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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杨知
行留着雪白的小平头，身板挺直，笑眯眯
地穿着藏蓝色夹克走在清华校园里，稍
不留神就错过了。

但是，全世界大约 20 亿人都要感谢
这位 71 岁的老人。正是他主持研究的

“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DTMB）”
让一半中国人和其他 13 个国家和地区
的观众能看到清晰的地面数字电视。

2011 年，这项技术成为国际标准，
被誉为“全球数字电视发展 40 年的重大
里程碑事件”，并于 2016 年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在一片空白中研发技术

倒数 40 年，杨知行是研究数字微波
通信的，把国内技术带到了堪比诺基亚
的水平；倒数 20 年，他打破外国对遥感
卫星接收技术的垄断，同等产品价格只
要国外的三分之一；从 1999 年起，他又
开始研究地面数字电视传输。

从卫星到电视，技术差异也有天上
地下那么大吗？杨知行哈哈一笑，“一点
也不大，很容易，都是机会罢了”。

说这话的底气，来自于他的研究生
涯总是不断从一片空白中树起一座座技
术和市场的高峰。

1965 年，杨知行从湖南永州祁阳一
中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这是一个有
着悠久历史的专业，新中国的第一台电
视广播发射机和电视接收机就出自这
里。由于赶上特殊年代，杨知行跟着清
华搬迁到了绵阳分校，毕业留校，直到
1978年才重回北京。那时他开始参与研
究数字微波传输系统。当年从川西向上
海输送油气的川沪线，沿途通信就采用
了老师带着杨知行研究的技术。

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杨知行所在团
队的数字微波技术已经全国领先，在世
界上也与当时诺基亚的水平相当。

正在此时，中科院来了一项新任务
——研制遥感卫星接收器。

“当时遥感卫星的接收解调设备全
靠进口，每一个卫星要买一套设备，还非
常贵。”杨知行回忆说，中科院希望清华
数字微波团队能够研制出中国自己的遥
感卫星接收解调器。清华数字微波团队
只给了杨知行 3 个硕士研究生，而且他
们还是临时编制，接收解调器研制成功
之后就解散。

一年之后，接收解调器研制成功，中
科院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说一个卫星配
一套接收解调器太浪费，希望做成通用
的接收解调器。

当时国外已经有类似设备，但国内
没有样机，也没有材料。杨知行的临时
团队也解散了，3 个研究生只有一个还
在。杨知行另行招收研究生，很快做出
了通用的接收解调器，简单好用，且价格
只有进口设备的三分之一。这项技术打
破了国际上对遥感卫星接收技术的垄
断，获得了国家发明二等奖，一度成为国

内市面上军用、民用遥感卫星接收解调
器的唯一供货商。

此后，杨知行团队又研究过模拟电
视光纤传输系统和数字光纤通信系统，
11 公 里 的 模 拟 电 视 光 纤 传 输 技 术 和
2.5Gb/s 光纤通信技术分别被华为以 40
万元和 50 万元买走，模拟电视光纤传输
系 统 第 一 年 销 量 就 突 破 2000 万 元 ，
2.5Gb/s 光纤通信技术成为华为公司光
纤通信部门的第一项起步技术。

作为传输系统研发专家，杨知行感
到光纤通信的发展取决于光电器件，系
统搭建不是核心技术。“遥感卫星功成名
就，光纤通信挑战不够。”他渴望一个新
的研究方向。他一直认为工程学科的科
研应该选择重大产业领域，才会拥有太
平洋一般广阔的市场，同时在这个领域
一定要攻占技术最前沿，登上技术的珠
穆朗玛峰，才会有动力、有底气。但这个
方向究竟在哪里，他一时也没有找到。

标准是占领市场最有力武器

1999 年，机会来了——有一位在美
国工作的清华毕业生带回了蜂窝式地面
数字电视传输方案，希望结合欧美标准
优点，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标准。清华将
这一任务交给了杨知行。

“我感觉这就是自己期待已久的
点。”杨知行说，“电视机是国家关心、老
百姓需要的重点产业，当时占信息产业
的比重超过 40%，适逢数字电视取代模
拟电视的变革时代，如果能制定优于欧
美方案的标准，就是掌握了最前沿的技
术，让我国企业拥有国际市场竞争最有
力的武器”。

长期以来，中国的彩电制造量和保
有量都是世界第一。然而，在数字电视
时代前的黑白、彩色电视两个阶段，中国
的电视标准都是选用欧洲的标准，没有
自主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国内相关产
业一直都只能赚取加工费。

1999 年，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成
立，提出中国数字电视要自主制定标准。

接受任务后，杨知行认真比较了欧
美标准的优缺点。当时，美国的数字电
视标准采用全时域的信号处理方式，欧
洲标准则采用全频域的处理方式。研究
每一帧传输信息后，杨知行发现美国标
准由一个同步信息区域加数据信号区域
构成，欧洲标准将同步信息与数据信号
穿插在一起构成数字阵列，并在该阵列
前方增加了保护间隔以抗多径干扰。

杨知行想到的方案是，把同步信息
放进保护间隔区，以提高传输效率，因为
同步信息传输的是已知信号，即使受到
干扰也很容易恢复，同时保护间隔又解
决了多径干扰问题，这就是 DTMB 传输
方案。同时，杨知行还首次将一种 LD-
PC 检验码用于电视传输方案中，形成了
一套新的纠错编码方案。

全新帧结构加上超强纠错码，带来
了性能稳定的传输效果。2006 年 DT-
MB成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一站就选择

在香港测试。
这是一场硬仗，香港是全世界多径

干扰最密集的地方，不光高楼林立、道路
狭窄，同时由于临海，海浪也是反射点，
对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极其不利。基本
上，能适应香港，全世界其他地方就没有
问题了。当时香港已经决定采用欧洲标
准，但同意给杨知行一个机会。历经 3
个多月，针对各种应用场景开展各项测
试，DTMB在技术上显示出明显优势。

“接收信号处理时延仅相当于欧洲
标准的二十分之一，在高速行进车上的
高清晰度电视接收，欧洲标准要四根天
线，美国标准根本无法移动接收，但中国
标准只要一根天线。”杨知行特别自豪，

“覆盖相同接收范围需要的发射功率，欧
洲标准要比中国标准大一倍。”

2007 年，香港宣布放弃欧洲标准采
用DTMB标准，团队成员们对DTMB走
向国际市场充满了信心。从 2007 年到
2009 年，在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支持
下，以清华大学为首，100 多家企业参与
组建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联盟，开始了
在中南美洲的DTMB标准推广。

向海外推广成为国际标准

在清华大学 FIT 楼的数字电视技术
研究中心里，有几台装在玻璃柜里的黑
色样机，上面写着“DMB—T”字样。还
有十几台摞在一起的灰白色机顶盒，已
经落上了灰尘。

“别看他们不起眼，这可是为中国电
视产业阻挡欧洲标准立下大功的机器。”
杨知行也好久没见这些老伙伴了，一见
面还有些激动，“看，那时还叫 DMB-T，
这是清华内部的代号”。

那是 2004 年前后，地面数字电视欧
洲标准通过国内电视台，开始在全国 11
个省市的17个城市推广。当时DMB-T
方案刚成型不久，为了“自主制定标准”，
杨知行急忙联系相关部门和企业，生产
出 DMB-T 专用芯片、广播发射机和电
视机顶盒，在 19 个省市的 31 个城市推

广。最终，发现欧洲标准的性能技术、成本
都不占优势。从此，欧洲标准悻然退出。

在国内尚且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总
算是成功守住了阵地，DTMB 在国际上
的推广就更加坎坷了。

2008 年，在古巴的测试中，DTMB
明显优于欧洲标准，但古巴却提出由于
带宽不同，不认可这一测试结果，要求中
国团队在3个月之内修改带宽。

当时，这一突发状况让团队极其被
动，DTMB标准已在国内强制性实施，接
收芯片已经批量生产，怎么修改？考虑
到 DTMB 未来的国际化之路，团队日夜
攻关，增补了 DTMB 标准支持多业务广
播和多带宽可选的功能。

带着新的 DTMB 增强系统，团队在
委内瑞拉、秘鲁等多个国家开展了多轮
测试，结果都以显著优势胜过国际同类
标准，但让杨知行和团队成员感到意外
的是，多数国家最终没有选用 DTMB 标
准。“广播电视标准遴选是国家行为，涉
及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很难单纯依靠技
术优势赢得市场。”杨知行说。

幸运的是，此后国家开始更加重视
DTMB 的对外推广，国家发改委等 8 部
门联合组建了 DTMB 海外推广工作组，
推动 DTMB 成为国际标准的工作也提
上日程。2009 年，国家发改委批复由清
华大学牵头筹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
室，负责数字电视海外推广应用和技术
演进研究。

此后，杨知行团队把精力调整到为
标准配套研发相关产品上。他们完成了
DTMB 系统成套的实现技术和算法代
码，并创新实施了一种专利处置与实现
技术分离操作的机制，把全部专利贡献
国家的同时，推动我国 DTMB 产业链及
专利池建设。

现在，DTMB演进技术已趋成熟，于
2015 年成为国际标准。新技术能广泛
适应 4K 高清信号传输，正在产业化，与
欧洲二代标准即将展开新一轮竞争。杨
知行充满期待，“全世界还有数十亿人口
的广阔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中，总有一些默默无闻的老实
人，他们干着不风光不起眼的工作，他们寡言少语甚至
有些笨拙，但这些“笨人”的敬业精神弥足珍贵，扳道
工王志勇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从银川火车站向西南方驱车行驶十几分钟，就来到
了“5公里”作业点。“5公里”作业点地处银川市企业
集中的西夏区，设立于上世纪 90 年代，专为企业货运
服务。王志勇今年 49 岁，身体壮实，花白头发，木讷
寡言。自 1992 年当扳道工起，一直在这个作业点扳
道。“5 公里”作业点是一个无名小站，但业务繁忙，
每天作业点进出的货物列车平均在 80 辆左右，一年装
卸的货物达到220多万吨。因为特殊原因，在铁路系统
普遍实现计算机智能化扳道的今天，“5 公里”作业点
一直使用人工扳道，王志勇与其他8名扳道工一起保障
专用线上货运列车的安全。

对讲机响起，有火车要进站，王志勇走出值班室走
向道岔。蓝色车头牵引的油罐车专列从远处驶来，在距
离道岔约500米处停下，司机鸣笛向扳道工要道。王志
勇挥旗还道，当即跨上铁道骑上立式扳道机，提起握柄
扳开道岔然后插上锁销，咔咔几声干净利落，然后挥旗
示意，稍后火车驶过车站，他立正目送火车远去。

“忙，但绝对不能忙中出错。这是对扳道工的基本
要求，也是最高要求。扳道扳对了，平安顺利。扳道扳
错了，惊天动地。”银川火车站铁西专用线党支部书记
丁建雄介绍说，扳道工是铁路系统一个普通工种，虽然
技术含量不高，但责任重大。对于扳道工而言，必须静
得下心来，负得起责任。因为受不了寂寞加上岗位工资
底，一些扳道工干上几年就调工种换岗位，像王志勇这
样既没换过单位、也没换过工种的扳道工即便在全路局
都不多见。在没有现代高科技的保障下，他们要靠“笨
功夫”确保专用线上货运列车的安全。

“把简单的事重复做、做精确。”这句话用在扳道工
身上可谓恰如其分，也是像王志勇这样的普通劳动者的
真实写照。25 年来，王志勇经历无数雨雪风霜，勤恳
敬业，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上图 王志勇骑上立式扳道机扳道。（资料图片）

杨知行：

在一片空白中树起技术高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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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人”王志勇：

25 年扳道“5 公里”
本报记者 拓兆兵

扎根海边防
忠诚铸警魂

海南海口边防支队新海边防派出所所长王剑波没有
一般西北汉子的高大身躯，甚至显得有点瘦小。然而，
面对犯罪分子和突发事件，他每每在关键时刻为了国家
利益冲锋在前；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
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

2009 年，强热带风暴“天鹅”来袭时，他驾驶冲
锋舟经过两次冒死冲锋，将 4 名工人救回安全地带；

2014 年，在 40 年不遇的超强台风“威马逊”面前，他
不顾危险在屋子垮塌之前背出了李阿婆。王剑波先后参
加重大抢险任务15次。他总是说：“我们是军人，军人
就要有军人的担当，这是职责使命。”

12 年来，他用忠诚践行着新一代军人的神圣职责，
用大爱传递着爱民固边的浓浓真情。

本报记者 高兴贵 通讯员 代龙超摄影报道

△ 抓捕犯罪嫌疑人前，王剑波（左一）向官兵讲解抓捕方案。

◁
王剑波

（左二）
带队巡
逻 辖
区 ，登
记排查
辖区可
疑 人
员。

▷ 王
剑 波（ 左
一）带队走
访 辖 区 水
果摊贩，询
问 生 意 情
况，征求治
安 管 理 意
见建议。

化解易到困局要拿出实际行动

余

幸

易到与乐视之争持续发酵。
近日，易到创始人兼CEO周航

发布公开声明，称“易到当前确实存
在着资金问题，这个问题最直接的
原 因 是 乐 视 挪 用 易 到 资 金 13 亿
元”。对此，易到与乐视控股发布联
合声明称，从未挪用过任何资金，同
时表示周航是“恶意诽谤”、“农夫与
蛇的现代版”。

此后，易到用车三个联合创始
人周航、杨芸、汤鹏发布联合声
明，宣布正式辞去易到所有相关职
务。同日，易到在官方微博发布声
明称，目前易到公司运营一切正
常，并称竞争对手利用部分自媒体
捏造和散布不实言论，是导致部分
司机集中到易到总部要求现场提现
的主要原因。

一边是易到创始人退出，一边
是控股方乐视掌控的易到声称“一
切正常”。就控股方乐视与易到之
间的资金挪用之谜，司机提现难
题，双方各执一词。在易到“农夫
与蛇现代版”的微博下有数百条评
论，也充斥着司机和用户的抱怨，
对于他们来说，谁是农夫谁是蛇并
不重要，司机只想拿回自己的血汗
钱，用户只希望能早日解决充值余
额既不能提现又无法打车问题。

靠开易到网约车养家糊口的司
机权利该如何捍卫？尚有数千乃至
数万元充值余额的用户权益又该如何维护？正如周航呼
吁的，作为易到实际控制人的贾跃亭和乐视，此时应把
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有必要尽快发布一个能够解决实
际问题的声明并积极行动，替司机和用户解决当下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

作为国内率先推出互联网专车服务的易到用车，在
专车大战硝烟渐退之时，却陷入司机提现难、平台叫车
难的窘境。有评论认为，易到在乐视的板块里充当的只
是融资工具，属于边缘角色。然而，不管中心还是边
缘，此时的易到，面临的是信任危机，是对整个品牌信
誉的极大冲击。对于控股方乐视而言，当前最紧要的是
拿出资本救急，保障司机和用户的利益，只有拿出真实
有效的行动，当前危机才有化解的可能。

杨知行和中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测试样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