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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DM5676 是针对海洋渔业而推出的数字化渔业高清无线图像、数据传输解决

方案，该系统不依赖传统的公共互联网络，专门针对网络无法覆盖的行业而打造出

来的一款高性能图像、数据传输系统。  

下图是 DM5676 系统框图，远端的发射机通过采集视频信号和传感器数据，

通过发射端天线将信号传送给接收机，接收机收到信号之后，将视频信号显示到

NVR 显示器上，实现远程高清实时监控。 

...
网络录像机NVR

...

DM5676接收机

DM5676摄像机

<50公里(单级)
<200公里(四级中继)

 

DM5676 结构框架 

DM5676 使用无线射频技术，不仅可以远程进行实时视频监控，还可以将渔

场养殖所需的一些关键参数，诸如温度、盐度等数据进行回传，进行科学养殖。

DM5676 支持多种监控方式，除了在接收端直接观看之外，还可以通过联网使用

手机等工具进行远程观看，支持云台实时操控，随时随地检查养殖场作业情况。 

远程的数据获取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完全不需人为干扰即可获得实时的

水体数据，并及时做出决策。省去了传统的人工数据带来的成本和繁琐的流程，使

得数据采集更加高效、便捷。为实现海水养殖物联网智能管控和信息化系统建设提

供技术支撑。 

DM5676 由发射机端、接收机端以及 NVR 组成，下面为实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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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5676 发射机                                  DM5676 温度传感器 

    

DM5676 接收机                             带有 POE 功能的 NVR 录像机 

2. 技术参数 

 音视频 

 视频质量：最高支持 1920x1080p@30fps 全高清，向下兼容 

 编解码器：H.264/H.265 技术标准可选 

 支持独立 MIC 音频接入 

 传输 

 COFDM 调制解调 

 音视频链路空中传输标准 TS 流 

 链路时延：350ms 

 发射天线：60cm 玻璃钢全向天线，可根据实际选择 

 接收天线：2 根 60cm 玻璃钢全向天线，可根据实际选择 

 频率：图传 520MHz，1434MHz，数传 433MHz，868MHz 

 带宽：图传 5MHz～8MHz，数传 60KHz～500KHz 

 接收灵敏度：图传-98dBm/5MHz，数传-148dBm/62.5KHz 

 数据安全：AES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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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距离：通视距离 40km（30dBm 发射功率） 

 物理接口 

 视频输入：AHD 输入接口 

 视频输出：POE 网口或手机 APP（云端） 

 电源：12V DC 直流电源 

 物理特性 

 发射机尺寸：235mm x 150mm x 75mm 

 接收机尺寸：250mm x250mm x 100mm 

 功耗：视频发射 1A@12V，视频接收 0.5A@12V 

数据发射发射 250mA@12V，数据接收 8mA@12V 

 工作温度：-30℃～75℃ 

 重量：发射机 1424g，接收机 2750g 

3. 发射信号频谱图 

    

1434MHz 发射信号频谱图 

4. DM5676 测试方案 

1) 目的 

本测试方案主要针对 DM5676，测试目标是获取 DM5676 信号传输距离是

否符合实际应用需求。其次是 DM5676 各项功能工作是否正常。通过测试，可以

提供系统整体的功能和性能的测试结果。主要测试的功能有：视频数据传输，传感

器数据和控制数据传输，设备整体稳定性。 

2) 测试人员： 

两人以上。 

3) 总体概要： 

1）选取测试点。发射站与接收站的高度差越大越好，满足视距条件下发射与

接收站点之间以无障碍物为宜。 

mailto:视频接收0.5A@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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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站

接收站

地表面

视距

 

最佳环境方案 

2）电磁环境测试。开始测试前使用扫频仪扫描测试点的电磁干扰情况，看是

否有强信号干扰？并进行记录，如下图即存在 1434MHz 附近的较强电磁信号。

电磁干扰会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电磁环境测量 

3）选择接收地点视野较好的位置，产品操作手册，逐步连接各个部件，安装

好接收设备。安装时，尽量保证两根接收天线之间的距离超过 1m 为宜，且两根接

收天线的连线垂直于发射天线和两根接收天线连线中点的直线为宜，避免三根天

线处于同一直线，否则会严重影响信号接收效果。 

理想的天线安装形态如下图所示： 

发射天线

接收天线1

接收天线2
距离>2m

 

天线理想安装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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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发射点

接收天线1 接收天线2

 

天线理想安装形态 

天线安装尽量避免出现以下情况： 

发射天线

接收天线1 接收天线2

发射天线

接收天线1

接收天线2

 

天线不良安装形态 

4) 传输距离要素 

（1）传输距离。发射、接收双方均开启设备，测试有无接收到信号。一般情

况下，无线传输距离理论计算如下： 

Pr(dBm) = Pt(dBm)-Ct(dB)+Gt(dB)-FL(dB)+Gr(dB)-Cr(dB) 

其中，Pr 代表接收端灵敏度，Pt 代表发射端发射功率，Ct 代表发射端接头和

线缆损耗，Gt 代表发射端天线增益，FL 代表自由空间损耗，Gr 代表接收端天线增

益，Cr 代表接收端接头和线缆损耗。 

FL(dB) = 20lgR(km)+20lgf(MHz)+32.44+A_los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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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t=30dBm（1W 发射功率），Ct=0.5dB 损耗，Gt=8dBi 增益，Gr=14dBi

增益，Cr=2dB 损耗，Pr=-98dBm 为例，则 FL=148dB。 

假定大气损耗为 A_loss=20dB，以 f=1434MHz 频率为例，则理论传输距离

在 R=50km 左右。 

（2）影响传输距离的几大因素： 

（a） 地理环境 

通信环境的地理开阔性，信号每损失 6dB，距离减少一半。 

（b） 电磁环境 

通信环境自身的底噪，地球本身是个磁场，环境中的高压电网、开关电源、电

子设备、生产工厂等辐射的电磁信号。例如，一个人在安静的会议室和在吵杂的火

车站，分别在同一分贝强度下讲话，听众的感受是不同的。 

    （c）气候条件 

空气潮湿，雨雪、大雾、霾等天气相比干燥晴朗的天气传输距离会有所减小。 

（d）发射功率 

    一般来讲发射功率越大，传输距离越远，但受限于发射、接收两端天线的有效

高度。 

（e）接收灵敏度 

影响传输距离的主要因素，灵敏度越高，传输距离越远。 

（f）系统抗干扰能力 

（g）天线安装方式、天线的类型、天线的增益 

天线安装以开阔、无遮挡为宜，遵循以上陈述，高增益的定向天线比全向天线

传输距离远，但具有方向性。天线增益越高，距离越远，但天线尺寸也会变大。 

（h）发射、接收两端天线的有效高度 

两端的高度差越大（以海拔较低的一端为参考），距离越远。无线传输时，由

于地球曲率影响，理想情况下，通视距离与发射和接收天线的高度有关，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R(km)＝3.5x( H (m)) 

其中：R:是发射点到接收点的通视距离，H:发射天线相对接收天线的高度。 

（i）设备之间的相互屏蔽性 

（j）转接头和天线馈线的损耗 

 此外，应提前查看天气情况，选择利于测试的天气进行实地测试，以获取最好

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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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距离测试 

时间 2017-9-22 

地点 深圳湾 

测试人员 Owen Nelson  

测试设备 

发射：图传（1434MHz/100mw 的 PA） +数传（433MHz） 

接收：图传（1434MHz）+ 数传（433MHz） 

1） 图传发射天线：吸盘天线、60cm 玻璃钢天线 

图传接收天线：吸盘天线、60cm 玻璃钢天线 

数传：吸盘天线，胶棒天线 

测试环境 

天气 晴天间多云 海拔 地对地，公园环境 

发射机 定点发射 

接收机 多地定点接收 

 

1) 发射端  

            

发射端                                      球机 

2) 发射端天线 

                               

胶棒天线                      吸盘天线                    玻璃钢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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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收端 

 

接收端设备 

4) 接收天线 

同发射天线。 

5) 测试环境 

 

测试路线 

接收端架于图中起点处，分别在图中 1.7km/2.3km/3.5km 处发射。 

6) 测试详情及结论 

距离 图传 TX 图传 RX 数传 TX 数传 RX 结论 

1.7km 吸盘 玻璃钢×2 吸盘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1.7km 吸盘 吸盘×2 吸盘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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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km 玻璃钢 玻璃钢×2 胶棒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1.7km 玻璃钢 吸盘×2 胶棒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1.7km 吸盘 玻璃钢+吸盘 胶棒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1.7km 吸盘 玻璃钢×2 吸盘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1.7km 吸盘 吸盘×2 吸盘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1.7km 玻璃钢 吸盘×2 吸盘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1.7km 吸盘 玻璃钢×2 胶棒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1.7km 吸盘 吸盘×2 胶棒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1.7km 玻璃钢 玻璃钢×2 胶棒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2.3km 吸盘 玻璃钢×1 吸盘 吸盘 图像正常,偶有花屏； 

数传正常 

2.3km 吸盘 吸盘×2 吸盘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2.3km 吸盘 玻璃钢+吸盘 吸盘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2.3km 吸盘 玻璃钢×2 吸盘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2.3km 吸盘 吸盘×2 吸盘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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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km 玻璃钢 吸盘×2 吸盘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2.3km 吸盘 玻璃钢×2 胶棒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2.3km 吸盘 吸盘×2 胶棒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2.3km 吸盘 玻璃钢+吸盘 胶棒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2.3km 吸盘 玻璃钢×2 胶棒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偶尔丢包 

2.3km 吸盘 吸盘×2 胶棒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偶尔丢包 

2.3km 吸盘 玻璃钢+吸盘 胶棒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偶尔丢包 

3.5km 吸盘 玻璃钢×1 吸盘 吸盘 图像正常,偶有花屏； 

数传正常 

3.5km 吸盘 吸盘×2 吸盘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3.5km 吸盘 玻璃钢+吸盘 吸盘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3.5km 吸盘 玻璃钢×2 吸盘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3.5km 吸盘 吸盘×2 吸盘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3.5km 玻璃钢 吸盘×2 吸盘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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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m 吸盘 玻璃钢×2 胶棒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3.5km 吸盘 吸盘×2 胶棒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3.5km 吸盘 玻璃钢+吸盘 胶棒 吸盘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3.5km 吸盘 玻璃钢×2 胶棒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偶尔丢包 

3.5km 吸盘 吸盘×2 胶棒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s

少量丢包 

3.5km 吸盘 玻璃钢+吸盘 胶棒 胶棒 图像正常；数传正常，

少量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