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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设备是我公司为适应市场需求自主开发的 MUDS 分米波宽带数字电视发射机。采用标准

19 寸 3U 结构。本机显控单元采用嵌入式微机监控系统，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所有技术参数

都可以通过显示单元的液晶显示屏读取。显控单元设有 RS232 PC接口，可通过微机对整机实施

远程遥测遥控，亦可通过本公司提供的基于 GPRS的网管系统；方便的对单机、多机进行遥测遥

控。本机由 32V600W开关电源供电。输入采用 FC-FC光纤接口 ，预留射频输入接口的开孔。机

盒采用抽风方式通风。功放模块采用大功率 LDMOS 场效应管，具有增益高，线性好，能耐受较

强的反射功率等优点 。 

本发射机都具有线性好，频谱旁瓣低，调制误码率（MER）低，等优点。是各级广播电视系

统进行数字化覆盖的优选设备。 

本设备执行 GYT229.4-2008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本设备生产许可证号 XK09-009-00003。 

2 技术参数  

2.1主要指标：    
2.1.1 输出功率：标称输出功率±10%（单频道，带宽在 50欧负载上的平均功率）。 

2.1.2 工作频率范围：470MHz～860MHz内任意指定的频带（小于 100MHz）。 

2.1.3 带宽设置：6MHVz 、7MHz 、8MHz。（可调） 

2.1.4频谱旁瓣率：≤36dB 

2.1.5 带内频响：≤±1.5dB(以发射频道中心频率为基准)。 

2.1.6 带内频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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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AGC范围：±15dB可调。 

2.1.8 ALC范围：±3dB可调。 

2.1.9 冷却方式：强迫风冷 

2.2 正常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0℃～40℃； 

相对湿度：≤90%；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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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原理 

3. 1 整机原理框图 

 

光信号 

 

 

 

 

                                                                   射频出 

 

 

 

 

                                                         网管（RS232） 

 

 

 

3.2整机工作原理简介 

光纤网光信号经发射机后面 FC-FC光接插件送到光接收机，经光接收机转换成射频信号后

经由一个宽带腔体滤波器滤除不需要的射频信号。滤波处理后的射频信号送入一个内环 AGC单

元，此单元可根据需要在±15dB范围内可调整。一般调整在+3-27的起控点上。信号经 AGC单

元处理后送入一个 ALC/MLC单元，本单元主要作用是对功放链的输出功率进行控制以及对 AGC

单元的不当释放进行保护。本单元可控范围大于±3dB，为防止本单元失效对整机的影响，本

机出厂本单元一般调整在+0.5dB 的状态。信号随后进入由前级功放、末级功放组成的放大链

路放大到 20W左右的数字平均功率；经定向耦合、低通滤波等单元输出到发射天线（或假负载）。

定向耦合单元的主要作用是为显控单元提供功率及反射检波信号，低通滤波单元的主要作用是

滤除整机的高次谐波及杂波。显控单元主要由嵌入式单片机 LM3S6916和单片机 SST 89S52 以

及相关外围电路组成，主要提供本机的功率、反射、功放电压、功放电流等指标的监测显示以

及对本机 ALC/MLC状态和控制点控制。本机提供 RS232 PC接口，可通过微机对整机实施远程

主要指标遥测，亦可通过本公司提供的基于 GPRS 短信的网管系统实施遥测。本机电源为一个

32V450W开关电源，为整机供电。 

本机提供较为完善的保护能，在电压、电流超过额定的 30%时，控制系统将提示系统工作

异常。当功率和反射超过 30%时，整机将进入限幅流程，此流程的工作顺序为：功率反射超标

---关闭功放-----显示限幅状态-----调整 ALC/MLC衰减值至最大-----开启功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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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接收机 滤波器 AGC ALC/MLC 

初级功放 末级功放 定向耦合 低通滤波 

 
开关电源 

 
显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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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MLC 衰减值一个步进----检测测功率是否达到原 ALC/MLC 设定值-----未达到则继续减小

步进直至功率达到原 ALC/MLC设定值。 

若整机进入限幅状态则只能人工解除。 

4．结构特征 

   本机前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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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dffactory.com


 

 

      拟  制   
日期  签名      审  核  

       
XG2.015.058/057SS 

  
标记 数量 更改单号 签名 日 期   

 
第   3  张  

格式 （4a）         描图：       幅面 

 

 

 

5.使用与维护 

5.1开机及控制： 

将本机置于工作台，将射频电缆、控制电缆、电源线分别接好，并检查收发射天线或假负

载，确认连接好才能开启电源。开机后，本机将缓慢开启输出功率，过程大略会持续 5秒左右

时间。在开机初始化后，直接进入系统参数界面： 

                     Po: XX W         I : X.XA 

                     Pr: X.XW         V : XX V 

                     A/M：MLC 

Po为功率值，Pr为反射功率值，I为发射机工作电流值，V为电源电压值。 

A/M 为当前手动或者自动电平调整状态。 

5.1.1 主菜单 

在开机进入系统参数界面后按确定键后进入主菜单界面： 

                   * 1：系统参数 

                     2：功率调整 

                     3：遥测设置   

5.1.2系统参数 

在主菜单界面，按确定键后进入查看系统参数界面： 

                    Po: XX W         I : X.XA 

                    Pr: X.XW         V : XX V 

                    A/M：MLC 

如果想返回上一界面，请按确定键或者返回键。 

5.1.3功率调整  

    在主菜单界面，通过上下按键将光标*调整到指向功率调整菜单，如下所示： 

                     1：系统参数 

                   * 2：功率调整 

                     3：遥测设置   

然后按确定键后进入功率调整选择界面，光标*指向当前状态，如下图处于 ALC调整状态： 

* 2.1:ALC 调整 

 2.2:MLC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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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要进行 ALC调整时，请按确定键，进入 ALC功率调整选择界面： 

 Po: XX W 

                     Pr: X.XW 

                   ALC基准: + - 

 此时上下按键无效，按确定键，保存状态，退出返回主菜单，不保存请按返回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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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行 MLC调整，请通过上下按键将光标*调整到指向 MLC 调整菜单，如下所示： 

  2.1:ALC 调整 

                   * 2.2:MLC 调整 

然后按确定键后进入 MLC功率调整选择界面： 

                     Po: XX W 

                     Pr: X.XW 

                   MLC基准: + - 

   

然后通过上下键调整功率值，并且界面会显示：（按向上键） 

     Po: XX W 

                     Pr: X.XW 

                   MLC基准: + - 

                      上调 

如果是向下键会显示“下调” 。 

如果想退出调整功率界面，请在此菜单按确定键，并返回主菜单。 

 

5.1.4遥测设置 

    在主菜单界面，通过上下按键将光标*调整到指向遥测设置菜单，如下所示： 

                     1：系统参数 

                     2：功率调整 

                   * 3：遥测设置   

然后按确定键后进入遥测设置界面： 

                     ID地址: XXX 

如果需要修改地址码，请按上下方向键调整，并按确定键保存数据，保存后直接返回主菜

单。如果连接的是网络则 IP为 192.168.1.XXX; 

5.1.5 警告界面 

     当参数都异常的时候，显示： 

                        功率过大！ 

                        反射过大！ 

                        ………… 

  按确定键后退出此界面。 

需特别注明的是：ALC状态的功率调整栏所显示的功率值为你需要设定的功率值，而 MLC

状态的功率调整栏所显示的功率值为当前功率的实际值。另外，当本机在 ALC切换到 MLC状态

时，必须先确定一次，否则，ALC仍在工作，MLC的调整值将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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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使用与维护 

本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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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功放模块内功放单元的电流数据，都应当变化不大，否则要进行

调整。 

发射机需要定期清除灰尘。每季做一次大扫除。每月对风机，散热器大扫除两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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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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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处是否有水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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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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