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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印发 多项规定利好团标发展
2019 年 1 月 9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印发了《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通知。
规定中明确指出，制定团体标准应当以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为目标，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模式，填补标准空白。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鼓励制定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团体标准；
鼓励社会团体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推进团体标准国际化；鼓励社会团体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
声明公开其团体标准信息；鼓励社会团体之间开展团体标准化合作，共同研制或发布标准；鼓励标准化研
究机构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面向社会团体开展标准研制、标准化人员培训、标准化技术咨询等服务。
在团体标准的实施方面，对团体标准实施效果良好，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制定要求
的，团体标准发布机构可以申请转化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同时鼓励各部门、各地方在产业
政策制定、行政管理、政府采购、社会管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招投标等工作中应用团体标准；鼓励
各部门、各地方将团体标准纳入各级奖项评选范围。（转自仪器信息网）

“中国标准 2035”项目组到中国信科集团调研标准化工作
2019 年 2 月 22 日下午，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院士带领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当选主席
龚克、原国务院参事张纲、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司长于欣丽等十七名“中国标准 2035”重大战略
咨询研究项目组专家成员到中国信科集团进行标准化工作调研。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邹贤启、东湖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唐超等陪同考察；中国信科集团副总经理陈山枝、科技与信息管理部副主任李汉兵、
集团标准专家兼 ITU-T SG20 副主席桑梓勤、烽火通信公司标准经理周箴等全程陪同调研。项目组专家成
员首先参观了中国信科集团展厅，详细了解了集团在围绕“构建 5G 移动通信、光通信与光电子、大规模
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安全、智慧城市”等六大方向所做的产业布局。邬贺铨院士一行对中国
信科集团多年来在引领技术创新、助推产业发展等标准化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高度认可。
陈山枝副总经理对公司总体战略、技术优势等整体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调研组一行在听取了集团标准
工作的汇报后，就标准化促进和引领企业创新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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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 2035”项目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启动，是继“中国制造 2025”项目后针对我国标准化战略
的顶层设计和宏观问题，围绕标准化战略定位和目标、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等
开展的专题项目研究，旨在为我国标准化战略的制定实施提供科学支撑。“中国标准 2035”将首先从虚
拟现实技术、集成电路设计、智能健康养老以及 5G 关键零部件的国家标准起步，进而逐步向新兴的物联
网、光伏、信息设备等领域和行业拓展。(转自飞象网)

“移动智能终端防不良信息骚扰技术要求”等 2 项行业标准草案送审稿审查通过
2018 年 2 月，移动互联网应用与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TC11）终端工作组（WG3）召开会议，审查通
过了“移动智能终端防不良信息骚扰技术要求”和“信息终端设备声压输出限值要求和测量方法”2 项行
业标准草案送审稿。
当前，电信和互联网不良信息问题日益突出，未经用户同意或请求，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等方式
进行商业营销、恶意骚扰、甚至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现象泛滥，对广大移动智能终端用户造成了明显的骚
扰，严重侵害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威胁网络空间安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
亟待加强整治。为认真落实国务院不良信息治理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推进落实工信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工作任务部署，CCSA 特组织制定了通信行业标准“移动智能终
端防不良信息骚扰技术要求”，主要通过移动智能终端防不良信息骚扰能力进行规范，包括识别能力、提
醒能力、处置能力、防护能力分级及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等，以实现移动智能终端的防不良信息骚扰的效果。
该标准从移动智能终端角度出发，结合目前行业已有的技术基础，针对移动智能终端防不良信息骚扰问题，
制订行业统一的安全技术要求，发挥终端治理能力，作为从通信网络侧对不良信息治理的补充，为政府部
门的治理工作提供支撑，为广大用户提供防骚扰保障。
此外，另一项行业标准 YD/T 1884“信息终端设备声压输出限值要求和测量方法”于 2009 年首次发
布，并于 2013 年发布了修订版。但随着国际上针对最大声压级及声安全保护的研究工作成果不断推进，
特别是对原有声安全的一些测试方法和要求都有了调整和更新。为此，CCSA 启动了 YD/T 1884-2013 标准
的再次修订工作，主要针对通信终端设备、提供原配耳机的便携音频设备、独立提供的便携音频设备和独
立提供的耳机等不同类型的设备、使用方式和场合的声压输出限值要求，并给出了测量条件和相应的测量
方法，以及具有音频播放功能的便携通信终端设备参照便携音频设备的相应部分要求。该标准的实施将指
导信息终端设备制造商在产品设计制造中对声压限值进行要求并采取相应防护措施，从而达到保护人耳听
力的目的。(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CCSA 第十六次会员大会期间举办了技术报告会，就量子通信、网络演进、5G 及车联网、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研究领域，邀请 9 位专家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标准进展，本刊分 2 期重点介绍技术报告的主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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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 及 NFV 标准化进展
SDN的主要应用场景：云数据中心、IP承载网络、企业级广域网。
NFV的目标是通过软硬解耦实现硬件资源在多个网络系统之间的共享。
SDN和NFV标准化工作目前定义了基于SDN的网络随选系统的网络架构模型、功能模块和接口描述，
以及应用场景、制定了基于SDN的城域综合IP承载网络参考架构及网络转发面、控制面和管理面等技
术要求，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标准，涵盖了城域应用场景，以及随选网络应用场景。在NFVO领域，完
成了一系列的NFVO相关的重要行标编制，包括建立了NFV的技术要求、业务流程和整个运营系统的集
成标准体系，填补了标准的空白。NFV特设组正在开展对边缘云、意图网络等非常重要的新兴网络技
术的研究。
2019年，进一步推动NFV相关的系列行标，包括NFVO和NFVO之间接口，以及NFVO针对网络智能化
部署和策略管理相关的行标制定工作。推进SDN新一代网络架构的定义和研究，包括和人工智能相关
的研究。（报告人：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张园、王海宁）

5G 传送的国内和国际标准化进展
国内 CCSA 的标准化进展：
完成了一批标准制订工作，包括：YD/T 3402-2018 城域 N×100Gbit/s WDM 系统技术要求；城域
接入型 WDM 系统技术要求（报批稿）；灵活以太网（FlexE）链路接口技术要求；支持 25G/50G 线路
接口的城域光传送网（OTN）技术要求；切片分组网络（SPN）总体技术要求、SPN 设备技术要求；分
组增强型光传送网（OTN）设备技术要求（修订）；PTN、PeOTN、EOT 系列行标；软件定义传送网系列
行标；软件定义光网络（SDON）通用信息模型；25Gb/s 单纤双向光收发合一模块；400Gb/s 相位调制
光收发合一模块第 2 部分：1×400Gb/s；50Gb/s PAM4 调制光收发合一模块行标等。开展传送网网络
切片、N×25Gb/s 和 N×50Gb/s 光波分复用（WDM）技术及应用研究等。
ITU-T SG15的标准化进展


中国联通牵头制定的ITU-T G.698.4标准（即G.metro）正式通过，该版本规范了基于10Gb/s波长
速率WDM系统的20km应用，主要面向4G前传应用。下一版本将主要面向5G前传应用。



G.ctn5g 5G传送架构标准规范支持5G前传、中传和回传的5G传送需求、网络架构、接口、OAM、
同步和可靠性等传送功能特性。计划2019年7月完成。



G.Mtn城域传送网接口标准规范，采用50GE/100GE/200GE/400GE可插拔以太网光模块，支持5G前
传和回传网络。计划2020年完成。



G.sup.5gotn增补文件研究OTN在5G传送中的应用。计划2019年7月完成。



G.709.25-50标准建议定义新的25G和50G OTN帧格式、映射和复用方式等内容，主要用于城域网，
包括承载5G、专线等业务。计划2020年完成。（报告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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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A 终端 OTA 研究进展
在研项目：CCSA正在开展行业标准YD/T 1484系列中的《无线终端空间射频辐射功率和接收机性能测量
方法 第9部分：5G NR无线终端(Sub-6GHz)》，计划2019年6月完成第一版本标准。行业标准《终端毫
米波天线技术要求及测量方法》，计划2020年6月完成第一版本标准制定。
FR1：目前国际上5G终端Sub-6GHz的SISO OTA天线性能测试方法和限值要求尚处空白阶段。我国5G终端
以FR1频段为核心，针对我国在2.6GHz的频率分配，制定适合运营商需求的特殊测试配置，评估5G终端
在160MHz宽频带内的发射性能一致性；未来将在5G OTA测试标准成果输入至国际标准化组织，争取在
Sub-6GHz形成国际统一的OTA测试方法。
FR2：5G终端在FR2频段所有指标均需采用OTA方式进行测试，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研究范围仍然初步限
定为空间射频功率和接收机性能，暂不排除增加其他射频辐射指标的可能性；以远场方法为基准方案
开展测试方法的研究；研究适用于毫米波频段新的暗室静区测试方法和评价指标。
MIMO：启动行业标准《5G终端MIMO天线性能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1部分：Sub-6GHz》；开展研究课题《5G
Sub-6G终端上行 MIMO天线指标形式和测量方法》的研究工作。
此外，5G OTA测试标准将在3GPP和CCSA同时进行标准的制定工作，形成国内外联动，积极推动完
成适用产业界的统一标准。（报告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王瑞鑫）

人工智能领域标准化研究
目前标准化现状：目前国内外尚无关于人工智能定义与术语的标准出台；亦没有直接以人工智能命名的
标准以及通用的针对人工智能的智能化分级标准。
国际标准化进展状况：


ETSI于2017年2月成立ETSI ISG ENI，研究目标：使网络智能化的场景和需求达成一致，定义基于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的、模拟人脑决策的闭环控制模型，通过持续学习网络环境和持续优化
决策结果的手段，有效应对复杂的网络管控挑战、提升网络运营管理效率和体验。



3GPP于2017年5月成立3GPP SA2 eNA，研究目标：通过NWDA对网络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成分析
结果，然后利用分析结果进行网络优化定制化的移动性管理，用户面功能选择，5G QoS增强，定制
化的移动管理。



ITU-T于2017年11月在ITU-T SG13下成立未来网络（包括5G）-机器学习焦点组（Focus Group on
Machine Learning for Future Networks including 5G, FG-ML5G）。聚焦未来网络中机器学习的
应用，在包括接口、网络架构、协议、算法以及数据结构等方面开展深入的规范性研究。在2018
年7月ITU-T SG16全会上创立了新的研究课题Q5（Artificial intelligent-enable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与多媒体应用的融合及影响，并进行相关的国际标准输出。

CCSA研究进展：
CCSA已经开展人工智能标准化研究，“深度学习训练平台技术要求和评估方法”已于2018年12月通
过征求意见稿。“机器翻译在线服务系统评估规范”在CCSA已成功立项。
未来标准化思路：
由FG-ML5G在ITU-T SG13上设立研究课题进行标准输出；对于新设立的ITU-T SG16 Q5，先确立体系
架构，争取对相关议题进行立项。（报告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孙明俊）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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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在 ITU 成功立项首个网络未知威胁检测标准
2019 年 1 月 30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 ITU-T（国际电信联盟标准化部）SG17 安全研究组全体会议
上，由中兴通讯主导的未知威胁检测及防御国际标准项目成功获得立项（ITU-T X.rdmase: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Dynamic Malware Analysis in a Sandbox Environment）。该项目同时也是 ITU-T
在该领域的首个标准立项，意味着 ITU 正式开启了未知威胁检测及防御的标准窗口。
随着网络恶意未知威胁愈演愈烈，网络和信息主体遭受着巨大风险，高级威胁与防御需求已引起国际
的广泛关注。及时开展该领域的标准研究是提升网络主动防御能力变革的有力举措。此次 ITU 该标准项目
的成功立项，将成为网络与通信领域应对高级未知威胁与攻击的核心基础之一，也为其它相关标准工作，
如基于动态行为检测的垃圾信息防御技术（Q5：Countering spam by technical means）、5G 端到端通
信网络中以及物联网场景下的未知威胁防御和检测（Q6：Security aspects of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networks and Internet of Things）等奠定了未知威胁防御基础。
ITU 对于高级威胁攻击 APT 领域高度重视，自 2018 年 8 月起连续举办两次相关研讨会，邀请产业界
字数专家对高级威胁攻击及其防御与检测方案，今年 1 月又特别针对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如何在该安
全领域进行应用及其风险进行了深度研讨。中兴通讯受邀两次出席 ITU 研讨会，在会上分享了中兴通讯在
APT 检测与分析领域的长期积累成果，其高效、智能、精准的检测及防御效果受到广泛关注，也为本次成
功立项奠定了基础。(摘编自中兴通讯公众号)

华为推动 IEEE 智慧城市参考架构标准进程
近日，华为在 IEEE P2413 工作组会议上，提交了两类提案，涵盖了聚焦视频能力与融合通信能力的底
层支撑能力以及智慧城市 IoC、智慧园区、智慧机场三大场景和需求。
华为企业 BG 行业解决方案总监刘敏在会议开幕致辞时说，“华为公司的愿景是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
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智慧城市渐成风潮，方兴未艾，在物联网、云计算
等创新技术支持下，推动产业建设快速启动，智慧城市产业链条正不断扩展外延。未来，智慧城市将加大
信息化建设，提高服务水平，打造标准化产业架构。”
华为公司认为视频能力将在智慧城市各个领域广泛使用，视频将成长为不可或缺的数据源，未来将会有越
来越多的新视频业务需求，视频标准急需大力推进。针对智慧城市的底层支撑能力，视频能力和融合通信
能力的提案中，华为通过对视频和融合通信相关场景需求的描述，导出了对应的系统架构。与会代表就视
频分析能力提案深入讨论，P2413 发联络函给开放网络接口论坛 Open Network Video Interface Forum
（ONVIF），推动该组织设计北向接口开放协议。
另一类提案阐述了智慧城市 IoC、智慧园区、智慧机场三大场景，进而导出对应的 PaaS 数据平台需求。
华为提交的提案引起了会议广泛讨论，最终获得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主席建议下次工作组会议增加“智慧
城市论坛”，邀请业界政府和公司代表参会，共同探讨未来智慧城市需求和架构。（摘编自中国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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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毫米波”
“毫米波”是 1～10 毫米的电磁波，位于微波与远红外波相交叠的波长范围，因而兼有两种波谱的特点。
毫米波的理论和技术分别是微波向高频的延伸和光波向低频的发展，简单说就是高配版微波低配版光波 。
严格意义上来讲，毫米波对应的无线电频谱是“30GHz 至 300GHz”。但是实际上，毫米波只是个约定
俗成的名称，20GHz 至 300GHz 之间的电磁波都可以算毫米波。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30GHz 之内的频率资源几乎被用完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已经把所有
的“好”频率都分配完毕，但还是存在频率短缺和频率冲突。
而 5G 对超高速率和大容量通信的要求需要大带宽的频段资源，需要往 30GHz 以上未利用的频段资
源，毫米波频段存在大量大带宽的频谱资源，可以被有效利用。
与此同时，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毫米波频段集成电路元件的技术难题也迅速被攻克。通过一系列新材料
的使用以及新的生产工艺，工作于毫米波段的芯片上已经集成了小至几十甚至几纳米的晶体管，大大降低
了成本。
毫米波频段的另一个特性是在空气中衰减较大，且绕射能力较弱。换句话说，用毫米波实现信号穿墙
基本是不可能。另外，与微波相比，毫米波信号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尤其是降雨时的衰减要大许多，严
重影响传播效果。也注定了毫米波技术不太适合使用在室外手机终端和基站距离很远的场合。但是，毫米
波对于沙尘和烟雾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几乎能无衰减地通过沙尘和烟雾。甚至在由爆炸和金属箔条产生的
较高强度散射的条件下，即使出现衰落也是短期的，很快就会恢复。随着离子的扩散和降落，不会引起毫
米波通信的严重中断。
目前各大厂商对 5G 频段使用的规划是在户外开阔地带使用较传统的 6GHz 以下频段以保证信号覆盖率，
而在室内则使用微型基站加上毫米波技术实现超高速数据传输。
基于毫米波的广泛应用，包括毫米波成像（mm-wave imaging）、亚太赫兹（sub-THz）化学探测器，以及
在天文学、化学、物理、医学和安全方面的应用，人类对于 5G 的研究也将会进入毫米波时期。（摘编自
5G 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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