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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

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基于DRM标准的MOT协议，一

个n*8的数据域进行编码，其中n≥3，数据寻址编

码包括传输标识和地址标识，传输标识为前16

位，地址标识为其他比特位，传输标识在传输标

识数据域中对应不同图片和视频文件、XLM文件、

JSON文件的命名进行编码，地址标识在终端用户

数据域中对应不同的场景进行编码，编码数据从

同一发射端发送到不同场景相关联的接收机时，

首先根据地址标识判断该场景是都有权限接收

该数据寻址编码，判断可以接收后，再根据传输

标识获取数据编码的文件名称并保存；本发明实

现向不同场景分别发送不同文件或数据的功能，

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中波频点资源，提高数据传

输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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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方法的

表达式为：数据寻址编码＝传输标识+地址标识，所述数据寻址编码的长度为n*8位二进制

比特位，所述n≥3，其中，所述传输标识为前16位比特位，所述传输标识在传输标识数据域

中编写对应码文并指定到对应的不同格式的文件命名中，所述地址标识为其他比特位，所

述地址标识在终端用户地址数据域中编写对应码文并指定由不同场景接收装置接收；

所述分发、寻址编码方法的步骤为：利用编码工具编写成所述数据寻址编码；通过发射

终端将所述数据寻址编码发送到不同场景下相关联的接收装置；不同场景下的接收装置接

收所述数据寻址编码，通过判断所述地址标识判断该场景是否有权限接收所述数据寻址编

码，确认接收所述数据寻址编码后，再通过判断所述传输标识以获取所述文件的名称与格

式并顺利保存；

所述传输标识数据域对应的不同格式文件命名规则为：

a .0‑6000用来命名图片和视频，对应的二进制码范围为：0000  0000  0000  0000‑

00010111  0111  0000；

b.7000‑8000用来命名XML文件，对应的二进制码范围为：0001  1011  0101  1000‑

00011111  0100  0000；

c.9000‑10000用来命名JSON文件，对应的二进制码范围为：0010  0011  0010  1000‑

0010  0111  0001  00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编码工具基于DRM标准下的MOT协议进行编码，所述MOT协议为Multimedia 

Object  Transfer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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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字无线电广播及信息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数字中波信道

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DRM，英文全称Digital  Radio  Mondiale,  可以翻译为:数字调幅广播，指的是利

用频率低于30MHZ的调幅广播频段传输广播内容的一种新型数字广播技术。传输过程相关

参数可选择以适应传播条件的改变，有不同的传输模式。

[0003] 现有DRM数字广播技术仍处于民用音频广播阶段，接收装置多为民用手持接收机，

而非商业化接收终端，场景单一，不涉及分发及寻址相关技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基于

ETSI  EN标准的MOT协议框架，根据现有MOT传输协议，解决DRM技术中缺少的数据传输不涉

及分发、寻址的相关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方法

的表达式为：数据寻址编码=传输标识+地址标识，所述数据寻址编码的长度为n*8位二进制

比特位，所述n≥3，其中，所述传输标识为前16位比特位，所述传输标识在传输标识数据域

中编写对应码文并指定到对应的不同格式的文件命名中，所述地址标识为其他比特位，所

述地址标识在终端用户地址数据域中编写对应码文并指定到对应的不同场景下；

[0007] 所述分发、寻址编码方法的步骤为：利用编码工具编写成所述数据寻址编码；通过

同一发射端将所述数据寻址编码发送到不同场景下相关联的接收装置；不同场景下的接收

装置接收所述数据寻址编码，通过判断所述地址标识判断该场景是否有权限接收所述数据

寻址编码，确认接收所述数据寻址编码后，再通过判断所述传输标识以获取所述文件的名

称与格式并顺利保存；

[0008] 上述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中，所述编码工具基

于DRM标准下的MOT（Multimedia  Object  Transfer  (MOT)  protocol）协议进行编码；

[0009] 上述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中，所述传输标识数

据域对应的不同格式文件命名规则为：

[0010] a .0‑6000用来命名图片和视频（对应的二进制码范围为：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111  0111  0000）；

[0011] b.7000‑8000用来命名XML文件（对应的二进制码范围为：0001  1011  0101  1000‑

0001  1111  0100  0000）；

[0012] c .9000‑10000用来命名JSON文件（对应的二进制码范围为：0010  0011  0010 

1000‑0010  0111  00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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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上述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中，当n=3时，所述终

端用户地址数据域与所述场景的对应规则为：

[0014] a.  公交站台，包括且不止于城市公交车站台，另涵盖火车、汽车、轻轨、地铁、机场

等公共交通站点场景，对应二进制码范围为：0000  0000；

[0015] b.  移动车载，涵盖所有移动车载场景，对应二进制码范围为：0000  0001；

[0016] c.  楼宇，涵盖所有商用及住宅楼宇场景，对应二进制码为：0000  0010；

[0017] d. 江海湖船舶，包含所有江、海、湖船舶的场景，对应二进制码为：0000  0011；

[0018] e.  旅游景区，包含所有旅游景区场景，对应二进制码为：0000  0100；

[0019] f. 医院，包含所有医疗机构场景以及全国各地可能出现的疫区及灾区场景，对应

二进制码为：0000  0101；

[0020] g. 社区，包含全国城乡社区场景，对应二进制码为：0000  0110；

[0021] h. 所有场景（包含以上a‑g全部场景），对应二进制码范围为：0000  0111；

[0022] 当n>3时，拓展的二进制比特位作为新增的其他场景使用。

[0023] 本发明的突出有益效果：

[0024] 本发明的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基于DRM标准的

MOT协议，在MOT协议的数据传输层下，利用数据组头的会话比特位，对一个n*8的数据域进

行编码，其中n必须不小于3，数据编码包括传输标识和地址标识，其中传输标识占据前16

位，地址标识占据其他比特位，传输标识在传输标识数据域中对应不同文件的命名进行编

码，包括图片和视频文件、XLM文件、JSON文件，不同的文件命名对应不同的二进制范围，而

地址标识在终端用户数据域中对应不同的场景进行编码，不同的场景对应不同的二进制编

码，经上述规则编码后的数据从同一发射端发送到不同场景相关联的接收装置时，首先根

据地址标识判断该场景是都有权限接收该数据编码，判断可以接收后，再根据传输标识获

取数据编码的文件名称并顺利保存；这种编码方法在多媒体文件传播中简单可行，并且实

现在传输数据信息的过程中，接收装置有选择的进行接收，只有地址标识对应的场景才能

接收对应的数据信息，其它场景的接收装置会选择忽略该数据信息；改变以往的数字中波

信道下数据（广播数据信息）传输过程中，只能无差别地向各个场景下的接收装置进行传输

数据的局限，本发明定义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实现向不同场景分别发送不同文件或数据

的功能，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中波频点资源，提高数据传输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以便对本发

明的构思、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构成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和带来的技术效果有更进一步的

了解，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些实施方式的说明是示意性的，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具体限定。

[0026] 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方法

的表达式为：数据寻址编码=传输标识+地址标识，所述数据寻址编码的长度为n*8位二进制

比特位，所述n≥3，其中，所述传输标识为前16位比特位，所述传输标识在传输标识数据域

中编写对应码文并指定到对应的不同格式的文件命名中，所述地址标识为其他比特位，所

述地址标识在终端用户地址数据域中编写对应码文并指定到对应的不同场景下；

[0027] 所述分发、寻址编码方法的步骤为：利用编码工具编写成所述数据寻址编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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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发射端将所述数据寻址编码发送到不同场景下相关联的接收装置；不同场景下的接收

装置接收所述数据寻址编码，通过判断所述地址标识判断该场景是否有权限接收所述数据

寻址编码，确认接收所述数据寻址编码后，再通过判断所述传输标识以获取所述文件的名

称与格式并顺利保存；

[0028] 上述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中，所述编码工具基

于DRM标准下的MOT（Multimedia  Object  Transfer  (MOT)  protocol）协议进行编码；

[0029] 上述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中，所述传输标识数

据域对应的不同格式文件命名规则为：

[0030] a .0‑6000用来命名图片和视频（对应的二进制码范围为：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111  0111  0000）；

[0031] b.7000‑8000用来命名XML文件（对应的二进制码范围为：0001  1011  0101  1000‑

0001  1111  0100  0000）；

[0032] c .9000‑10000用来命名JSON文件（对应的二进制码范围为：0010  0011  0010 

1000‑0010  0111  0001  0000）；

[0033] 上述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其中，当n=3时，所述终

端用户地址数据域与所述场景的对应规则为：

[0034] i.  公交站台，包括且不止于城市公交车站台，另涵盖火车、汽车、轻轨、地铁、机场

等公共交通站点场景，对应二进制码范围为：0000  0000；

[0035] j.  移动车载，涵盖所有移动车载场景，对应二进制码范围为：0000  0001；

[0036] k.  楼宇，涵盖所有商用及住宅楼宇场景，对应二进制码为：0000  0010；

[0037] l. 江海湖船舶，包含所有江、海、湖船舶的场景，对应二进制码为：0000  0011；

[0038] m.  旅游景区，包含所有旅游景区场景，对应二进制码为：0000  0100；

[0039] n. 医院，包含所有医疗机构场景以及全国各地可能出现的疫区及灾区场景，对应

二进制码为：0000  0101；

[0040] o. 社区，包含全国城乡社区场景，对应二进制码为：0000  0110；

[0041] p. 所有场景（包含以上a‑g全部场景），对应二进制码范围为：0000  0111；

[0042] 当n>3时，拓展的二进制比特位作为新增的其他场景使用。

[0043] 实施例1

[0044] 当n=3，数据编码对应的数据域为24位，若需要将一种图片文件的名称传输到公交

站台这种场景时，首先根据编码规则利用编码工具进行编码，如数据编码为0000  0000 

0000  0011  0000  0000，其中，前16位为传输标识，对应传输标识数据域为图片的命名，后8

位为地址标识，对应终端用户地址域为公交站台的场景，将此编码数据通过同一发射端传

输到各个场景，各场景下相关联的接受机首先判断后8位的地址标识是否对应本场景的二

进制码，经判断，只有公交站台场景下相关联的接收装置才会接受此数据编码，完成寻址过

程，然后在公交站台场景下的接收装置在接收过程中再根据前16位的传输标识来获取对应

数据文件的名称和类型，从而顺利保存该图片文件。

[0045] 实施例2

[0046] 当n=3，数据编码对应的数据域为24位，若需要将一种XLM文件的名称传输到旅游

景区这种场景时，首先根据编码规则利用编码工具进行编码，如数据编码为000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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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1000  0000  0110，其中，前16位为传输标识，对应传输标识数据域为XLM文件的命名，

后8位为地址标识，对应终端用户地址域为旅游景区的场景，将此编码数据通过同一发射端

传输到各个场景，各场景下相关联的接受机首先判断后8位的地址标识是否对应本场景的

二进制码，经判断，只有旅游景区的场景下相关联的接收装置才会接受此数据编码，完成寻

址过程，然后在旅游景区场景下的接收装置在接收过程中再根据前16位的传输标识来获取

对应数据文件的名称与类型，从而顺利保存该XLM文件。

[0047] 本发明的突出有益效果：

[0048] 本发明的一种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传输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基于DRM标准的

MOT协议，在MOT协议的数据传输层下，利用数据组的会话比特位，对一个n*8的数据域进行

编码，其中n必须不小于3，数据编码包括传输标识和地址标识，其中传输标识占据前16位，

地址标识占据其他比特位，传输标识在传输标识数据域中对应不同文件的命名进行编码，

包括图片和视频文件、XLM文件、JSON文件，不同的文件命名对应不同的二进制范围，而地址

标识在终端用户数据域中对应不同的场景进行编码，不同的场景对应不同的二进制编码，

经上述规则编码后的数据从同一发射端发送到不同场景相关联的接收装置时，首先根据地

址标识判断该场景是都有权限接收该数据编码，判断可以接收后，再根据传输标识获取数

据编码的文件名称并顺利保存该文件；这种编码方法在多媒体文件传输中简单可行，并且

实现数字调幅广播在传输信息的过程中，接收装置有选择的进行接收，只有地址标识对应

的场景才能接收对应的广播信息，其它场景的接收装置会选择忽略该广播信息；改变以往

的数字中波信道下数据（广播数据信息）传输过程中，只能无差别地向各个场景下的接收装

置进行传输数据的局限，本发明定义的分发、寻址编码方法，实现向不同场景分别发送不同

文件或数据的功能，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中波频点资源，提高数据传输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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