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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视 资 讯 
数字技术有线公司（TCDT）是一家合资企业，由汤姆逊、中信技术公司和

院共同投资创立。经认证的股东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这使 TCDT 成为今日

盒公司之一。公司从事数字多媒体终端设备和用于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地

务系统的制造和销售。同时还提供相关的服务。TCDT 于 1999 年 11 月 1 日开

济技术开发区内。 

购了诺基亚的股份，并改名为 TCDT。此举意在利用定制的产品进一步加强

业务量和技术领先优势。 

家拥有卫星接收机生产和销售许可证的公司之一。办公区域包括生产设施，

于北京。TCDT 所拥有的这些设施通过了 ISO 9001：2000 质量认证和 ISO 

所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都拥有相关的 SARFT 网络接入许可证和 CCC 许可。 

名的汤姆逊品牌对其产品开展营销。销售和营销第一批订单来自 CBSat-村

TCDT 收到了它的第一个 15000 个卫星机顶盒的订单。TCDT 已经向上海、四

福建、长沙、沈阳、盐城、辽宁、佛山和郑州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提供了配

deto 的接收机。公司在 Nagra 市场是主要的供应商，并且在 Irdeto 市场，

。TCDT 目前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系列，它将进一步巩固我们在这一市场的地

杂志，全年 38 期，主管单位是国家广电总局，主办方为：中广报刊出版发

ina.com，邮发：11-0124，订阅电话：010-66422406 
会在今年展会的每日新闻 N01 号中，刊出组委会特别通告：“根据国家有

各参展厂商：本展展场内一律不得展出或销售任何境外卫星节目解码器或

任何走私产品和设备；现场演示不得接收境外节目；禁止接收、播放任何

害电视节目。请各参展厂商务必遵守原则，违者组委会将取消其参展资格。” 
st》杂志，参展 2005 CCBN 展会，推广其杂志及《Cable & Broadcast India 2005，

》杂志，于 2004 年 10 月改版，主管是国家广电总局，杂志社社长梁刚建也

，订阅电话：010-88132030，邮发：2-176，该杂志对外宣传是：中国广电行

。 
是 DVB 协会的创始成员，1998 年开始进入中国，2004 年在中国新增了 14
数超过 40 家。占全球 120 家客户的近三分之一。爱迪德机顶盒部又分为 2
机顶盒设计测试部。另：海尔机顶盒通过爱迪德认证（数字有线电视机顶

www.liumeiti.org 电子杂志。 
视技术》杂志，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报刊中心主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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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025-84868093，双月刊，每期 12 元。 
9. Eutelsat 欧洲通信卫星公司的 W5 卫星（70.5ºE）配置有覆盖东南亚的点播束，卫星单跳连

接欧亚大陆。Eutelsat 在轨卫星资源（2004 年 6 月数据）共有 24 颗卫星，1500 个电视频道，700

个广播在使用。www.eutelsat.com，北京办事处：010-65974630，E：china@eutelsat.fr。 

10. 人物：航天五院总装与环境工程部真空热环境试验研究室主任，鑫诺 2 号卫星和“神六”

热试验技术指挥：郄殿福。 

11. 天津电视台“衣食住行”系列即：时代出行、时代美食、时代风尚 3 个全新数字电视付费

频道同时开播。先前开播的天视家居，共 4 套节目通过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传输平台在全国 14

个省市落地。 

12. 在北京 CCBN 展会上收到数字卫星寻星仪产品广告：www.net21phone.net 
13.《中国广播影视报》2005 年 3 月 29 日总第 217 期第 10 页中刊登文章，其中讲，国家广电

总局科技委付主任郭延生说：……今年2月底广电总局批准从法国阿尔卡特公司购买一颗直播卫星。

与此同时，总局也在着手修改与家庭安装卫星接收设备相关的 129 号令。 

2005 年 4 月 5 日总第 219 期刊登的“上海有线发展数字付费电视的思考与实践”一文，非常好！ 

14. 2005 年 3 月 11 日，经中超电视转播权代理公司北京华奥星空体育传播公司授权，上海文

广新闻传媒集团（SMG）与 ESPN Star Sport（ESS）在北京正式签约，ESS 将利用其下属的卫视体

育台向亚洲的观众转播整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和中超杯赛事。上海文广已于 2004 年以每年 5000 万元

的价格购买了中超联赛 3 年的电视转播权。 

15. 上海有线电视用户数已达 372 万户。 

16. 中国高清电视动态：①、2003 年国家发改委以 2000 万元的资金资助中央电视台和上海文

广新闻集团发展高清电视业务。②、高清电视频道是从免费公共频道开始，还是从付费频道开始推

广，各方有不同意见。官方人士认为从一、二个免费频道开始，让百姓了解及接受高清。而中数传

媒总裁孙玉胜认为，从市场运营的角度考虑，高清电视应该从付费电视业务开始。孙说：对于此问

题，中央电视台高层经过多次论证最后决定首先在付费电视频道中开展高清电视业务。CCTV 已决定

开办两套高清付费频道。开播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节目的储备情况，运营模式能否确定，和运营

模式相关的技术是否能确定。③、我国的市场现象，高清接收设备的发展超前于高清节目制作和播

出。④为配合广电总局的卫星直播业务开展，中央电视台还将组建自己的直播卫星公司。⑤、山东、

天津台等也投入巨资进行高清演播室的建立。⑥、2004 年 7 月 9 日，香港政府报告：2007 年将开

展地面数字 HDTV 广播。 

17. 天柏推出 DVB/IP 双模机顶盒。 

18.《广播电视信息》2005 第二期刊登长达 41 页的 IPTV 专题，有兴趣者可去阅览：

www.cncatv.com，。另外，H、264 在 IPTV 中有优势？ 

19.《电视技术》2005/2 期（www.tvea.cn）刊登“中国发展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要更多关注免费

收看”一文不错。及“一种单片数字卫星接收机高频头方案的原理及应用”（分析了 STV0399 芯片

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及“数字卫星电视接收中的频偏补偿”也好！ 

20. 陕西新世纪电子有限公司“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NC-2001A”广电总局认证可以入网。电

话：0910-3611081。 

四川汇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机（透明）HY100P，获准入网，

电话：028-87512888。 

山西泰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机（透明）JDH-516，获准入网，

电话：0315-724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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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显网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机（透明）DC-628C，获准入

网，电话：0411-82168666。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机（透明）3212 型，获准入网，电

话：025-84800855。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机（透明）DH-STB 型，获准入网，

电话：0571-88225108。 

湖南航天卫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5 米 C、1.8 米 C、2 米 C、2.4 米 C、1.2 米 Ku、1.8 米 Ku，

获准入网，电话：0731-8147458。 

深圳市远翔科技有限公司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机（透明）YXDVBC8000 型，获准入网，

电话：0755-26921545 

21. 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广管局)在今日(15/5/2005)的会议上，批准了 Auspicious City 

Limited 的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申请。到目前为止，广管局已批出共 13 个牌照予非本地电视

节目 服务供应商。 

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并非以香港为主要目标市场。此类服务只须遵守最基本的标准。不过，持

牌人必须确保其服务符合接收国家及地区的法例及标准。 

现时的持牌机构有 Starvision Hong Kong Limited、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亚太卫视发展

有限公司、Starbucks(HK)Ltd.、东风卫星电视有限公司、美亚电视有限公司、特纳国际亚太有限

公司、华娱卫视广播有限公司、有线卫星电视有限公司、Pacific Century Matrix (HK) Limited、

阳光文化网络电视企业有限公司、天浪卫视有限公司和亚洲电视有限公司。 
22. 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会议新闻稿：广管局亦批准银河卫星广播有

限公司(银河)的申请，将两项有关其服务通过处所的里程标延期一年，由原定的二零零四年八月二

十三日及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分别延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及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三

日。根据有关里程标的规定，银河的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所通过的处所数目，须于限期前分别达

到至少 50 万及 80 万。广管局考虑到银河在发展传送网络方面的困难，批准有关申请，但要求银河

在二零零六年二月底之前提交建网进度报告及评估其履行余下有关服务通过处所里程标的情况。 
23. 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会议新闻稿：广播事务管理局(广管局)在二

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会议席上处理了 4 宗公众投诉，涉及的个案共 4 个。第一个个案是关于银河

卫星广播有限公司(银河)的 ex-TV 服务转播无线电视两条免费频道的问题。按照银河牌照的规定，

除非获广管局批准，银河不得在无线播映其制作的节目后 12 个月内播放该节目。这限制是银河牌

照内的其中一项特别条件，以确保无线和银河之间存在有效的防火墙。 
广管局认为在未经广管局批准的情况下把无线两条免费频道加入银河的收费电视服务之内，违

反有关的防火墙规定。广管局已向银河发出劝喻，促请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并要求银河在七日内

停止转播无线的两条免费频道。……。 
24. 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会议新闻稿：在二零零四年十月的会议

上，广管局审议了六宗投诉，涉及两个个案。该两个个案是有关"Blue Kiss"和"Blue Kiss Express"的
广告及包含色情素材的片段，分别于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和二零零四年九月二日在香港有线电视

有限公司、电讯盈科互动影院有限公司和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的 Fashion TV 频道播放。广管局认

为，有关广告及片段描绘极度色情的露骨性行为，不可在电视上播出。不过广管局知悉，有关过失

是因为提供讯号发送服务予 Fashion TV 的公司出现技术故障所致。广管局考虑到该故障非三家持牌

机构所能控制，经酌情后，决定向各持牌机构分别发出劝喻，促请严格遵守相关业务守则内有关成

人节目和播出极度色情性质性行为材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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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在    纸    上    谈    兵 

——2005 中东卫星展 

继上期，已是第 11 届的中东卫星展如期在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行（2005/3/8~10），共有近 300

家参展商参展。大陆企业：中电进出口深圳公司（CEIEC），宁波伟视，深圳 Divitone，福建宝通，

福建神州，福州 Best Digital Science Tech Co Ltd，深圳 Globlsat 电子技术公司，高斯贝尔，

珠海汉胜，珠海 Jackstar，张家港银河，南海 Kexun 电缆，宁波 Huaye 宽带，泉州 TDX，深圳 RichView，

山东华东电子，上海大亚，深圳 AV 影音先锋，深圳 AVIT，深圳 Champion，深圳佳视达，深圳成功，

四川视频，创维，珠海 SMT，南京 Sumec，温州宏大，武汉长江，无锡天启，珠海佳讯，深圳 Evolve。

台湾、香港企业有：Armas Computer，Dynavision，Edon，Good Mind，Superjack（加维），MTI（台

扬），Motek，柏卫，百一，Skyworks，Speedcast，Jesmay，KAT。南韩企业有：Homecast，Hutro，

Jiwu Media，Kaon，Nescologic，Omniview，Topfield。 

阿国及海外相关专业媒体也来参展，它们是：Satellite Guide， Sat world（ E：

satworldmag@gmail.com），dish channels（www.tracksat.com），Arab States Broadcasting Union

（ASBU），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Union（ABU），Cable & Satellite Europe，Cable & Satellite 

international，Cable quest，Euro Media，Global VSAT Forum（www.gvf.org），IBE，IABM

（www.theiabm.org），Satellite & Cable TV，德国卫星杂志 Tele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也

来参展，它已很久没有正式参展了，参观到是常见到他们，天线博士在展位上现场回答问题！ 

海外公司有：新加坡 Agilis；UAE 的 Atlanta；UK 的 Avid，BT，Global，Invacom，Tandberg；

比利时的 Comm Scope；Echostar；土耳其的天线厂：eko（2005 俄展也去过），gessat，Ozdemirler，

Tathdiller；加拿大的 Fortec，德国的 Kathrein，Smart，Spaun，Dream（Dream7000S）公司在展

会场刊封底卖了一个大广告，但已没有 DM7000S 的宣传；Motorola；Pace；意大利 Satexpo 卫星展

及意大利极轴座制造商 Stab；法国的 Thomson，Viaccess，Vsatech，wisi；卫星公司有：Europe Star，

Eutelsat，Hellas Sat，Intelsat，New Skies，RSCC；中东品牌 Technosat 等。 

Euro 1080 高清电视频道欧洲发射平台 

选择与爱迪德合作 

第一家在全欧洲完全采用高清晰度(HD)信号的运营商 Euro1080 已经决定选择爱迪德技术有限

公司作为其向欧洲用户发送高质量数字电视内容的合作伙伴。 

自 Euro1080 频道于 2004 年 1 月 1 日正式推出以来，欧洲观众已经能够欣赏到与高清电视和音

响设备相匹配的高质量信号，大屏幕平面电视和家庭影院音响设备销售量的增加刺激了对高质量电

视图像和音响效果的需求。而 2004 年葡萄牙欧洲足球锦标赛和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等重要体育赛事

的高清晰度信号的提供将进一步促进了高清电视行业的发展。Euro1080 包括两个频道。其中，主频

道每天向欧洲地区的家庭和体育酒吧、连锁酒店、餐馆、会议中心、机场等场所以及其他公共场所

播出 12 小时的节目，公众可以通过该频道了解高清晰度电视播放的高质量电视信号。而“事件频

道”（EventChannel）将向配备电子投影机和环绕声系统的所谓“事件影院”（EventChannel），以

及剧院、歌剧院和体育场等场所播出实况或录像的体育文艺活动节目。 

与消费电子产品、高清晰度电视领先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能收视高清晰度电视的机顶盒和智能

卡将会通过正常的零售渠道销售给用户。这种方法确保了消费者可以方便获得和选择机顶盒和智能

卡。先锋和 Quali-Tv 等技术合作伙伴将在机顶盒的分发和销售中发挥重要的角色。 

Quali-Tv 是 Euro1080 高清电视机顶盒开发和销售的优先合作伙伴。Quali-Tv 获得认证的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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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已经完全通过了爱迪德技术有限公司的测试，并且已经达到 Euro1080 的质量和技术标准，可以

确保其机顶盒安装简便和无故障运营。目前，Euro1080 的播出采用不加密方式，不收取任何费用，

但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Euro1080 的信号将使用爱迪德内容保护技术进行加密。 

Euro1080 的总经理 GabrielFehervari 表示：“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欧洲寻找到能够与我们共同

努力推动高清电视在欧洲推广的合作伙伴。这种方式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成为通行

做法。与值得信赖的电子消费品牌厂商和技术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将大大增加我们的成功机会，帮

助我们在欧洲成功地推出高清电视平台。Euro1080 选择爱迪德的原因是爱迪德公司的实力，他们能

及时地满足市场需求。Quali-Tv 自 Euro1080 成立之初起，一直就参与高清电视机顶盒的开发，机

顶盒将保证消费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欣赏高质量的高清晰电视内容。” 

Quali-Tv 主管市场开发的副总裁 GerardMeijer 指出：“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与爱迪德和 Euro1080

合作在欧洲市场一起推出高清电视平台。凭借我们在客户端设备领域的丰富经验，我们推出了高效

低成本的具有条件接收功能的机顶盒，我们的机顶盒可同时适用于卫星信号和有线信号环境。” 

爱迪德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Graham Kill 评论说：“Euro1080 选择爱迪德作为优先的合作

伙伴，率先在欧洲推出高清电视，对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能够为向欧洲观众提供最佳质量图像和

声音做出贡献，我们感到非常满意。这一合作证明了爱迪德公司勇于创新，解决方案贴近企业，同

时也证明了我们对欧洲市场的重视程度。” 

Euro1080 的主频道和事件频道的节目簇目前由爱迪德的内容安全解决方案爱迪德 Plsy 系统进

行保护。Euro1080 信号的主频道目前在 Astra 公司位于卢森堡 Betzdorf 的 ASTRA 1H 进行传输，爱

迪德 Pisys 系统也将安装在同一地点。 

评 论：IPTV 真 的 好 玩 吗？ 

日前，盛大网络首席执行官陈天桥在京公布了盛大新年战略，宣布正式进军网络电视行业。陈

天桥表示，盛大 2005 年的突破口是网络电视(IPTV)，盛大要为网络电视提供内容，把“网游”搬

到电视上。盛大准备把网络上的棋牌游戏、网络游戏、小说、评书相声、MP3、电影等，都搬到电

视上供大众进行娱乐。事实上，不满足“网游”身份的陈天桥早已将目光瞄上了网络电视。盛大 2004

年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投入，都只不过在内容、技术以及商业模式上为进军网络电视做准备。 

不会在短期形成规模 

网络电视(IPTV)在公众的视野内还算个新生事物，但对于那些经常泡在互联网上的“网虫”来

说，下载一个软件就能看到特定频道的节目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面对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互联网，

电信网、计算机网、广电网三网融合就成为人们关心和产业发展需要的现实问题。信息社会每天都

在千变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需要多样化、

个性化的服务与应用。而业务市场从局部竞争走向全面竞争的趋势，将促使市场更加开放，这给电

信、计算机和有线电视走向融合创造了有利的环境。IPTV 是三网融合能够实现的有效模式。 

目前，宽带接入的大发展、技术平台的逐步成熟、节目资源的逐步丰富、盈利模式的初步建立

等等，都为 IPTV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IPTV 需求广泛，在我国的市场前景也十分看好，来自

IDC 的数字显示，明年将发展 60 万 IPTV 用户，到 2008 年将达到 855 万。在国外，IPTV 业务的开

展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收看电视节目，并根据用户的选择，提供视频点播、

网页浏览、电子邮件以及娱乐、教育、商务等广泛的多媒体服务。 

但是，目前国内的 IPTV 基本还处于测试和试运营阶段，用户数量也非常少，IPTV 的发展不可

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且从发展趋势上来说 IPTV 的大部分用户将是 PC 用户。 

IPTV 促进三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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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融合一直以来都是业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随着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

展，广电和电信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密切。 

按照 WTO 协议规定，基础电信业务将正式开放，电信业向外资开放的同时也必然要对内资开放，

从这点来说三网融合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现阶段，三网融合主要指电信网、计算机网和广电网三大

网络的业务应用的融合。可以说，IPTV 是三网融合最好的契机，因为在我国最有可能也有实力参与

运营的无非是传统电信运营商和广电运营商，合作将给 IPTV 带来美好的发展前景。 

市场研究公司 MRG 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全球互联网电视用户数将从 2004 年的 200 万增加

到 2008 年的 2600 万。记者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了解到，今年国内宽带用户上半年便

已超过 3000 万。业内人士估计，到今年年底，我国宽带用户数有望超过 5000 万，占国内互联网用

户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宽带与窄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应用丰富的多媒体内容，因此，国内互

联网用户对网上的影视节目的需求将越来越旺盛。与用户端旺盛增长的需求相矛盾的是，中国互联

网一直缺乏一个完善的网络电视产业链。我国目前电信和广电业务渗透还不充分，而网络电视恰恰

是电信和广电业务的一个交叉点———内容来自广电系统，而用户却是从电信的网络接入进来。一

边是等米下锅，一边是有米无锅，不解决产业链源头的问题谁也吃不上饭。 

两方面因素制约 IPTV 发展 

据业内人士分析，从目前情况来看，制约 IPTV 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商业方面的问题，

二是政策方面的障碍。商业方面，IPTV 的潜在用户是宽带用户，中国的宽带用户目前只有 3000 多

万，相比 3.6 亿的电视用户和 1 亿多的有线电视用户，数量并不十分巨大。要吸引他们接受和使用

IPTV，并且愿意付费，网络电视运营商就必须提供较之普通电视和有线电视更有价值的电视节目，

因此丰富节目、保证节目质量和吸引力是保证 IPTV 成功运营最重要的商业因素。而要想成功，运

营商需要与电视、广播等节目制作单位密切合作，在这一过程中，运营商并不占优势，相反媒体更

有主动权。政策方面的主要障碍是目前电信与广电交叉进入的政策尚不明朗。目前电信和传统媒体

部门比较积极，而一旦 IPTV 大规模商用，短期内对传统电视部门肯定形成一定冲击。在目前广电

管理部门仍然对电视媒体市场采取准入管制，而且国内影视制作传播系统很大程度上在广电控制的

情况下，政策变动对 IPTV 发展影响很大。                                   摘自：慧聪商情 
《发烧园地》以园会友，个人：50 元、单位：100 元、海外：200 元。 

每月一次与您见面！！！ 

本  园  地  邮  购  信  息 
1、HLSD-100 寻星仪：980 元（邮局包裹）。 

2、DiSEqC 1.2 Ku 极轴座：580 元。我们的专业极轴座网址：http://motors.go.nease.net

3、“国际 Tele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杂志”双月刊（英文）：30 元/本。（含邮局印刷

品邮费，邮寄时间约 10～15 天），04～05/2005（英文）最新已到。 

《发烧园地》联 系 人：罗 世 刚 
通讯地址：深圳市建设路 001-390 信箱（518001） 

电    话：0755-82173350、82175354 

传    真：0755-82173350 

E - mail：szluosg@public.szptt.net.cn 或 07552173350@china.com 
我们的网址：www.aluo-sat.com、www.075582173350.com，测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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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名称 所用卫星及位置 节目参数 节目名称 加密方式 

有线新闻一台 

有线新闻二台 

有线儿童台 

有线电影二台 

有线娱乐新闻台 

Cartoon 卡通台 

有线 18 台/赛马台 

AXN 动作频道 

有线电影三台  

国家地理频道  

探索频道 

东风卫视  

12.599 

 

垂直极化 

 

43.000 

有线娱乐台  

旅游探险频道 

有线足球台 

有线体育台 

英超联 

球彩台 

赔率台 

CNN 新闻台 

BBC 新闻台 

CNBC 财经频道 

澳门博览台 

香港有线电视 

 

Hong Kong Cable TV 

 

www. 

cabletv. 

com.hk 

12.721 

 

垂直极化 

 

43.000 

NBA TV 

Nagravision 2

CCTV-4 

凤凰资讯台 

澳亚卫视 

Fashion TV 时装台 

阳光卫视 

Hallmark 电影台 

ATV 本港台 

TVB-8 

TVB-星河 

TVBS 

TVBS-G 

TVBS-新闻 

美亚电视 

天映电影台 

ATV 本港台 

艺华卫视 

 

www. 

combostv. 

com 

Telstar 18   

 

(138.0°E) 

 

(原亚太 5号) 

12.354 

 

垂直极化 

 

43.000 

凤凰中文台 

Con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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