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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局（BR） 
 
 
行政通函 
CACE/722 

2015年4月17日

 
 
致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 
和参加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工作的ITU-R部门准成员 
 
 
 
事由： 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广播业务） 

– 建议按照ITU-R第1-6号决议第10.3段的规定（以信函方式同时通过和批
准的程序），以信函方式通过并同时批准4份ITU-R新建议书草案和7份
ITU-R经修订的建议书草案 

– 建议批准废止19份ITU-R建议书

 
 

 
 

在2015年2月23日召开的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会议上，研究组做出决定，寻求以信函方
式通过4份新建议书草案和7份ITU-R经修订的建议书草案（ITU-R第1-6号决议第10.2.3段），
并进一步做出决定，采用同时通过和批准的（PSAA）程序（ITU-R第1-6号决议第10.3段）。
建议书草案的标题和摘要见附件1。此外，研究组提议批准废止附件2中所列的19份建议书。 

审议期将持续2个月，于2015年6月17日结束。如在此期间未收到成员国的反对意见，则
须认为第19研究组已通过建议书草案。此外，由于采用了PSAA程序，亦将认为上述建议书草
案已获得批准。 

请反对通过建议书草案或反对批准废止建议书的成员国向主任和研究组主席阐明反对原
因。 

在上述截止期限之后，将在一行政通函中宣布PSAA程序的结果，并尽可能快地公布已经
批准的建议书（见http://www.itu.int/pub/R-REC）。 
  

http://www.itu.int/pub/R-REC




  - 3 - 

 

附件1 
 

建议书的标题和摘要 

ITU-R BT.[MMT]新建议书草案 第6/330(Rev.1)号文件 

用于基于MMT的广播系统的业务配置、媒体传输协议 
和信令信息 

该建议书定义了采用ISO/IEC 23008-1（MPEG媒体传输）标准的广播系统所需的业务配
置、媒体传输协议和信令信息。它规定了针对MMT广播系统的ISO/IEC 23008-1标准的系统规
定参数。 

ITU-R BT.[IBB-SYSTEM]新建议书草案 第6/336(Rev.1)号文件 

综合宽带广播系统 
该建议书提供了选择综合宽带广播（IBB）系统的导则。通过IBB系统的业务能力和技术

要素两方面描述了该导则。 

ITU-R BS.[ADM]新建议书草案 第6/347(Rev.1)号文件 

音频定义模型 
该建议书说明了可对音频文件的格式和内容进行可靠描述的元数据模型的结构。该模型

称为音频定义模型（ADM），规定了如何生成XML元数据，以提供一个音频文件中不同音轨
的定义。 

ITU-R BT.[UHDTV-IF]新建议书草案 第6/348(Rev.1)号文件 

UHDTV信号的实时串行数字接口 
该建议书规定了ITU-R BT.2020建议书中所定义各种图像格式的串行数字接口。该建议书

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和第3部分基于10比特字容器，而第2部分基于12比特字容器。第1部
分和第2部分采用多链接10 Gbit/s光接口，而第3部分采用单链接和多链接6 Gbit/s、12 Gbit/s
和24 Gbit/s光电接口。 

ITU-R BT.1674-0经修订的建议书草案 第6/334(Rev.1)号文件 

对广播制作和后期制作的元数据要求 
本次修订更新了该建议书所涵盖的两处参考并包括了一些编辑性修改。这些修改不会影

响到旧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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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BT.1847-0经修订的建议书草案 第6/343(Rev.1)号文件 

50 Hz环境中用于制作和国际节目交换的 
1 280 × 720、16:9逐行捕获图像格式 

ITU-R BT.1847建议书的本次修订草案包含了一个有关光电转换功能（EOTF）的情况说
明，还移除了模拟信号参数。 

文件结构符合ITU-R BT.709等其他图像格式文件。未修改任何数字信号参数。 

ITU-R BT.709-5经修订的建议书草案 第6/344(Rev.1)号文件 

节目制作和国际节目交换中使用高清晰度电视标准的参数值 
该修订草案增加了一处编辑性澄清说明，以参引ITU-R BT.1886建议书中定义的光电转换

功能（EOTF），并参引ITU-R BT.2035建议书所定义的观看条件。此外，建议移除第1部分并
移除不再需要的系统参数的模拟表示，但未修改任何数字参数。对当前数字实施没有任何影
响。 

ITU-R BT.1543-0经修订的建议书草案 第6/345(Rev.1)号文件 

60 Hz环境下节目制作和国际节目交换用的 
1 280 × 720、16:9逐行采集的图像格式 

ITU-R BT.1543建议书的本次修订草案包含了一个有关光电转换功能（EOTF）的情况说
明，还移除了模拟信号参数，增加了“范围”和一些关键词。文件结构符合ITU-R BT.709等
其他图像格式文件。未修改任何数字信号参数。 

 

ITU-R BT.1306-6经修订的建议书草案 第6/354(Rev.1)号文件 

数字地面电视广播的纠错、数据成帧、调制和发射方法 
ITU-R BT.1306-6建议书的本次修订草案包含了根据对ITU-R BT.1206建议书的修订而对附

件1表1中系统B、C和D的“信道占用”参数说明进行的修订，以及澄清一般和具体掩模之间
差异的说明和一些编辑性修订。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系统E—高级地面数字电视多媒体广播
（DT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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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BS.1114-8经修订的建议书草案 第6/357(Rev.1)号文件 

30-3 000 MHz频率范围内针对车载、便携和固定接收机的 

地面数字声音广播系统 
本修订草案反映了数字系统C当前的实施和运行，仅修订了该建议书的表1和附件4。未

建议修改该建议书的其他部分。 

ITU-R BT.1871-0经修订的建议书草案 第6/360(Rev.1)号文件 

无线麦克风的用户要求 
ITU-R BT.1871的本次修订草案包含了对附件1（无线麦克风的用户要求）和附件2（无线

麦克风的调谐范围）的修订，以反映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德国和韩国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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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来源：6/338、339、340、341、342和351(Rev.1)号文件） 

提议废止的建议书 

 
ITU-R建议书 标题 文件编号 

BT.802-1 对传输根据ITU-R BT.601建议书产生的信号的数字编解码器进行主观

评估的测试图像和序列 
[ 338 ] 

BT.811-1 对增强型PAL和SECAM系统的主观评估 [ 339 ] 

BT.1128-2 对传统电视系统的主观评估 [ 340 ] 

BT.654 与模拟复合电视信号主要减损相关的电视图像的主观质量 [ 341 ] 

BT.1438 立体电视图像的主观评估 [ 342 ] 

BR.265-9 对用于电视的胶片节目进行国际交换的操作方法 [ 351(Rev.1) ] 

BR.714-2 高清晰度电视节目的国际交换 [ 351(Rev.1) ] 

BR.779-2 数字电视录制的操作方法 [ 351(Rev.1) ] 

BR.785-1 多重发布媒体环境中的节目发布 [ 351(Rev.1) ] 

BR.1351 对于将数字技术用于无线电广播的音频归档系统的要求 [ 351(Rev.1) ] 

BR.1356 用户对于将压缩技术用于主流标准清晰度电视制作和归档的要求 [ 351(Rev.1) ] 

BR.1375-3 高清晰度电视（HDTV）的数字录制格式 [ 351(Rev.1) ] 

BR.1515 数字电子新闻采集录制资料的国际交换 [ 351(Rev.1) ] 

BR.1530 有关将胶片用于电视的建议书指南 [ 351(Rev.1) ] 

BR.1531 录制在数字压缩通用刻录数据盘上的、用于广播用途的广播波形格

式文件制作的声音节目的交换 
[ 351(Rev.1) ] 

BR.1684 在视频磁带录制设备上录制5.1声道的音频节目 [ 351(Rev.1) ] 

BR.1695 为高清晰度电视节目评估而进行的国际交换所采用的录制格式 [ 351(Rev.1) ] 

BR.1725 广播公司以电影胶片形式归档的节目素材的处理、修复和存储 [ 351(Rev.1) ] 

BR.1733 广播公司使用的、为半专业或消费者应用设计的数字电视录制格式 [ 351(Rev.1) ] 

 

 

______________ 

http://www.itu.int/rec/R-REC-BT.802/en
https://www.itu.int/md/meetingdoc.asp?lang=en&parent=R12-SG06-C-0338
http://www.itu.int/rec/R-REC-BT.811/en
https://www.itu.int/md/meetingdoc.asp?lang=en&parent=R12-SG06-C-0339
http://www.itu.int/rec/R-REC-BT.1128/en
https://www.itu.int/md/meetingdoc.asp?lang=en&parent=R12-SG06-C-0340
http://www.itu.int/rec/R-REC-BT.654/en
https://www.itu.int/md/meetingdoc.asp?lang=en&parent=R12-SG06-C-0341
http://www.itu.int/rec/R-REC-BT.1438/en
https://www.itu.int/md/meetingdoc.asp?lang=en&parent=R12-SG06-C-0342
http://www.itu.int/rec/R-REC-BR.265/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714/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779/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785/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351/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356/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375/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515/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530/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531/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684/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695/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725/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http://www.itu.int/rec/R-REC-BR.1733/en
http://www.itu.int/md/R12-SG06-C-035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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