馈系统的情况，从发射机面板上发现 VSWR异常时，尤其雷雨、大风天气之后，

要检查天馈系统的驻波比，应在后半夜没有其他发射机工作时，用扫频仪采用电桥法检查 VSWR

（或发射损耗）。要检查天线是否变形，馈线是否有断裂情况？接头处是否有水渗出？打开馈管

充气口看是否有水流出？要经常对馈管充干燥空气。 

雷雨季节来临前要检查天馈系统的安全接地、接地电阻，主机与安全地的连接处有氧化等

造成的接触不良。以免危急设备和人身安全，有条件时应定期检查各项技术指标 

8  备附件 

1  保险管 （20㎜）             3A                5个； 

2  保险管 （20㎜）             2A                6个； 

3  保险管 （20㎜）             1A                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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