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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名称 电台国家 电台类别 语言类型
CNN Radio AM 950 阿根廷 新闻 西班牙语
Fox Sports Channel 澳大利亚 体育台 英语
ABC News Australia 澳大利亚 新闻综合 英语
EuroNews Australia 澳大利亚 新闻综合 英语

DW English 德国 新闻综合 英语
DW Deutsch 德国 新闻综合 德语

DW Espal 德国 新闻综合 西班牙语
DW Arabic 德国 新闻综合 阿拉伯语
News 24 德国 新闻综合 德语

Известия Онлайн 俄罗斯 新闻综合 俄语
TV kpacha 俄罗斯 新闻综合 俄语

Astrakhan 24 俄罗斯 新闻综合 俄语
RBC TV 俄罗斯 新闻综合 俄语

Россия 1 俄罗斯 新闻综合 俄语
Россия 24 俄罗斯 新闻综合 俄语

RT UK 俄罗斯 新闻综合 英语
Ростов-папа 俄罗斯 新闻综合 俄语

RT Documentary 俄罗斯 纪实频道 英语
France24 (FRA) Live 法国 新闻综合 法语
France24 (AR) Live 法国 新闻综合 阿拉伯语
France24 (EN) Live 法国 新闻综合 英语
France24 (ESP) Live 法国 新闻综合 西班牙语

BFM Paris TV 法国 财经台 法语
BFM Grand Littoral 法国 财经台 法语

BFM Lyon 法国 财经台 法语
BFM Grand Littoral 法国 财经台 法语

RFI China (法广) 法国 新闻 华语
Francophonie 24 法国 综合 法语

TV7 芬兰 综合 芬兰语
TV7 Nebesa 芬兰 综合 俄语

加拿大财经一号台 TV 加拿大 财经台 华语
ICI RBI 加拿大 新闻综合 法语

ICI Montreal 加拿大 新闻综合 法语
Aljazeera Eng HD 卡塔尔 新闻综合 英语

Aljazeera Arabic TV 卡塔尔 新闻综合 阿拉伯语
VOA TV 美国 新闻综合 华语

VOA - Chinese 美国 新闻综合 华语
CNN US TV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CBSN HD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CBTV 17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DC Council Channel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Newsmax TV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 粤语 美国 新闻综合 粤语
Global News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One America News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NBC LX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Fox News Now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Yahoo! Finance 美国 财经台 英语
CBSN Pittsburgh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Fox 15 West Texas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Fox 23 Tulsa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Fox 54 Huntsville 美国 新闻综合 英语
IGN TV 美国 动漫游戏 英语

Lego Channel 美国 动漫游戏 英语
AFV Family 美国 喜剧频道 英语

Local Now Comedy 美国 喜剧频道 英语
Bloomberg TV+ 美国 财经台 英语
CBSN Live Event 美国 财经台 英语

Fox Weather 美国 财经台 英语
CNN International 美国 财经台 英语

CNBC Radio 美国 财经台 英语
BloombergTV Radio 美国 财经台 英语

PBS Kids Alaska 美国 教育频道 英语
PBS Kids Eastern/Central 美国 教育频道 英语

PBS Kids Hawaii 美国 教育频道 英语
PBS Kids Pacific 美国 教育频道 英语

PBS America 美国 教育频道 英语
NBA TV 美国 体育频道 粤语
Thrill TV 美国 电影电视剧 粤语

MSNBC Radio 美国 新闻 英语
AP 美国 新闻 英语

ESPN Radio 美国 体育频道 英语
QVC Japan 日本 购物频道 日语

NHK World Japan 日本 新闻综合 英语
NHK FM 放送 日本 新闻 日语

NHK R1 日本 新闻 日语
NHK R2 日本 新闻 日语

NTV 24 TV 日本 新闻综合 日语
NHK 华语世界 日本 新闻综合 华语

Metal TV 日本 综合 日语
Tokyo MX2 日本 综合 日语
CNN Turk 土耳其 综合 土耳其语

Channel Asia 新加坡 新闻综合 华语
Radio 51 TV 意大利 流行乐 意大利语

ABP Ananda TV 印度 新闻综合 印地语
CNBC 18 TV 印度 财经台 英语
CNBC Awaaz 印度 财经台 印地语
CNBC Bajar 印度 财经台 印地语



CNN Indonesia 印尼 新闻综合 英语
CNBC Indonesia 印尼 财经台 英语

Sky News England 英国 新闻综合 英语
BBC World News 英国 新闻综合 英语

澳门莲花 中国 电影电视剧 华语
CGTN 中国 新闻综合 英语

湖南卫视 中国 综合 华语
中广音乐网 中国 流行乐 华语
中广流行网 中国 流行乐 华语
中广新闻网 中国 新闻 华语

台湾大千电台 - FM99.1 中国 综合 华语
News98 新闻台 中国 新闻 华语

飞碟广播网 中国 流行乐 华语
香港商业电台雷霆881 中国 综合 粤语
香港商业电台叱咤903 中国 综合 粤语

香港商业电台英语广播864 中国 综合 粤语
良友电台 中国 佛教 华语

凤凰卫视资讯台 HD 中国 新闻综合 华语
凤凰卫视中文台 HD 中国 新闻综合 华语
凤凰卫视香港台 HD 中国 新闻综合 华语

翡翠台(华语) 中国 综合 华语
翡翠台(粤语) 中国 综合 粤语
香港 ViuTV 中国 综合 粤语
香港31台 中国 综合 华语
香港32台 中国 综合 华语

香港开电视 中国 综合 华语
香港无线新闻台 中国 新闻综合 粤语

香港明珠台 中国 综合 英语
香港无线财经资讯台 中国 财经台 粤语

台湾民视电视台 中国 综合 华语
台湾台视电视台 中国 综合 华语
台湾华视电视台 中国 综合 华语
台湾TVBS新闻台 中国 综合 华语
台湾TVBS欢乐台 中国 综合 华语

台湾东森财经电视台 中国 财经台 华语
Discovery 探索频道 中国 教育频道 华语

国家地理频道 中国 教育频道 华语
Channel V 中国 流行乐 华语
星空卫视 中国 电影电视剧 华语

台北Pop Radio联播网 中国 流行乐 华语
台北联播网 HitFM 中国 流行乐 华语
M-Radio全国广播 中国 流行乐 华语

台中广播 - FM100.7 中国 流行乐 华语
香港国际财经台 中国 财经台 英语

Thrill 中国 电影电视剧 华语
TVB经典台 中国 电影电视剧 粤语



中广 I go 531 中国 流行乐 华语
香港新城财经台 中国 财经台 粤语
香港新城采讯台 中国 财经台 英语

TVB功夫台 中国 电影电视剧 粤语
HBO 中国 电影电视剧 粤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