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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局 
  (传真. +41 22 730 57 85) 
 

行政通函 
CAR/192 

2005 年 5 月 31 日 

致国际电联会员国各主管部门 

事由： 无线电通信第 6 研究组 

  - 建议批准三个新课题草案和五个经修订的课题草案 
 

于 2005 年 4 月 13 和 14 日举行的无线电通信研究组会议，通过了 3 个新课题和 5 个经

修订的课题草案，并同意采用无线电通信部门第 1-4 号决议（见第 3 节）有关在无线通信大

会休会期间批准课题的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应 ITU-R 第-4 号决议作出决议 2 的要求，那些新的和经修订的课题草

案被确定为“/AP”类，即对产生于它们的建议书草案可以采用替换批准程序（ITU-R 第 45
号决议）。 

考虑到 ITU-R 第 1-4 号决议 3.4 节的规定，请您在 2005 年 8 月 31 日前通知秘书处 
（brsgd@itu.int），您的主管部门是否批准这些课题。 

这一期限过后，将通过一份行政通函通报这次协商的结果。如果这些课题得到批准，

它们将享有与无线电通信全会批准的课题相同的地位，并将成为属于无线电通信第 6 研究组

的正式文本。(见： http://www.itu.int/ITU-R/publications/download.asp?product=que06&lang=e)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瓦列里.吉莫弗耶夫 

附件：  8 件 

– 8 个新的和经修订的课题草案 

分发： 

– 国际电联会员国各主管部门 
– 参加无线电通信第 6 研究组工作的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 
– 参加无线电通信第 6 研究组工作的 ITU-R 部门准成员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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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来源：第 6/196 号文件) 

ITU-R 44-1/6课题修订草案  

数字电视图像的客观图像质量参数及相关的衡量与监测方式 

(1990-1993-1996-1997-2002-2003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制定数字电视标准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b 无线电通信研究组负责确定广播链的总体质量性能； 

c) 对于包括 SDTV 和 HDTV 以及多节目制作等特殊应用的电视系统而言， 为演播室环

境和广播确定客观图像质量参数及相关的衡量与监测方式至关重要； 

d) 包括固定像素显示器的显示技术具有的预处理功能，可能产生诸如改变像素比例、

对比度补偿、色度较正等始料未及的人为效应； 

e)e) 若能将针对上述任务的 HDTV 和 SDTV 测量方式统一起来，将形成一种优势； 

 

e)f) 有证据说明，电视图像的衰耗与信号的可测量特性紧密相关；      

f)g) 图像的总体质量与所有综合损耗因素相关；  

g)h) 以统计数字描述电视图像特性以及人类视觉系统建模的发展，可能会使客观测量方

式在某些运用中取代主观评估；  

h)j) 对于数字电视，尤其需要使用主观和客观参数来评估比特率压缩方式的性能； 

j)k) 性能的测量需要根据动态和静止的图像，采用普遍认可的标准测试材料和方式； 

k)l)  有条件接入广播采用的倒频程序，在使用比特率压缩时可能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以

及  

l)m) 需要对质量（包括动态清晰度）进行持续的评估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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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哪些是供每个确定的应用和数字电视标准使用的客观性能参数？  

2 这些应用的客观图像质量测量和每个数字电视标准，需要哪些必要的测试材料和测

试信号 ？  

3 应采用哪些方式测量和监测第 1 和 2 节确定的参数，才能涵盖所有的动作效果及衰

减，包括显示预处理器引起的这类效果及衰减？  

4 应建议可直接显示图像质量的高成本效益质量仪表具有哪些特性？  

5 What impairments may be expected to the bit-rate reduced signals, and what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counteract them? 

65 在采用有条件接入的情况下，需要采取哪些协调倒频和比特率压缩程序的措施，才

能保持理想的主观和客观质量？  

76 应建议测试数字电视图像质量的高质量电子评估方式具有哪些特性？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纳入 (一份或多份) 报告和/或建议书； 

2 上述研究应在 2007 年前完成。  

 

 

类别：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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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来源：第 6/180 号文件) 

  ITU-R 24/6课题的修订草案 

  在可移动磁盘、光盘或磁光盘1上录制用于国际交换的电视节目 
(1990-1993-1996-1999-2002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广播商越来越多地将可更换和可移动的磁性媒介用于电视节目的国际交换； 

b) 采用了数字技术的光盘和磁光盘能够提供更高的存储密度； 

cb) 光盘或磁光盘接入录制部分的时间短且方便； 

d) 基于磁盘的系统可以随机访问数据形式的视频和音频资料； 

e) 存储和处理技术可以提供与线性电视录制系统相同的功能； 

f) 光盘可使电视现场制作设备更加小型化； 

g) 电视广播商正在向用于制作、播放和存储声音及电视节目的基于 IT 的技术过渡；  

h) 交换的节目资料既可以是标准清晰度格式的，也可以是高清晰度格式的， 

作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应建议录制在可移动磁盘、光盘或磁光盘上的用于国际交换的国际电视节目采用哪

些标准？and/ 

2 应参照哪些信息操作系统，才能使采用基于 IT 的技术并用于制作、播放和存储声音

和电视节目的电视系统的互操作性和功能得到保证？ 

3 应建议供国际交换的电视节目采用哪些可移动磁盘、光盘或磁光盘？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可移动磁盘、光盘或磁光盘是以传输数据为目的的、可从广播设备中取出并更换的软盘，如 CD-ROM、DV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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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作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 (一份或多份) 建议书； 

2 上述研究应在 2007 年前完成。  

 

 

类别： S3/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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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来源：第 6/181 号文件） 

 ITU-R [DOC. 6/181]新课题的修订草案 

用户对涉及声音和电视节目数字录制和存档的元数据的要求 
 

根据 ITU-R 第51号决议评估一项新课题草案  

作为信息数据库的一部分，与数字录制相关的元数据正成为广播业界内部一种日益增长

的需求，因此给元数据集定义就变得益发重要。 

新课题草案的目的在于保证作为存档和制作过程一部分的元数据，能以实现系统和用户

间互操作性的方式加以确定。此外，目前没有其它机构就这一新课题草案的主题开展工作。

因此，这一新课题草案符合 ITU-R 第 51 号决议作出决议 1a) 和 1b) 的规定。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自从声音和电视录制技术被采用以来，提供有关录制和存档的声音和电视节目重要

信息的必要性已得到公认； 

 b) 鉴于数字技术的采用使各类知识产品得以录制和存档于计算机一类的支撑设备上，

而这些设备并不关心知识产品的内容，上述必要性则显得尤为突出； 

c) 数字节目档案的情况尤其使人感受到这一必要性，因为这些档案是广播商的主要资

产之一，并通常还代表着对一个国家、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永久记忆； 

 d) 使用元数据显然是充分提供有关录制节目信息内容的关键，只要根据仔细研究用户

要求后提出的相关建议书对它加以普遍采用和协调，它将是满足这一目的 实用的方法，尤

其适用于声音和电视录制节目的国际交换，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什麽信息应以伴随数字录制声音和电视节目的元数据形式提供？ 

2 当这些节目以数字形式存档时，这类信息是否需要元数据形式的其它信息加以补

充？ 

3 在数字录制的声音和电视节目进行国际交换时，能否建议将一个信息子集永远以元

数据的形式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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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为草拟新的建议书审议以上的研究结果； 

2 上述研究应在 2007 年前完成。 
 

 

类别：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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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来源：第 6/182 号文件） 

 ITU-R 25/6课题的修订草案 

声音节目和电视录制资料 

以及电视用电影的国际交换和存档所用的 

统一识别数据 
(1994-1999-2000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各 ITU-R 建议书详细列出了与录制的音频、电视和电影节目资料一同提供电视使用

的 低限度的节目信息； 

b) 为各种录制资料列出的 低限度的信息，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并不总能保持一

致； 

c) 制作、广播和存储声音节目和电视及电影节目资料所用的现代化手段，越来越依赖

于自动化设备和对录制内容的机读识别。 

d) 目前，多数广播商对录制内容使用各自的识别数据，而且多数自动广播设备制造商

也在推出自己的机读识别数据； 

e) 确定统一的识别数据和内容录制方式，可以简化节目的国际交换和存档工作，甚至

可能通过计算机软件与现有的内部识别数据互通； 

f) 已制定和正在制定的标准旨在确定与节目相关并伴随录制节目的元数据，尤其可以

达到简化存档和检索的目的，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与供国际节目交换及存档的录制声音节目、电视和电影节目资料一起提供的是有关

节目资料的信息，什麽是重要的节目资料信息呢？ 

2 应该怎样提供这一信息（例如通过 
– 节目单；  
– 选定的标记； 
– 条形码； 
– 存储于同时负责节目传送的同一媒体的元数据； 
– 存储于节目传送媒体以外其它媒体的元数据； 
– 其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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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ITU-R 59/6 和 ITU-R 90/6 课题负责研究录制和存档用元数据的特性与规范。 

3 怎样才能使与国际交换的磁带及电影一同提供的重要节目信息，与目前广播商为内

部自动操作和存档使用的类似信息相结合？ 

4 节目标记信息/识别数据怎样协助经转的数据包通过传送系统？ 

5 怎样确定识别数据才能保证与目前以至将来的节目识别系统实现互操作性？ 

6 怎样开发数据识别系统才能保证与开发中的制作、播放和存储声音及电视节目的基

于 IT 的技术相兼容？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 （一份或多份） 建议书； 

2 上述研究应在 2007 年前完成。 

 

 

类别： S1/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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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来源：第 6/185 号文件） 

 ITU-R 78/6课题的修订草案 

供节目制作和国际交换的数字录制的高清晰度电视节目 
(1990-1993-1999年) 

Q. ITU-R 108-1/11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ITU-R 36/6 课题涉及建议高清晰度电视（HDTV）广播采用的标准； 

b) ITU-R BT.709 建议书为节目制作及其国际交换使用的 HDTV 标准提出了参数值； 

c) ITU-R BT.714 建议书为以高清晰度电视现场或在录像带上制作的国际交换节目提出

了建议； 

db) 制作 HDTV 节目需要数字录像机；  

ec) 为方便 HDTV 录制节目的国际交换， 好为数字录制高清晰度电视节目采用统一的

标准和录制格式；, 

f) ITU-R BR. 1375 建议书为高清晰度电视（HDTV）的录制提供了一项规范，同时考虑

到目前 广泛使用的是通常称为 HDCAM 和 HD-D5 的两种 HDTV 录制格式； 

g) ITU-R BR. 1442 建议书提供了用户对数字 HDTV 磁带录像机的要求； 

h) ITU-R BR. 779 建议书具体说明了数字电视录制的操作方法； 

j) ITU-R BR. 1515 建议书明确了对包括 HDTV 在内的数字电子新闻采集录制资料进行

国际交换的要求； 

k) ITU-R BR. 779 建议书对 数字电视录制操作方法提出了建议； 

l) 电视广播商及其他高清晰度电视录制系统的用户，正在向制作、播放和存储声音及

电视节目使用的基于 IT 的技术过渡，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HDTV 录制资料的制作、制作后和发布必须满足那些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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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下述情况下，应建议国际交换的 HDTV 录制资料采用哪种数字录制格式： 
a) 适合于节目的制作/制作后；或 
b) 适合于制成的节目资料的发布？ 

3 录制格式需要满足那些技术要求才能保证这类录制资料的可互换性？ 

NOTE 1 – See Recommendation ITU-R BR.1375,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 （一份或多份） 建议书； 

2 上述研究应在 2007 年前完成。 

 

 

类别： S3/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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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来源：第 6/169 号文件） 

 ITU-R45/6*课题的修订草案 

用于移动接收的多媒体和数据广播应用 
(2003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数字电视和声音广播系统已在一些国家部署，并将在未来几年得到更多国家的采

用； 

b) 各国利用数字广播系统固有的能力，已经或计划采用多媒体和数据广播业务； 

c) 一些国家计划实施具备先进信息技术的移动电信系统，其他国家也将在不久的将来

部署这类系统； 

d) 通过客厅内的电视机、灵活的手机等便携接收器和车载接收器，可望在住宅内外接

收到数字广播业务； 

e) 移动与固定接收有着巨大的特性差异； 

f) 便携和车载接收器的显示尺寸和接收功能也会不同于固定接收器； 

g) 信息传输格式应能使尽可能多种类型的终端清晰地显示内容； 

h) 移动电信业务和互动数字广播业务之间需要互操作性； 

j) 需要使应用内容格式与诸如广播和网播等媒体间节目交换环境协调一致； 

k) 需要使应用内容格式与国际节目交换环境协调一致； 

l) 需要协调用于实施内容安全和有条件接入的技术结论； 

m) 即将出现的多媒体和数据广播应用，可能在增长率和覆盖区域方面与使用 IMT-2000
网络等移动电信系统有所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 ITU-R 第 8 研究组和 ITU-T 第 19 研究组关注这一课题。 



- 13 - 

Y:\APP\PDF_SERVER\CHINESE\IN\192C.DOC 02.06.2005 02.06.2005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与固定接收相比，用户对供移动接收的多媒体和数据广播有哪些具体要求？落实这

些要求需要什麽条件？  

2 供移动接收的多媒体和数据广播需要具有哪些系统特性？ 

3 哪种（或哪些种）数据传输机制 适于向便携和车载接收器传送广播多媒体和数

据？ 

4 哪些内容格式 适用于广播供移动接收的多媒体和数据应用？ 

5 采用哪些解决方案可以确保移动电信业务和互动数字广播业务之间的互操作性？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 （一份或多份） 建议书； 

2 鉴于许多国家为广播或非广播的用途，越来越多地采用供移动接收的数字电视和无

线广播节目制作，上述研究应在 2006 年前完成。. 

 

 

类别：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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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来源：第 6/184 号文件） 
 

 根据ITU-R第51号决议对新课题草案作出评估 

这项新课题草案旨在启动一项研究，探讨广播和卫星业务协助灾害报警和救助的可能

性。这类研究对于未来向公众预报可能出现的灾害并减轻其影响至关重要。 

其它机构目前未对本课题涉及的广播问题开展研究。因此，这一新课题草案符合 ITU-
R 第 51 号决议作出决议 1a) 和 1b) 的规定。 

ITU-R[DOC. 6/184]新课题草案 

用于公众报警和救灾的广播手段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悲剧，以及无线电通信可能在救灾中发挥的作用； 

b) 国际电联秘书长倡议，为全球性减少未来灾害影响的工作出力； 

c) 通常与这类灾害相关的电信业务主要包括：预测、探测、告警和组织救援行动； 

d) 目前有数量众多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存在，而且有大量设备可供使用； 

e) 有必要在 ITU-R 第 6 研究组内制定出就这一问题编写报告和建议书的工作计划，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目前哪些无线电通信系统被用于发现可能的灾害、发出警报并支持救援工作？ 

2 哪些广播系统可以用于发布信息，向少数或大量居民以至在可能时跨境发出通报？ 

3 指配给广播业务及卫星广播业务的哪些频段可以用于发布信息，向少数或大量居民

以至在可能时跨境发出通报？ 

4 一旦出现重大灾害，目前有哪些广播和卫星广播设备可以投入使用？ 

5 在国际层面上有哪些现行程序可以协调广播和卫星广播部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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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界各地的广播商目前对重大灾害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 (一份或多份) 报告和/或建议书； 

2 上述研究应在 2007 年前完成。 

注 1 – 应与其它研究组、特别是 ITU-T 第 2 研究组和 ITU-D 第 2 研究组协调这一活动。 

 

 

类别：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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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来源：第 6/164 号文件） 

 根据ITU-R第51号决议对新课题草案作出评估 

这项新课题草案旨在启动有关使用无损耗/永久无损耗比特率压缩方式的研究，以便在

一个 HD-SDI 接口上传送 ITU-R BT.709 建议书列出的较高系列的 HDTV 系统成员。此外，

其它机构目前未对本课题涉及的广播问题开展研究。因此，这一新课题草案符合 ITU-R 第
51 号决议作出决议 1a) 和 1b) 的规定。 

ITU-R[DOC. 6/164]新课题草案 

使用无损耗1/永久无损耗2比特率压缩方式经HD-SDI 传送HDTV信号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多数广播商的演播室是按照经 SDI 同轴电缆接口发送未经压缩的 SDTV 信号的需要

布线的，因为他们更喜欢采用未经压缩的视频信号进行制作后的复杂图像处理； 

b) 他们的这种偏好也体现在 HDTV 和 SDTV 的制作当中； 

c) ITU-R BT.709 建议书列出的较高系列的 HDTV 系统成员要求的比特率，超出了 ITU-
R BT.1120 号建议书规定的 HD-SDI 传输所能达到的速率； 

d) 在从 SDTV 向 HDTV 过渡的过程中，某些广播商更愿意使用现有的 SDI 同轴电缆基

础设施同时传送 HDTV 信号，尤其用于传送 ITU-R BT.709 建议书规定的数据速率更高的

HDTV 系统成员； 

e) 利用对 HD-SDI 接口传送的数字信号进行无损耗比特率压缩的标准算法，便有可能

实现这一目标； 

f) 利用同一种算法也可以让未经压缩的 4:4:4 SDTV 信号，经现有的 SDTV SDI 同轴电

缆基础设施传送，以便进行复杂的图像处理； 

g) 在某些应用之中，尤其是在几乎无需进行图像处理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永久性无损

耗比特率压缩， 

 

————————————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国际电联术语数据库对“无损耗比特率压缩”的定义是，“一种完整保留原比特流信息内

容，并能够以逐比特相对应的准确性（如采用比特流统计方式）加以重构的 BRR 过

程”。 
2 本课题意义上的永久性无损耗，是指存在于制作过程中的一种其压缩效应不为主观察觉的

有损耗压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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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建议数字 HDTV 信号无损耗比特率压缩、特别是 BT.709 建议书列出的较高系列

HDTV 系统成员使用哪一种开放式压缩算法，才能将它们在一个 HD-SDI 接口上传送？ 

2 建议数字 HDTV 信号永久性无损耗比特率压缩、特别是 BT.709 建议书列出的较高系

列 HDTV 系统成员使用哪一种开放式压缩算法，才能将它们在一个 HD-SDI 接口上传送？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为草拟新的建议书审议以上的研究结果； 

2 上述研究应在 2007 年前完成。 

 

 

类别： S1 

 

 

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