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描述 
 

当今的数字电视系统需要功能强大、灵活和紧凑型

的解决方案来提供给运营商全新的网络结构。DCM 
D9900 是一个支持超大容量数字视频处理的紧凑型

MPEG 处理平台。DCM 是新一代的智能型数字头端处

理设备，它提供了一种性价比高和完美的解决方案。科

学亚特兰大公司在数字电视领域多年的开发经验使 DCM 在 MPEG 处理应用中既经济又可操作性强，如选购内置

DVB 加扰器可很方便的集成多种条件接入系统（CA）。 
板卡配置 

DCM 的机框 2RU 高，带可热插拔的备份电源模块。DCM 最多可配置 4 块 I/O 板，每块板卡有 10 个 ASI 口
或 4 个 GbE 端口。另外，DCM 可配置最多 4 块处理板卡支持高级的 MPEG 处理功能。ASI 板卡支持全 ASI 速率

满足系统的灵活设计，所有 ASI 端口均能单独配置成输入或输出，而且同时支持多节目流（MPTS）和单节目流

（SPTS）。 
GbE I/O 板卡有 4 个 SFP 的 GbE 端口，一块板卡有 2 Gbps 的输入和 2 Gbps 的输出能力。每个 GbE 端口

都同时支持多节目流(MPTS)和单节目流(SPTS)。 
处理板卡的强大的 MPEG 内容处理器能 DCM 对节目再压缩到较低的码率，进行统计复用和数字节目插入。

该处理板卡为 FPGA 设计，所以 DCM 将来通过简单的代码下载能支持大量先进的功能。 
调整码流和再复用 

内容再复用和码流调整只是 DCM 的 MPEG 处理能力的第一步。DCM 支持先进的 PSI 和描述符处理。DCM
另外支持 TS 流和节目的分析，包括对输入和输出流的节目层的比特率测量，这样操作人员能简单的配置节目到

逻辑的输出节目组。每个版本都可对 TR 101 290 错误进行监控。DCM 强大的处理能力可以支持将来的 H.264 应

用，以满足不断发展的结构。 
强大的处理能力 

DCM 为现在和将来的需求提供 MPEG 处理功能。DCM 最多支持 8 Gbps 的输入输出能力。每块处理板卡根

据统计复用进行码流调整，采用新的 IntelliRate Plus 技术和先进的码率调整算法对最多 350 个标清或 85 个高清

流进行码率限制。每块处理板卡能对标清节目或高清节目进行数字节目（广告片断）插入。可在现有传输流中无

缝插入本地信号。这些核心板卡还可实现 DVB 加密功能。处理板卡通过软件 license 实现不同的功能，这样能使

运营商根据需求扩展功能，同时使系统更经济。 
条件接入（CA） 

内置的加扰器使它很方便地与多种 CA 系统组合在一起。通过同密接口板可同时集成多种 CA 系统。 
备份和可靠性 

DCM 能使运营商配置高可靠性的网络。DCM 支持板卡热插拔、电源热备份和风扇的热插拔。DCM 能配置

成 1:1 热备份，大大节省了故障时的切换时间。DCM 还支持端口和节目备份。 
用户接口和管理 

DCM 通过一个简单直观的 GUI 管理。用户电脑中不需安装软件，DCM 的 GUI 纯粹是基于 HTML 的用户接

口，可用微软的 Internet Explorer 6.0（或更高一级）来打开。GUI 界面通过简单地拖拉就能对节目进行设置。该

界面为用户提供 DCM 配置的详细信息、输入输出比特率测量、传输流的报警和其他信息。另外，为了用户能简单

地进入内容详情，节目信息的分类可按输入输出端口、比特率和节目名进行。DCM 完全和 SA 的 ROSA 网管系

统及控制系统(NMC)兼容。所有功能都通过 HTML 接口联通 ROSA 控制系统。 

前端系统 
数字内容管理器(DCM)  
Model D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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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特点 
 
接口  

 最高 40 路 ASI 接口(每块 ASI I/O 卡 10 个 ASI 接口) 
-支持 SPTS 与 MPTS 模式  
-每个端口可由用户指定输入或输出 
-每个 ASI 端口最高支持 213Mbps 
-接头类型:BNC 

 最高 16 个 GbE 端口(每块 GbE I/O 卡 4 个 GbE 接口,可配置为 2+2) 
-支持 SPTS 与 MPTS 模式  
-支持单播与多播  
-支持协议:802.3,Ethernet,RTP,UDP,IP,ARP,ICMP,IGMPv2/v3 
-接头类型:SFP 接头 

 
再复用 

 在每个端口 PID 过滤/重映射 
 PID 跟踪 
 再复用节目 
 内容路由（任何输入至任何输出） 

 
增强处理 

 码率变换单 SD 与 HD 节目(再压缩至更低码率) 
-VBR 至 VBR  
-VBR 至 CBR（Clamped VBR） 
-CBR 至 CBR 

 开环统计再复用标清与高清节目 
-设置统计复用组，码率变换至所需要的码率 
-支持用户自定义节目级别 

 在 SD 和 HD 节目中插入数字内容 
-基于 SCTE35 和 SCTE30 标准的广告插入 
-基于 SCTE35 触发和人工操作的节目切换 

 SD 和 HD 节目的 DVB 同密加扰 
 通过软件许可对每个节目流配置增强处理能力 

 
监视 

 在每个端口错误监测 
 输入与输出比特率测量 
 图形化比特率查看器显示压缩组的比特率 

 
备份 

 1:1 设备备份 
 1:1 GbE 端口备份 
 节目输入备份 

 
系统 

 10Gbps 内部处理能力，8Gbps I/O 能力 
 用户热插拔风扇与电源 
 备份负载共享电源，支持 AC 与 DC 
 配置设置存放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可转移至冷备份设备) 

 
管理 

 SNMP Traps 
 ROSA 管理 
 通过 Web 界面控制 
 以太网接口与管理与 Web 界面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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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 0ºC 到+50ºC 
储藏温度 -40ºC 到+70ºC 
湿度 5%-95%不冷凝 
海拔 -61-3048m 
电源指标 
电源功耗(满负荷) 250W 
输入电压  
AC 

标准 
标准服务电源范围 
频率 

 
100-240V AC 
90- 254V AC  
47-63Hz AC 

DC -48 ~ -60V DC 
 

机械指标 
高 
宽 
深 
重量 
制冷 

2RU 
19in/483mm 
21.8in/554mm 
12.8 公斤 
前后，强制冷风，可叠放 

 
ASI 卡 
每块卡 ASI 端口数目 10 个，可自由设定为输入或输出 
接插件 BNC 型 
输入阻抗 75Ohm 
接口型式 ASI(按 EN50083-9) 
数据包格式 188/204 字节数据包自动检测 
比特率 0.1-213Mbps 
算法 SPTS 或 MPTS(按 ISO/IEC13818) 

 
GbE 卡  
每块卡 GbE 端口数量 4 GbE 端口，2+2(可设置备份) 
接插件 光/电 SFP（1） 
接口类型 GbE 依据  IEEE 802.3ab(电 )或 IEEE 

802.3z(光) 
支持 IEEE 802.Q VLAN Tagging 

协议 MPEG over IP/UDP and IP/UDP/RTP 
最大处理 每块卡 2G 输入和 2G 输出 
句法 SPTS 或 MPTS(按 ISO/IEC13818) 

（1）SFP 模块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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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续） 
 

Co-Processing 卡  
视频格式 MP@ML(标清) MP@HL(高清) 
音频格式 MPEG-1 LayerII 与 Dolby AC-3 
码率变换(MPEG2) 每块卡最高 420 PAL/350 NTSC 标清

流 85 高清流 
DVB 同密加扰 每块卡支持 500 SD 流 
最大处理 2Gbps  

 
条件接入 
加扰算法 DVB 通用加扰算法 

加扰等级与模式 
支持服务/节目等级的加扰，支持分量级

加扰 
支持 MPTS 和 SPTS 加扰 

CA 系统接插件 1 
连接器类型 RJ－45 
接口类型 以太网 10/100/100BT 
同密 同密 版本 3 

 
 

管理与监控 
接插件数目 2 
接插件型式 RJ-45 
接口型式 10/100&10/100/1000BT 
协议 HTTP,SNMP,IIOP 
用户接口 内置 HTML 接口 

 
传输流的处理 
PID 节目选取/重新映射的功能 
内置 PSI 浏览器 
动态 PSI 再生，支持先进的描述符处理 
进入的服务项目比特率测量 
误差监测 

 

数字内容管理器（DCM）D9900 后面板 
（AC 和 DC 电源，2 个 GbE 卡和 2 个 ASI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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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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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续） 
 
 
 
 
 
 
 
 
 
 
 
 
 
 
 
 
 
 
 
 
 
 
 
 
 
 
 
 

 
 
 

 
 

 

科学亚特兰大（Scientific-Atlanta）是科学亚特兰大公司的注册商标。 

ROSA 是科学亚特兰大欧洲公司的商标。 

IntelliRate 是科学亚特兰大丹麦公司的商标。 

产品的性能参数及供货情况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说明书以英文版为准，中文版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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