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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应用能力开放的移动数据网络能力开放平台接口技术要求”通过行标立项建议
《工信部关于车联网直连通信使用 5905-5925MHz 频段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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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威胁数据报送接口要求”等项行标通过送审稿审查
“区块链安全白皮书”起草工作启动
中国信通院主导的两项大数据国际标准在 ITU-T 成功立项
ITU 成立 Network 2030 焦点组 华为科学家担任主席

两化融合标委会第一次全会召开 苗圩强调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作为
“两个强国”建设的“扣合点”
2018 年 7 月 5 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暨第一届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73）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党组书记、部长，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苗圩出席会议并讲话。
苗圩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
思想，并将其作为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苗圩指出，过去五年，我国两化深度融合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要深刻把握两化深度融合的新定位新要
求新使命，站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要坚持把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作为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扣合点”，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以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重点，持之以恒推进两化深度融合。
苗圩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建设的重要思想上来，要牢牢抓住融合发展这条主线，加强高质量标准的有效供给，加速中国方案的国际
化推广，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
会上，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并审议通过了《全国信息化和
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审议稿）。
会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司司长、两化融合标委会副主任委员谢少锋主持。工业和信
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司巡视员李颖介绍了两化融合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
司副司长沙南生汇报了两化融合标准化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情况。山东省经信委、长安汽车、国家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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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利时等单位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典型工作经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
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等参加会议。（转自人民邮
电报）

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结果揭晓并公示
近日，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对 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结果进行公示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组织奖和个人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并开始
向社会进行公示。
《通知》表示，按照《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管理办法》和《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表彰工
作方案》，国家标准委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集团公司标准化主管部门，军委装备发展部综合
计划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原质检总局有关直属挂靠单位，
各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和直属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有关方面申报和推荐了 2018 年中国标准创
新贡献奖备选项目、组织和个人。经过形式审查、形式审查结果公示、初评、现场评审、评审委员会评审
等环节，现已评选出拟获奖标准项目、组织和个人，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监督委员会进行全程监督。
为确保评选结果客观、公正，依据《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在国家
标准委官方网站（http://www.sac.gov.cn）对 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组织奖和个人奖
评选结果，以及评审委员会委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30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转
自中国标准化)

CCSA 召开 2018 年第二次 TC 联席会议协调审议本年度第二批标准项目
2018 年 7 月 27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在京召开了 2018 年第二次技术工作委员会联席会
议，协调审议 2018 年第二批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技术工作委员会主席或其委派的专家
和协会秘书处相关人员。
会议由协会武冰梅副秘书长主持。本次会议对各类符合
立项要求的共计 282 项立项建议进行了讨论和审议，其中国
家标准项目建议 49 项，通信行业标准项目建议 194 项，协
会标准建议 16 项，协会研究课题项目建议 23 项。这些立项
建议涵盖了 5G 及移动通信、互联网、网络与业务能力、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车联网、移动互联网应
用和智能终端、接入网、通信电源、网络和信息安全、网络
管理与运营支撑、电磁环境与安全保护、量子保密通信、工业互联网、导航与位置服务、互联互通等研究
领域。会议从所立项目标准名称、标准体系、产业需求、技术成熟度、各 TC 间交叉协调等问题对上述立
项建议进行了逐项认真的审议。
协会秘书处会后将根据会议纪要和各技术工作委员会的回复意见，对无异议或协调一致的国家标准和
通信行业标准立项建议整理汇总后尽快报送通信标准管理司局审批；对无异议或协调一致的协会标准提交
协会技术管理委员会审议批准后形成协会标准项目计划下达；对无异议或协调一致的研究课题立项建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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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汇总后形成研究课题项目计划下达。

“工业互联网平台 功能架构”和“工业互联网 应用场景和业务需求”行标审查通过
近日，工业互联网特设组（ST8）在北京召开了第 5 次会议，其下设的 5 个工作组也分别召开了会议。
各工作组分别审查通过两项行标“工业互联网 应用场景和业务需求”和“工业互联网平台 功能架构”的
送审稿；对国标“智能制造 标识解析体系要求”送审稿进行了预审查并提出下一步的修改建议；讨论通
过“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管理接口要求”、“工业互联网 网总体要求”、“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全防护要
求”、“工业互联网 数据安全保护要求”和“工业互联网安全接入技术要求”等六项行标征求意见稿；
通过“工业云服务 网络服务要求”、“工业云服务 云端融合网络技术要求”两项国标的立项建议；还通
过了“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系列共 9 项行标、
“工业互联网 企业侧安全监测和协同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工业互联网 企业侧安全监测和协同管理系统接口规范”、“工业互联网 工业 APP 安全保护要求”、“工
业互联网 工业 APP 安全检测要求”4 项行标立项建议；一项“面向工业无线网络的蜂窝技术研究”的研
究课题立项建议。
目前，工业生产流程部分平台化，支撑这些新平台的应用支撑协议已经成为产业关注的焦点。优势企
业建设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并向第三方开放，提供研发设计/协同制造/产品服务平台,以满足中小企业工
业生产需求。当前，这类工业互联网平台还缺少在提供服务时安全性、用户数据保护能力、数据流转、服
务功能、性能及互通能力等方面的通用要求规范。为支撑服务平台规范化建设，急需出台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相关技术要求，为平台建设及服务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其中“工业互联网平台 功能架构”是工业互
联网平台系列标准中的第一个，后续还将制定数据管理、应用管理、运行保障管理、服务计量、应用互通、
微服务等系列行业标准。(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中继（Relay）系统设备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通过审查
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移动通信无线（WG9 近日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 B-TrunC 、车联网、
中继基站和 LTE 第四阶段基站系列等技术领域的多项行业标准草案以及 5G NR 技术研究等议题。
经会议充分审议，最终审查通过了“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中继（Relay）系统设备技术要求”行
业标准草案送审稿；讨论通过了“基于 LTE 技术的宽带集群通信（B-TrunC）系统（第二阶段）接口测试
方法空中接口”、“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车载终端设备技术要求”、“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
信网 中继（Relay）系统设备测试方法”等三项行业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中继（Relay）基站是 LTE 在 Rel-10/ Rel-11 阶段引入的重要增强功能之一，其无需有线回传的特点，
决定了其配套需求低、部署快速灵活的特点。特别是在一些有线传输解决困难、提供有线传输性价比较低
或者有线传输由于自然灾害被破坏等情况下，LTE Relay 基站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中继系统包括中继节
点（RN）、宏基站和核心网等，中继节点（RN）是新的设备形态，宏基站和核心网为支持中继功能也需进
行增强。
目前，产业界已初步具备支持 LTE Relay 的能力，部分厂商都已经推出或即将推出商用产品，有国内
运营商也已经将其列为主设备站型的一种，写入企业产品要求，并进行了测试和试点商用。然而，目前国
内对 Relay 基站站型尚缺少行业统一标准，无法给产业以标准支撑和技术参考，因此 CCSA 通过开展 LTE
Relay 行标制定，组织技术方案研究、规范论证，推动产业具备商用能力，可以为 LTE Relay 系统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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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和制造、入网测试和网络运营、设备维护等工作提供技术依据，为运营商部署应用 Relay 基站奠定
技术和产业基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面向应用能力开放的移动数据网络能力开放平台接口技术要求”通过行标立项建议
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移动通信核心网（WG12）近日召开会议，讨论了 B-TrunC 系列、EPC
业务链系列、eMTC 核心网系列、车载紧急报警系统中基于 IMS 的数据传输、LTE 专用核心网（DCN）设备
测试方法、
基于 LTE 网络的边缘计算总体技术要求和基于 S2b 的非授信的 WLAN 接入 EPC 的核心网设备(ePDG)
的测试方法等行业标准草案，以及 5G 网络架构及关键技术、5G 边缘计算平台能力开放技术、5G 边缘计算
核心网关键技术等研究课题。还对“面向应用能力开放的移动数据网络能力开放平台接口技术要求”等四
项立项建议进行了讨论。
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基于 LTE 技术的宽带集群通信（B-TrunC）系统（第二阶段）接口测试方法 集
群核心网间接口”、“基于 LTE 技术的宽带集群通信（B-TrunC）系统（第二阶段）接口测试方法 集群核
心网到调度台接口”两项行业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通过了“面向应用能力开放的移动数据网络能力开放
平台接口技术要求”行业标准立项建议。
移动应用的用户体验优化和新型商业模式探索是新型移动网络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网络能力开放框
架旨在实现面向第三方应用的网络友好化和网络智能化，将使应用能充分利用网络能力，尤其是运营商的
QoS、计费、位置、小数据传输、话音、消息等核心能力，实现更好的用户体验和应用创新；同时实现应
用与网络的良好互动，优化网络资源配置和管理。由于缺乏行业间统一的能力开放设备技术标准，运营商
的网络中策略的制定和部署困难重重。此次通过的“面向应用能力开放的移动数据网络能力开放平台接口
技术要求”行业标准立项建议将以“移动数据网络应用能力开放总体技术要求”行业标准项目前期研究成
果为基础，旨在通过制定移动网络能力开放平台接口规范，开放移动网络的 QoS、计费、位置、小数据传
输、话音、消息等核心能力，构建通用、统一的移动网络能力开放系统，推动运营商网络与移动互联网的
协同发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针对《工信部关于车联网直连通信使用 5905-5925MHz 频段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展开专题讨论
近期，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频率工作组（WG8）召开会议，重点就工信部无管局发出的《关
于车联网直连通信使用 5905-5925MHz 频段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专题讨论。
在了解到工信部发布车联网使用 5905-5925MHz 频段管理规定的背景和内容、管理规定各条款的细节
要求和考虑以及对反馈意见的内容要求后，与会代表展开认真而热烈的讨论，最终形成了《关于车联网（智
能网联汽车）直连通信使用 5905-5925MHz 频段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回复意见》。会后，该回复意
见将以 CCSA 的名义反馈至工信部无管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网络安全威胁数据报送接口要求”等项行标通过送审稿审查
近日，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工作委员会（TC8）安全管理工作组（WG3）审查通过了“网络安全威胁数
据报送接口要求”、“网络安全信息报送与通报接口要求”、“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安全评估要求 大数
据技术应用与服务”、“信息安全技术手段测试第三方服务机构能力认定准则”等 4 项行标送审稿：会议
还讨论通过了“基础电信企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技术要求”、“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安全评估要求 信
息社区平台业务”、“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安全评估要求 移动应用商店业务”、“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
安全评估要求 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业务安全评估要求”、“互联网新业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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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网络安全监控系统技术要求”、“网络脆弱性指数评估方法”、“网络威胁指数评估方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分类标记规范”的行标征求意见稿，会议经充分讨论，同意“互联网应用安全能力建设
框架”、“家用智能设备网络接入安全技术指南”、“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安全技术要求”、“视
频监控系统安全检查指南”、“防范通讯信息诈骗实施指南”共 5 项行业标准的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供稿)

“区块链安全白皮书”起草工作启动
近日，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工作委员会（TC8）安全基础工作组（WG4）召开会议，对行标“电信云服
务安全监控技术要求”、“基于公众电信网的联网汽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数据中心服务器虚拟化安
全技术要求”、“基于 oneM2M 的物联网服务层安全技术要求”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充分讨论。根据协会
布置要求，会议决定启动“区块链安全白皮书”的起草工作，明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大唐电信数据所、
360、CNCert、CNNIC、华为、中国移动、腾讯、中兴等单位共同参与起草，并对起草工作进行了分工，拟
定于 8 月中旬召开专题会议重点讨论修改。(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6 月 20 日，工信部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国
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信息通信)》和《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电子产品和服务)》，
全面推动车联网产业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大力建设融合创新生态体系，促进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业务加
快发展。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分为总体要求、智能网联汽车、信息通信、电子产品与服务等
若干部分，其中智能网联汽车部分已于 2017 年底印发。指南中提出，充分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
境构建中的顶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加快共性基础、关键技术、产业急需标准的研究制定，加紧研制自
动驾驶及辅助驾驶相关标准、车载电子产品关键技术标准、无线通信关键技术标准、面向车联网产业应用
的 LTE-V2X 和 5G eV2X 关键技术标准，逐步建设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的国家车
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满足研发、测试、示范、运行等产业发展需求。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国家车联网产
业标准体系。（摘编自新华网）
通信机房环境工作组审查通过了“通信基站基础设施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通

中国信通院主导的两项大数据国际标准在 ITU-T 成功立项
2018 年 7 月 9-20 日，国际电信联盟第十六研究组（简称 ITU-T SG16）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
召开了全体会议，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瑞士、加拿大、英国等 30 多个国
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 130 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提出的 ITU-T F.FDAM “Framework for data asset management（数
据资产管理框架）”和 ITU-T F.AFBDI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big data infrastructure（大数
据基础设施评测框架）”经过多轮讨论，最终正式立项，计划 2020 年正式发布。
ITU-T F.FDAM “Framework for data asset management（数据资产管理框架）”将主要规范数据资
产的基本概念，以及数据资产管理的基本框架和需求。数据成为资产，已经是各个行业的共识，但如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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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实物资产，对数据资产的管理，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往往一个机构针对其数据资产类别和数量都缺
乏全面了解，数据质量、数据安全、资产评估、资产交换交易等精细管理、价值挖掘和持续运营则更为薄
弱，需要一个科学的框架去管理实践。数据资产管理一般通过活动职能和保障措施两方面实现，活动职能
涉及元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数据标准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模型管理、数据安全管理、数据价值
管理、数据共享管理等，保障措施指的是支持活动职能实现的辅助性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ITU-T F.FDAM
标准结合实践经验，希望形成一个通用的数据资产管理框架和技术平台普适功能，这对于提升数据质量、
增值数据价值、保障数据安全、完善数据标准、确保数据合规等方面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实现数
据精细化管控和数据价值最大化。
ITU-T F.AFBDI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big data infrastructure（大数据基础设施评测框架）”
将主要定义大数据基础平台的各项技术能力，以及大数据平台的整体架构及服务方式。大数据基础设施作
为支撑大数据应用业务正确、高效、灵活的核心服务单元，覆盖了数据接入、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
应用、资源运维等大数据业务全生命周期。因为其服务能力和性能水平决定了各单位内部实际场景大数据
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所以采购及搭建大数据基础平台为企业大数据应用构建的首个环节。当前大数据基础
设施仍以开源软件为主，其运维、安全等配套服务能力以及性能水平与实际业务需求仍存在巨大鸿沟，同
时基于开源软件改造的种类繁多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商业版本良莠不齐，功能、性能、服务等能力均存在较
大差异。应用大数据技术的组织和企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产品对比及选型工作。ITU-T
F.AFBDI 标准的立项和研究，对指导高效大数据基础设施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促进大数据技术产品成熟，
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本次这 2 项国际标准的成功立项，标志着我国大数据基础设施技术研发和数据资产管理能力得到国际
认可，是我国大数据领域对国际标准化研究的重要贡献。同时，标准的成功立项，打开了我国大数据标准
走向国际的大门，为我国大数据技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开辟了道路。
ITU-T SG16 是国际电信联盟标准化局非常活跃的研究组，主要研究领域为多媒体与 e-Services。目
前，SG16 的研究范围覆盖了视频与音频处理与压缩编码、视频监控、内容分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众多热点标准化研究方向。(摘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ITU 成立 Network 2030 焦点组 华为科学家担任主席
在 ITU-T SG13 全会(日内瓦，7 月 16 -27 日)上,决议通过了成立 Network 2030 焦点组(Focus Group on
Network 2030，即 FG-NET-2030)。该焦点组旨在探索面向 2030 年及以后的网络技术发展，潜在的包括新
的媒体数据传输技术、新的网络服务和应用及其使能技术、新的网络架构及其演进。
该焦点组由中国(华为)、美国(Verizon)和韩国(ETRI)联合提案发起，得到来自中国(信通院、电信、
联通、移动、烽火)、美国(InterDigital、Dolby)、俄罗斯(Rostelecom)、意大利(Telecom Italia)和突
尼斯(Tunisie Télécom)等众多国家的代表支持，此外还获得了 Surrey 大学、湖北大学等学术界的支持。
该焦点组任命华为网络技术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Richard Li 担任主席，同时任命了 Mehmet Toy(美国
Verizon)、 Alexey Borodin(俄罗斯 Rostelecom)、Yutaka Miyake(日本 KDDI)和 Yuan Zhang(中国电信)
为副主席。
据悉，FG-NET-2030 第一次全会将于十月上旬在美国纽约召开，目前计划设置四个工作组(WG1-用例
和需求组、WG2-服务和技术组、WG3-网络架构组、WG4-网络基础设施组)，分别开展具体的研究和标准制
定工作。
Network 2030 焦点组的成立，意味着在 IMT-2020/5G 聚焦无线通信领域后，国际电信联盟将目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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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了数据网络通信领域，包括新的 IP 网络等。ITU 将持续联合各国工业界和学术界代表，引领未来网
络发展大势，其必将对面向 2030 年的未来网络技术产生深远影响。
SG13 是 ITU-T 的第 13 个研究组，主要研究内容为未来网络，重点关注 IMT-2020、云计算和可信网络
基础设施，目前一共有 13 个议题(Question)。(摘自环球网)

ROADM（Reconfigurable Optical Add-Drop Multiplexer）可重构光分插复用器
ROADM（Reconfigurable Optical Add-Drop Multiplexer，可重构光分插复用器）是一种使用在密集
波分复用（DWDM）系统中的器件或设备，其作用是通过远程的重新配置，可以动态上路或下路业务波长。
也就是说，在线路中间，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指配上下业务的波长，实现业务的灵活调度。大多数 ROADM 节
点的主要功能模块包括：
1、前置和后置光放大器；
2、光业务信道（OSC）的生成和终结；
3、波长下路；
4、波长上路；
5、节点内部聚合信道或单信道的功率监控，可在节点内多处进行；
6、可用/不可用和可选波长的监测，整个节点内的光信号的信噪比监测；
7、上下路和直通波长的功率/衰减控制；
8、色散补偿；
9、前置和后置放大器的增益均衡。
“ROADM”一段时间曾经是通信产业中的一个“热门”词汇。网络节点采用 ROADM 后，网管系统可以
控制某个波长通过这个光节点或者从本地端口下路，终结于这个光节点的光转发器。ROADM 系统中，至少
可以在两个端口之间交换波长。直通口支持普通 WDM 信号，这时本地端口可以是任意波长或者某个已知波
长。ROADM 还有更多的功能，如可以连续控制每一个波长的光功率。
ROADM 系统可以给服务提供商们提供一系列的好处：快捷的业务指配、更加自动化的处理、简化的网
络规划和施工，更为强大的网络监控能力和网络扩展能力。；
ROADM 的特点是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波长指配，实现业务、波长的调度。另一种可实现光分插复用功能
的器件是 FOADM（固定光分插复用器）。其上下业务的波长是固定的，不能通过网管配置，只能选择某个
或某些固定的波长信道进行分插复用，网络一旦配置和建设完毕就不能对上下路的波长进行调整，站点升
级会中断业务。
与 FOADM 相比，ROADM 具有以下优点：


ROADM 方便开展新业务。移动通信时代新业务层出不穷。当有大客户需要提供波长级新业务时，使
用 ROADM 只需通过网管系统进行远端配置即可。



ROADM 便于进行网络规划，降低运营费用。低费用能带给用户更多的实惠，也是运营商所希望的。



ROADM 具有强大的节点重构能力，使得 DWDM 网络可以方便地重构，因此在网络遭遇突发事件需要
重新规划时，能够快速响应，提高整个网络的效率。

ROADM 便于维护和降低维护成本。低维护成本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目标。ROADM 常用的日常维护操作都可以
远程通过网管进行，不需要派人去现场操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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