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SB 电视接收棒是指 USB 接口的能接收广播电视节目的

小型装置，因其体积小巧，又有人称之为高清手指。一般而言，在

地面有线卫星三大接收方式中，只有地面的才做成 USB 接收棒

形式，而卫星和有线接收，都做成内置的接收卡，虽然也有 USB
插口的，但大都体积较大，我们称之为接收盒。随着芯片的高度

集成化，USB 接收棒的体积也进一步缩小，使其携带更加方便，

尤其是 RTL2832U为主芯片的手指更受欢迎，因为它不仅可以

接收高清电视节目，而且可以接收 DAB 和 FM 广播节目，所谓

的多合一接收，更因为它具有 SDR 软件定义的无线电功能，因

此是目前最热的电视接收棒。

RTL2832U 是台湾 Realtek（瑞昱）公司的产品，是 DVB-T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解调器 PC-TV 解决方案，支持数字广播

（DAB+）及 FM，也支持日本 ISDB-T 和国标 DMB-TH 格式，可

以说是一款几乎全兼容的地面接收芯片。除具有 USB2.0 接口

外，并内建 1.2V 切换式电压调整器，可开发出最低成本内建笔

记型计算机数字电视卡以及外接数字电视棒。

广播电视篇

本文分两篇，上篇我们重点介绍 RTL2832U 芯片电视棒的

广播电视接收功能。此芯片的电视棒分为两类，一类为五合一类

型，可接收 DMB-TH / DVB-T / DAB / DAB+ / FM 五种广播和

电视制式，这方面的典型是 MyGica TD312；另一类是四合一

型，可接收除 DMB-TH外的四种广播电视节目，这类价格便宜，

多做出口，因为国内 DVB-T 已被国标 DMB-TH 所取代，收不

到 DVB-T 的电视节目。

TD312 所用的应用软件是 Multi Viewer，软件首次启动时

会让我们选择 DVB-T 还是 DMB-TH，国内使用当然是选择

DMB-TH。这款软件的功能还是非

常全面的，可以有 EPG 显示，定时

录像，即时截图，即时录像，可以单

独录一个频道，也可以录整个 TS
流，即一个频率中有几个频道都可

以同时录制下来，正常接收国标地

面电视的状态如图 1 所示。

Multi Viewer 软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画中画，同频点中有几

个节目，就可以同屏观看几个节目，画中画的小画面可大可小、

位置自由移动，画面内容可以相

同，也可以不同。D.Radio 是针对

五合一接收棒中的广播节目的接

收软件，支持 DAB、DAB+和 FM
广播节目，正常接收广播的状态

如图 2所示。

D.Radio 接收 FM 很容易，但接收 DAB/DAB+数字广播节

目时，要注意选择相应的国家与地区制式，软件内置了 13 个国

家及地区，实际上已包括了全球各地的制式，这也是五合一 USB
接收棒通吃全球广播节目的原因。只有选择最后一项 UK 欧洲

标准，就可以顺利地收下香港的 DAB+电台节目。

上面接收广播电视节目分别用到了两款不同的软件，其实

TotalMedia软件可以做到同时接收。软件界面共由电视、图片、

广播、视频和设置五个部分组成。

图 3 是接收地面高清电视的界

面，这个软件功能也很齐全，繁简

体中文信息均正常显示，利用

EPG 设置定时录像功能等等，录

像格式为常见的 MPG 文件。

收听广播节目时要切换到广播模式，分成 DAB 和 FM 两个

波段，需要注意的是接收 DAB 数字广播时，一定要选对地区，否

则会收不到节目，而这个地区选择并不在广播中，而是在电视设

置中，选择香港或其它欧洲地区均

可，收听广播的界面如图 4 所示。

节目名称可以自己修改，也可以将

广播录制成 WMA 文件，目前香港

的 DAB+数字广播共有 17 套节

目。由于接收棒采用的 BDA 框架

的驱动，所以很多第三方软件都可以应用，如 ProgDVB、ALTD原
VB、CyberLink.PowerCinema、MyTheatre、DVBDream、DVB原
Viewer 等应用软件，都可以应用在这款电视棒上。其实 Win原
dows 7 操作系统自带的 Windws Media Center（WMC）也可以

很好的应用，而且支持香港 TVB 节目中所特有的 MHEG-5 互

动功能。最新版的 Blazevideo hdtv player 软件增加了对 DAB
广播节目的支持，将五合一的功能充分发挥了出来。

出口型的四合一，在国内 DVB-T 根本收不到节目，所以只

能接收 DAB/FM 广播节目，有点大材小用，好在价格也便宜很

多，接收 DAB+数码广播是个不错的选择。它采用的应有软件是

Presto! PVR（力新），也是中文界面，电视广播二合一的，我们

这里只用到它的广播接收功能。

正常播放香港 DAB+数码电台节目的界面如图 5，与 FM 接

收画面基本类似，DAB 界面多了信号显

示，而且是三段彩色的，少了硬件名称的显

示。当进行音量调节时，音量大小也会显示

在界面中。这款 USB 接收棒的接收灵敏度

很高，即使不插天线，在同一地点也可以接

收数码广播信号。

其实 DAB 数码广播不仅仅是数字音

频广播，而且还有动态的文字信息传送，同时还有彩色幻灯片显

示，但以上两款接收棒都不能全面接收声音、文字和图片，而

ProRadio 1000则可以很好地接收。

MagicRadio 是 ProRadio 1000 广

播专用软件，也有信号强度和节目名称显

示，接收窗口下面是 DAB+数码广播节目

附带传送的彩色幻灯片（图 6），这些图片

是 320伊240 分辨率的，图片的内容涉及

方方面面，有生活、旅游、电玩、赛马、娱乐

等资讯，也有许多单纯的广告图片。如果

电台还发送了文字信息，则在图片下面也会滚动显示出来。

MagicRadio 功能相对专业，可以查看节目属性并进行频道

编辑，也可以将频道表导出，当然也就可以导入，这个功能还是

很有用的。FM 接收部分也不错，两个波段的切换可以直接点击

相应的按钮即可。还可以定时录音呢，录音格式可以是 WMA，也
可以是 WAV 格式，是接收香港 DAB+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

SDR应用篇

上篇我们说到了以 RTL2832U为芯片的电视棒，接收地面

高清电视节目，以及接收 FM/DAB 数字广播节目的情况，确实是

一款非常方便的接收装置，台式机和笔记本都可以正常使用。这

种 RTL2832U 芯片的高清手指大受欢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

是具有 SDR 功能！软件定义的无线电 (Software Defined Ra原
dio，SDR) 是一种无线电广播通信技术，它基于软件定义的无线

通信协议而非通过硬连线实现。换言之，频带、空中接口协议和

功能可通过软件下载和更新来升级，而完全不用更换硬件。

简单地说，就是 RTL2832U芯片的电视棒，无需改动任何硬

件，而通过重新安装相应的驱动与软件，就可以实现诸如收听

FM 调频广播，而不是仅局限于民用的广播波段，如航空波段等。

当做一个简易场强仪，看频谱波形等，因为它可以接收 DAB 广

播，L波段频带很宽，所以可以接受的频率是 24MHz-1766MHz
也就顺理成章了。

首先也是安装电视棒的驱动，但不是买来时光盘上的驱动，这

些驱动文件要到相应的网站上去下载，网上给出的方法很麻烦，在

安装软件中释放一些文件，其实真正有用的是 zadig软件，只要在

网上下载这个软件就可以了，至于下载地址这里不再给出，因为下

载地址可能随时失效。一般现在都用的是WIN7操作系统，zadig
也分为 XP和WIN7两个版本，注意区分，zadig_2.1.0是目前最常

用版本。当插入RTL2832U电视棒后，WIN7系统后自动安装驱动，

一定要取消安装。运行 zadig，单击 options，选择第一项 list all
devices ，在下拉列表里选择 RTL2832U电视棒，如果不选择列出

所有的驱动，这一项也是没有的。

而绿色向右箭头默认 winusb，然
后再单击下面的 instatll driver，开始

安装驱驱动，驱动安装成功后，会跳出

一个成功的提示。还可以到设备管理

器中查看，就会找到一个 RTL2832U
的设备（图 7），但应注意的是这个设

备不是在通常的 USB 设备或声音、游戏设备中出现。驱动安装

后只是完成了第一步，配合不同的软件，就可以实现不同的功

能，最简单的是收听音频广播和查看波形频谱。到网上下载 SDR
软件，SDR# V1.0.0.1331 是目前较新的版本。网上下载得到的

是一个 sdr-install 压缩包，打开后运行 install.bat，就会自动释

放并上网下载相关的软件

及插件，最后生成 sdrsharp
文件夹。运行 sdrsharp 软

件，初始界面如图 8 所示。

初次使用 SDR# 软件，

要进行必要的设置，左侧部

分是相关的设置选项，右侧

则是显示波形的界面。在左

侧第一个来源（Source）中，一定要选择 RTL-SDR/USB，在下面

的广播（Radio）方式中，如果收听调频广播，就要选择 WFM，步

长一般为 100KHz，此时点击黑三角的播放按钮，就可以在右侧

波型中看到波型形了，图中就本地的一个 FM94.2 的立体声调

频广播。

如果没有反应或报错，一般都是驱

动没有装好。改变频率有几种方式，一是

可以直接拖动右侧图中的红线，二可以

用鼠标滚轮进行，三是直接点击上面的

数字直接输入。每个波峰都是一个信号，

数值越大信号也就越强。为了更好地收

听音频广播，还有几个地方设置也很关

键（图 9）：点击齿轮按钮进入设置界面，

将 RF增益调至最高，可以有效提高灵敏度，可以收到更多电台；

带宽设置也会影响音质，一般 1.4M 最好，最大可达 3.2M 但音

质并不是最好。

右侧默认是波形图和瀑

布流，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波

形图（图 10）：中频波形和音

频波形，在左侧将相应的选项

勾选即可。IF 中频波形实际

是展宽的波形，更易观看和分

析，大小与大图实际是一样

的，如图中的 FM105.7 广播

是 35dB。由于模拟电视伴音

也是调频制式，所以也可以在 WFM 中收听到，如 781.25M 中的

本地发射的中央 4台的伴音，在其左侧一定还有一个波峰，那就

是图像波形，显然带宽要比伴音宽很多。当然不仅利用此软件能

收听 FM，也可以收听 AM 广播，不仅是收音机频率，对讲机什么

的都可以，只要选对调制方式即可。

SDR# 也可以定性分析数字信号，如各地的国标地面信号，

但由于接收棒的最大带宽仅

为 3.2M，所以不可能显示一

个带宽为 8M 的完整波形，但

仍对我们爱好者调整天线有

一定的参考作用。本地的

786MHz 转发了两套中央台

的高清节目，786MHz 频点的

带宽是 8M，即 782~790MHz
之间有一个波峰（图 11），大
小约 27dB，与实际接收机显示的差不多。

本 地 接 收 香 港 的

546MHz 老四台非常费事，

原因很简单是，是受邻频的

538MHz 大功率的模拟珠江

台干扰所到，从频谱上很容

易看到 541.25MHz 有一个

尖峰（图 12），它就是珠江台

的伴音，而一旦周二下午此

台停播检修，546MHz 信号

就变得正常，更证明是此信号干扰所致。

利用 RTL2832U 电视棒搭建 ADS-B 系统，查看飞机信息

和轨迹也挺有意思的。驱动仍然安装 Zadig 的，从网上下载

RTL1090，再下载 RelWithDebInfo，二者都是压缩包。解压后，将

RelWithDebInfo 里面的 rtl-sdr-release/x32/目录下的 rtlsdr.dll
和 libusb-1.0.dll 复制到 RTL1090 的解压

后目录中。把 RTL1090.exe 文件建立一个

快捷方式，右键单击快捷方式的属性，在目

标后面加上空格/30003。运行 rtl1090.exe，
选择 mode-s 模式，其它设置默认即可（图

13），这时你应该会看到绿色的数据出现，说

明软件正常，已接收到了相应的航空数据。

安装 VirtualRadarSetup.exe以及插件 DatabaseWriterPlu原
ginSetup.exe，再次打开 RTL1090.exe，同时运行 VirtualRadar，点
击 tools下的 plugin，只有一个插件 DatabaseWriter，点击右上角

的 options，在出现的界面中将

enable前面打勾，并点击 Create
Database，确定保存退出。退出后

重新运行 virtualradar，直接点击中

间 右 侧 http://127.0.0.1/virtual原
radar，就可以看到你捕获的飞机了（图 14）。左侧是地图，右侧是解

析当时的飞机数据，飞机是不断变换位置的，说明是正常运行的。右

侧显示的是此时的飞机的相关数据，大部分都是一些术语数据，我

们能看懂的是起落的机场信息，本例中是深圳宝安飞往上海虹桥机

场等。有时会有几架飞机同时出现在地图上，也有一些外国的飞机。

其实 SDR的功能远不止这些，更多的功能大家可以上网下载软件，

实现更多的应用。 殷深圳 王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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