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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如今成了很多人的困扰。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公
认的三项健康指标。 对于饮食和运动，大家的健康意识比较高，也知道应该怎么
做。 相较而言，睡眠却常常被人忽视。 很多人只把睡眠简单地视作一种休息，而
不是对身心健康的调整。 在对睡眠的认识上存在误区，对良好睡眠质量的追求
不得要领。
如何科学地睡觉，如何睡得更好？ 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睡眠可以维持大脑功能的正常运转， 有助于
学习记忆、情绪调节等，保证身心健康。 不要觉得
累了才睡觉，睡眠使我们的健康能更好的调整。

睡眠问题越来越普遍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下精神压力增加， 睡眠障
碍发生率也在升高。相关数据显示，每 3 人中就有
1 人存在睡眠问题，若根据临床诊断标准，全球睡
眠障碍的发生率为 9%～15%。
常见的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障碍，指各种原因
引起的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或频度过短、早醒及睡
眠时间不足或质量差等，会导致免疫功能减退、易
激惹、冲动性增加、物质滥用的风险升高；睡眠呼
吸障碍， 主要临床表现为夜间睡眠打鼾伴呼吸暂
停和白天嗜睡，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生风险；异态睡眠，指出现在特定的睡眠
时期或睡眠觉醒转换阶段的异常事件， 包括快速
眼动睡眠行为障碍、梦游症、夜惊症、梦语症、梦
魇、磨牙症等；周期性肢体运动，指睡眠中发生的
周期性腿动，但也可能发生于上肢，睡眠中反复、
频繁的周期性肢体运动导致的自主神经激活会引
起心血管系统的异常；不宁腿综合征，是在安静状
态下有动腿的强烈愿望，伴随腿部不适感，且多发
随着车辆的普及，车载电台收听率越来越
高， 电台发射站的覆盖需求相应越来越大，作
为事业单位，人财物有限，既要解决广播电台
覆盖率的提升问题，又要节约人手，缩减开支，
只能采用无人值守发射站技术，但是，无人值
守机房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正常播出
的问题，二是安全问题，即邪教等组织插播安
全问题，三是播出情况远程监控调试问题。
一、项目简介
达州属于山区地带， 唯一的一个铁山转播
台的发射信号覆盖范围不能满足相关要求，因
此，我台决定实行无人值守发射站方式，对达州
实行广播信号全覆盖， 目前我台在各县并无相
关铁塔、电力、光缆等资源，因此，我台决定借用
铁塔公司的铁塔、电力等资源，进行台站建设。
二、信号传输
1、台站选址，结合现有发射站点的覆盖范
围以及山区地形对信号的遮蔽影响，我们和铁
塔公司员工根据覆盖特点共同确定站点位置，
对于站点位置的选择， 必须保证满足电力、空
调、机房、光缆路由、广电网络、视野开阔几大
要素。 因此，在这个要素的基础之上，我们选出
了一批相对适合的铁塔进行筛选，并最终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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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也是睡出来的

生于傍晚或入睡前。
此外，还有发作性睡病，以日间难以抗拒的睡
眠发作、猝倒、睡眠瘫痪及睡眠幻觉为主要特征；
“
鬼压床”，是指睡觉时突然恢复了知
睡瘫症，俗称
觉但是身体却不能动弹；睡眠时相延迟症，是指在
昼夜周期中，睡眠时间后移，但睡眠质量和时间均
无明显异常。

睡眠障碍
是痴呆发生的危险因素
睡眠可增强机体免疫力， 睡眠紊乱会导致炎
症因子的释放，严重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睡
眠时大脑的细胞外间隙增加 60%， 促进大脑清理
毒素。睡眠不足会使人提前衰老，使器官提前进入
衰老阶段，出现皮肤松弛、脱发、白发等表现。
睡眠障碍和痴呆（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人中
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睡眠障碍是痴呆
发生的危险因素。不过，不同类型的睡眠障碍在不
同种类的痴呆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一
致。睡眠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危险因素，但
对血管性痴呆的发生无显著影响； 睡眠呼吸障碍
可同时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发生。
因此，老年人如果出现睡眠障碍，要尽早干预和治

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实现规律作息。无论前一晚睡了多久，尽可能
在基本固定的时间起床，不要赖床或睡回笼觉，周
末也不要相差过大。 只需睡到第二天能恢复精力
即可。 白天可以休息，但不要躺下或打瞌睡。
建立卧室、床与睡眠的强有力联系。不要躺在
床上看电视、玩手机。只有感到明显困倦后才上床
休息；如果睡不着就起来，做一些其他事情。
避免就寝前的过度刺激。 试图躺下入睡至少
一小时之前，停止活跃的脑力活动。考虑学习一套
放松方法，晚上躺下入睡前加以练习。
下午三点以后避免摄入酒精以及含咖啡因的
饮品。
避免就寝时过饱， 晚餐后 2 至 3 小时再试图
睡觉。 如果可以，睡前避免进食零食和含糖饮料，
否则会明显延长入睡时间以及导致夜间频繁醒
来。
尝试每天锻炼一下，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睡眠。
如果你累了，就稍微锻炼一会儿，尽力即可。 但尽
量不要在晚上进行大强度的运动， 避免机体的兴
奋使得入睡困难。
（新华）

无线发射站无人值守数字音频技术
■ 达州市电视转播台 潘忠
来这一批铁塔的位置。
2、信号传输问题部分，电台音频信号经过电
台播出设备送出 ASI 信号，于广电网络公司传输
网进行编码、调制后传输，也就是说，凡是广电传
输网能到达的地方，电台信号都可以从该网络里
面获取，我们选的站点附近都有广电网络的信号
存在，因此，我们找网络公司从他们的光站布放
一两公里的光缆进入铁塔机房， 通过光接收机
输出网络公司射频信号， 使用解码器将电台数
字 AES 音频信号解码出来，保障信号的传输。
三、安全发射
根据覆盖区域的大小和地形，我们选择使
用 500W 和 1000W 的调频发射机， 我们选择的
调频发射机必须支持 AES 数字音频信号，同时
屏蔽模拟音频信号的输入，解码器输出的 AES
信号，经过发射机可以直接发射，一般来说，目
前市面上的发射机和解码器的音频传输格式
基本上是模拟音频，AES 的解码器非常罕见，
选择使用 AES 音频信号的目的就是防止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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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插播，起到很大的安全防护作用。
四、远程监控、调试
无人值守发射站地处偏远，如果没有相应
的监控机制，是否正常运行不得而知，发生故
障长时间不知情，无法处理，将会严重影响信
号覆盖的效果，我们计划使用带音频拾取的监
控摄像头，在发射站布设收音头，将收音头输
出的电台信号，输入到监控摄像头，使用网络
公司的 IP 网络通道， 通过网络公司的光缆将
IP 监控摄像头的音视频信号回传到我们的值
班监控机房，同时，摄像头对准所有设备运行
面板，同步监控设备信号指示灯，当然，也可以
布设其他摄像头作为环境监控， 防止人为破
坏。 设备的管理网口也接入 IP 网络进行回传，
方便我们远程配置、调试设备的运行状态。
以上监控处理流程如下：
收音头收到发射机的信号后，将音频输出
到摄像头， 摄像头回传音视频到播出机房，音
频信号进入监控软件，用音柱方式表示声音的

大小和状态，同时可以选择某一路音柱来监听
声音的内容，当其中一路音柱丢失，我们会立
马判断该发射站运行异常，通过监控摄像头远
程查看设备运行的信号指示灯， 找到故障设
备，通过远程登录，对故障设备进行远程配置、
调试，直到该设备恢复正常。
五、节能
电台的日常播出时段是 7:00-24:00，其中
有七个小时属于空闲时段，如果不关机，将会
白白消耗电量，因此，为了节约，我们在电源总
开关接入定时继电器， 设定这个时间段开路，
当电台空闲后，继电器处于断路状态，所有发
射设备关机，极大地避免了能源消耗。
总结：当然，无线发射不可避免存在同频
干扰问题，我们地处山区，很多山区和县城是
其他发射站的盲区，因此我们因地制宜，在盲
区进行建站发射， 基本可以避免同频干扰问
题，以上方案仅仅适合山区地形，平原地带就
只能建设同频站了。
建成一年多，达州电台覆盖区域从两个县
增加到了所有县市区， 电台收听率极大飙升，
群众反映效果非常好， 当地党委政府高度赞
扬，解决了多年来的电台收听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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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以防止痴呆等更为严重后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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