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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肇雄在 ITU 全权代表大会上做政策性发言
罗文出席 2018 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
赵厚麟高票连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通信行业 22 项国家标准和 182 项行业标准报批公示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年版）》发布
CCSA 召开 2018 年度联络员会议暨三项协会标准宣贯会
3GPP 中国伙伴（CF3）在成都承办四个工作组国际会议
中日韩标准化组织将加强智能交通（ITS）领域标准化合作
“量子密钥分发安全性研究”等两项研究报告通过审查
“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完成编制
TC3 召开第 30 次全会 明确网络新技术标准化研究方向
“通信基站梯次利用动力电池”系列行标完成编制工作
“5G NR 技术研究”等课题完成助力后续标准化工作
“短波频段天线场地电磁环境测试方法”行标送审稿审查通过
面对 SDN、NFV 新技术进一步探索新型网络运营管理体系架构
推动“区块链技术安全问题”深入研究及探讨

陈肇雄在 ITU 全权代表大会上做政策性发言
2018 年 10 月 30 日，国际电信联盟 2018 年全权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全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
肇雄在会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做政策性发言，表示中国将继续大力支持国际电联工作，共同营造包容创新的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陈肇雄在政策性发言中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历史性交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创新
发展，催生大量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在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此背景下，国际电联召开全权代表大会，共商全球信
息通信发展大计，具有重要意义。
陈肇雄表示，中国将继续大力支持国际电联工作，充分发挥国际电联在促进技术创新应用、助力包容
性增长、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一是发挥在标准化、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管理方面的引导作用，
推动 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推广。二是通过能力建设、项
目合作，集聚各方力量，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通信基础设施，提高信息化水平。三是发挥多边协调作
用，推动各方开展公共政策磋商和交流，加强经验分享，共同营造包容创新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陈肇雄表示，赵厚麟秘书长在过去四年里认真履职，团结各方力量，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落实国际电
联宗旨和战略规划，有效提升了国际电联工作效能和影响力。希望各国支持赵厚麟竞选连任国际电联秘书
长，支持中国竞选连任理事国。
赵厚麟总结了过去 4 年的工作，对各成员国、合作伙伴和电联工作团队表示了感谢。赵厚麟承诺，如
能成功连任国际电联秘书长，在未来 4 年将尽全力领导国际电联为打造全球每个人的信息通信幸福生活继
续努力。（摘编自人民邮电报）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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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出席 2018 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
2018 年 10 月 14 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在京举办 2018 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市场监管总
局局长张茅出席并讲话。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出席并致辞。
罗文指出，标准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今年世界标准日的主题是“国际标准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这
深刻揭示了标准对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清晰地传递出标准已从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互换和
质量评判依据，上升为事关工业通信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工作。
罗文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始终将标准作为推动产业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十三五”以
来，已累计制定发布了近 7000 项行业标准，完成了 3 万项行业标准的集中复审，3052 项强制性标准的整
合精简，遴选了首批 106 项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支持了 400 余项由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制定的国际
标准，国际标准转化率已近 80%。工业通信业标准的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
罗文强调，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的协调配合，以构建满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为
主线，紧密围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建设需求，加强工业通信业标准化工作，引导我国企业瞄准全球先
进标准持续提升产品水平，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摘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赵厚麟高票连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2018 年 11 月 1 日，在国际电信联盟 2018 年全权代表大会举行下届秘书长选举，178 个成员国参与投
票，我国推荐的现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作为秘书长职位的唯一候选人，以 176 票高票成功连任下
一任秘书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代表中国代表团对赵厚麟再次当选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表示热烈祝贺，
感谢各成员国对赵厚麟秘书长的信任和支持。
赵厚麟当选后对中国政府提名他为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一职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他表示，过去 20 年
中，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在世界各地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全球电话用户数
已达 70 多亿，互联网用户数近 40 亿。但是，实现将全球所有人连接到一起的目标还面临挑战，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赵厚麟称，国际电信联盟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方面曾做出很大贡献，今后他将带领国际电信
联盟继续加强与各成员国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改善工作的透明度，提升工作效率，打造一个更强有力
的国际电信联盟，为全球信息通信业和信息社会提供更卓有成效的服务。
新一届秘书长任期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为期四年。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同时选举
出新一任副秘书长。（转自人民邮电报）

通信行业 22 项国家标准和 182 项行业标准报批公示
2018 年 10 月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根据标准制修订计划，对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
组织完成的《基于 LTE 技术的宽带集群通信（B-TrunC）系统 接口测试方法（第一阶段） 集群核心网到
调度台接口》等 22 项国家标准和《面向物联网的蜂窝窄带接入（NB-IoT） 无线网总体技术要求》等 182
项行业标准向社会各界进一步征求意见。目前在 CCSA 网站（www.ccsa.org.cn）“工信部报批稿公示”栏
目予以公示，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24 日。
22 项国家标准包括基于 LTE 技术的宽带集群通信（B-TrunC）系统、IPTV 媒体交付系统技术、通信用
单模光纤系列标准等领域。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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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项行业标准包括面向物联网的蜂窝窄带接入（NB-IoT）、宽带互联网业务、接入网技术要求、车
联网、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网络、智能光分配网络、传送网设备安全技术要求、接入网用轻型光缆、
室外光缆、50Ω 射频同轴连接器、100Gb/s QSFP28 光收发合一模块、双通道光收发合一模块等领域，以
及 13 个通信工程标准。(摘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年版）》发布
在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年版）》
正式发布。
在《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5 年版）》基础上，按照标准体系动态更新机制，扎实构
建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先进适用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推动装备质量水平的整体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组织制定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年版）》。
根据《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年版）》，2018 年我国将累计制修订 150 项以上智能
制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基本覆盖基础共性标准和关键技术标准；到 2019 年，累计制修订 300 项以上
智能制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全面覆盖基础共性标准和关键技术标准，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智能制造标
准体系。智能制造作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方向，此次发布的指南大大利好行业发展。（转自上证报）

CCSA 召开 2018 年度联络员会议暨三项协会标准宣贯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在福州召开 2018 年度联络员会议暨 3
项协会标准宣贯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标准处徐鹏调研员到会致辞，协会副理事长、常务副秘书长代
晓慧作了题为“发挥好联络员作用 推进新时代信息通信标准化工作”工作报告，会议分别由协会潘峰和
武冰梅两位副秘书长主持。
徐鹏调研员在致辞中讲到：CCSA 作为全国专业的标准化机
构，在国行标制定和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归
口管理和支撑服务工作突出。“十二五”期间立项行标超过 1700
项，工信部批准发布实施 1500 项以上，发挥了重要的规范和引
领作用。他就协会做好下一步标准化工作提出五点建议：一是深
刻把握技术创新发展趋势，加强信息通信标准化工作顶层设计；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更好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三是发挥协会平台
优势，持续做好重点领域标准化工作；四是加快成为培育团体标准
的生力军，激发技术创新活力；五是继续加大国际标准化工作支持
力度和氛围，创造更好的平台和工作机制。
代晓慧副理事长从国内、国际、综合管理服务三个方面回顾了
协会今年以来标准化工作进展。协会按照新时代标准化工作要求，
标准制修订工作稳步推进，重点在 5G、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物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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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网络安全、量子通信、导航、通信基础设施、
信息消费等重点领域开展了标准研制以及实施宣贯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完成 259 项标准报批稿的审查和报
送工作，其中国家标准 19 项，行业标准 207 项，协会标准 8 项，研究课题 25 项。组织协调国内企事业单
位全面参与 5G 等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新型网络架构、网络编码、大规模天线等新技术成为 3GPP 国际标准。
她还就做好联络员工作，强调要做到“快”、“精”、“勤”。
为表彰在项目进度管理工作中表现优异的联络员，本次联络员
会上对 16 位联络员进行了单项表彰，秘书处技术部主任詹达天对照
协会 2018 年工作要点，通报了会员单位 2018 年承担项目执行情况；
办公室主任武占永从制定《协会联络员管理办法》目的、联络员条件
和职责要求、联络员表彰等三个方面，对新修订的《中国通信标准化
协会会员/观察员单位联络员管理办法》进行了解读；推进部李鲲程
从会员续费和用户中心两个方面介绍了协会网站功能。会议还邀请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克军做了 5G 发展与应用的专题报告。
本次联络员会议就《移动通信终端用快速充电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总
体要求》和《智能家居终端设备安全能力技术要求》三项协会标准进行了宣贯，邀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华为、联发科、高通、USB PD、深圳英集芯、倍思等单位专家就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快速充电标准技术内
容进行了解读，并就快速充电新产品新技术进行了探讨交流。该活动是协会首次在联络员会上就团体标准
进行宣贯，是协会适应标准化改革要求，提升标准制定效率，快速反应市场和企业需求的有效措施。
来自会员单位的 150 余名联络员参加了会议并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注重分享标准
化管理工作经验；加强标准宣贯、推动标准更好落地实施；加强协会内部组织间协调管理，以及提高标准
化工作效率；进一步优化网站设计、增加前瞻性技术研讨会和头脑风暴会；强化沟通协同机制，建立与其
他行业标委会联络常态机制，合力推动标准制定等。这些建议对改进协会工作，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具有
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3GPP 中国伙伴（CF3）在成都承办四个工作组国际会议
为加快推进 5G 标准制定，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日，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3GPP 标准推进委员会
（3GPP
中国伙伴）在四川成都承办了无线接入网络技术规范组四个工作组会议（3GPP RAN1#94-bis、RAN2#103-bis、
RAN3#101-bis、RAN4#88-Bis），来自 3GPP 全球各区域伙伴组织的 160 多家独立成员单位的 1200 余名代
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演进通用陆地无线接入 LTE 增强 MTC、
NB-IoT 未来增强、完善 R-16 版本 NR 非正交多址接入、基
于 NR 访问非授权频谱、NR 综合访问和回传、NR URLLC 物
理层增强以及 NR 位置增强等，还讨论了 NR 无线接入技术、
E-UTRAN 和 NG-RAN 的架构演进、支持非地面网络的 NR 解
决方案演进、NR 工业物联网、NR 远程干扰管理、NR V2X、
LTE 和 NR 的 RAN 中央数据收集和使用等。
本次会议在 5G 新空口第一版规范的收尾工作基本完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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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尤其在高层配置及设备性能规范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进展。同时启动了车辆网，节能等多项面向 5G
第二阶段的扩展研究工作。
会议得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通信司、国际司、和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大力支持，会议承办工作
得到了 3GPP 管理团队和参会代表的广泛赞誉。今后 3GPP 中国伙伴（CF3）将继续争取在华承办 3GPP 相关
技术规范组会议，为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国际标准化工作做出更大贡献，为 5G 国际标准化进程贡献中国力
量。(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中日韩标准化组织将加强智能交通（ITS）领域标准化合作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26 日，“第 17 次中日韩信息通信标准信息交流会”在日本召开。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CCSA）、日本无线工业及商贸联合会（ARIB）、日本电信技术委员会（TTC）、韩国电信技术
协会（TTA）共 20 余位高层代表参加。
各标准组织的团长分别介绍了自上次会议以来，各自组织
在标准制定、主要研究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挑战等方面的
情况。会议听取了 IMT 工作组、信息安全工作组、WPT 工作组、
NSA 工作组和 TACT 工作组的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并就智慧城
市这一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CCSA 分享了我国在发展智
慧城市的一些成功案例，并建议 CJK 起草智慧城市白皮书，以
共享各自的经验和做法。日韩代表也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在智
慧城市发展的战略考虑。
在本次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代表团团长会议，对今后的合作领域进行了磋商，会议一致认为智能交通
（ITS）及车联网将是 5G 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中日韩应该加强在智能交通（ITS）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会议决定成立智能交通（ITS）特设任务组，以讨论成立 ITS 工作组的可行性和具体程序。
会议确定下次“中日韩信息通信标准信息交流会”将于 2020 年 4 月在中国杭州举办，由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CCSA）主办。(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量子密钥分发安全性研究”等两项研究报告通过审查
量子密钥分发是利用量子信息技术中的安全特性，提供了一种理论上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分发方法。但
在实际的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与理想条件的偏差，会使量子密钥分发出现安全性漏洞，从而导致通信的
安全性受到威胁。日前，量子通信与信息技术特设任务组（ST7）召开会议，审查通过了“量子密钥分发
安全性研究”和“量子随机数制备和检测技术研究”两项研究报告。
“量子密钥分发安全性研究”介绍了各种 QKD 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安全性证明现状，重点研究了 BB84
协议以及高斯调制相干态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发协议 GG02。对实际系统中的发射端漏洞、测量端漏洞以
及数据后处理漏洞等三类漏洞做了安全性分析，对 QKD 设备和关键器件技术要求的编制具有很好的指导作
用。
量子随机数是一种基于量子物理内秉特性产生的真随机数，也是目前仅有的可以清晰证明生成随机数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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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论安全性的随机数生成方案。“量子随机数制备和检测技术研究”报告对国内外量子随机数生成原
理、量子随机数生成器方案、随机性分析理论进行调研和分析；建立了随机数生成器的设计框架和随机性
分析体系，并归纳其对应的安全性假设；在对量子随机数生成技术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炼出了量子随机
数生成器的系统框架，并对一般量子随机数生成器的安全测试进行了探索。(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完成编制
近日，工业互联网特设任务组（ST9）在京召开会议，首先审查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负责起草的“工
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草案）。数据与平台工作组（WG4）组长黄颖代表起草组汇报了项目背景，
并对收集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说明。该项目是受工信部委托，经 ST8 讨论修改完善的文稿将提交工信部科技
司，随后将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本次会议各工作组分别审查讨论了相关标准文稿。审查通过了“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管理接口要求”、
“工业互联网平台 运行保障管理要求”、“工业互联网平台 数据管理服务要求”、“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系统部署和数据迁移要求”等 4 项行标送审稿，讨论通过了“工业互联网 时间敏感网络需求及场景”、
“工业互联网平台 制造企业数据质量治理通用技术要求”、“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知识图谱构建通用
技术要求”等 3 项行标征求意见稿；讨论通过了研究课题“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技术研究”的征求意见稿；
讨论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基于 Handle 的企业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要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信
息协同共享技术要求”等行标文稿，对 M2M 场景下标识服务进行了技术研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3 召开第 30 次全会 明确网络新技术标准化研究方向
2018 年 10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网络与业务能力技术工作委员会（TC3）
在京召开第 30 次全会，对网络新技术展开研讨，并取得了一批标准化成果。
主席赵慧玲主持了“网络新技术”专题研讨会，8 位技术专家与参会代表进行了内容丰富的分享及交
流。中国电信专家作了“P4 遇上 vBRAS”演讲，介绍了 vBRAS 的定义与特征、设备形态分类、标准化进展、
控制面和转发面形态等，分析了 P4 如何促进网络设备开发生态良性发展，以及 P4 交换机在 vBRAS 中作为
数据转发设备如何在 vBRAS 场景中体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移动专家分享了“5G 和边缘计算推动网络转型
新发展”，提出边缘计算导致资源池下沉，定制化硬件导致更加彻底的分布式的云，以及形成泛在计算能
力的必要。中国联通专家谈到“面向云网协同的数据网络演进思路”，分享了业务发展推动云网协同需求、
运营商网络云网协同的要点，在分析骨干承载网、城域网演进基础上提出加强架构和业务层面的标准化工
作的重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两位专家分别作了题为“网络智能化和标准进展”和“网络切片场景、技术
和标准进展”的演讲，从 5G 新的业务模式，到网络切片需求的模型抽象，以及相关标准化进展逐一进行
了介绍，提出传统的 VPN 无法提供 SLA 保证。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专家介绍了“网络切片技术标
准化进展”，分享了网络切片技术的标准化进展、5G 网络管理系统架构、网络切片实例的生命周期管理、
网络切片对传输网的要求，提出 TC3 可能涉及的网络切片标准化领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交流
了“网络切片标准进展”，介绍了 5G 网络切片需求、5G 网络切片支持、5G 网络切片生命周期管理，以及
IETF 网络切片研究。赵慧玲主席最后以“未来十年 IP 网络发展目标”为题，提出随着业务需求激增，新
技术方案层出不穷，“化繁为简”将成为 IP 承载协议发展主体趋势，网络 AI 提升自组织管理技术，AI
助力 5G 网络智能化、自动化。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使参会代表对网络新技术发展方向有了深刻了解，同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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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对近期标准化重点项目进行了明确。
在各工作组的充分审议下，此次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基于 P4 的 vBRAS 转发面南向接口技术要求”等
11 项通信行业标准立项建议及“面向 SDN 的智能型通信网络架构的意图网络技术架构研究”1 项研究课题
立项建议。全会还审查通过了“核心网网络功能虚拟化 模板参数技术要求”等 18 项通信行业标准送审稿，
通过了“银行业 SDN 技术能力测试规范” 1 项协会标准送审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通信基站梯次利用动力电池”系列行标完成编制工作
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是指当电动车辆的动力电池不能满足现有功率和能量需求时，将其转移应用到对
电池能量密度、功率密度等特性要求较低的其它领域，从而达到充分发挥其剩余价值。虽然退役的动力电
池性能稍逊于新电池，但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通信基站就是电池梯次利用的最佳应用场景之一。由于
早期电动车主要采用磷酸铁锂电池，且梯次磷酸铁锂电池不同于全新的铁锂电池，在电池的一致性、循环
寿命、能量密度等性能方面有明显差异。为此，通信电源与通信局站工作环境技术工作委员会（TC4）通
信电源工作组日前组织完成了行标“通信基站梯次利用车用动力电池的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
磷酸铁锂电池》的编制工作。该标准参考了 YD/T 2344《通信用磷酸铁锂电池组》，并结合两年来梯次电
池试点通信基站的实际运行情况和运行数据，总结了梯次电池试点存在的问题和成功的经验，其制定将有
利于梯次电池行业的标准化以及规范化，推动梯次电池在备用电源领域的健康稳定发展。
随着通信机房建设的不断发展，发电机组作为通信机房必备的备用电源系统，在通信机房中的需求量
也越来越大。目前，在通信领域一般常规使用的备用发电机组主要有 380V 的低压发电机组和 10kV 的高压
发电机组，而现行标 YD/T502《通信用低压柴油发电机组》的技术内容已不适应技术现状的发展。鉴于此，
通信电源工作组结合工程实践和目前柴油发电机组的应用情况，对 YD/T502 的性能参数和技术指标、功能
进行了修订，并对机组的燃油消耗率和启动时间等指标进行优化，还对发电机组行业中近几年争论比较多
的功率定义概念进行了明确。该标准的修订将进一步规范产品质量，推动该行业的技术进步。(中国通信
标准化协会供稿)

“5G

NR 技术研究”等课题完成助力后续标准化工作

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移动通信无线工作组（WG9）近日召开会议，重点针对车联网系列行
标、EGPRS 行标、LTE 第四阶段基站行标进行了审议，同时还对 5G NR 技术研究、5G CU/DU 设备应用研究、
面向 5G 通用模组、移动宽带业务通信质量测试方法等研究课题进行了讨论。5G 无线网络的设计目标是为
多种不同类型的业务提供满意的服务。这些典型业务通常分为三大类：增强的移动宽带业务、面向垂直行
业的大规模机器通信业务、低时延高可靠业务。不同的业务对于移动网络空口能力、架构等存在一定的差
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时延、空口传输以及回传能力等方面。在 3GPP Rel-15 的新空口（NR）标准中
gNB 的形态已经支持了类似于 4G eNB 的一体化基站以及 CU/DU（集中单元/分布单元）分离两种基站类型。
本次会议结题的“5G CU/DU 设备应用研究”以 3GPP Rel-15 中 CU/DU 所涉及的相关规范和研究报告为基
础，
描述了 5G 中 CU/DU 的标准进展，
分析了 CU/DU 的适用场景以及对于操作维护的需求，
并特别针对 CP/UP
分离架构以及基于 CU/DU 底层切分方案的标准化进展，适用场景及主要功能和过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研
究报告最终给出了 CU/DU 架构的总结和后续研究方向介绍，为今后开展相关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近日网络管理与运营支撑技术工作委员会（TC7）无线通信管理工作组（WG1）召开工作组会议上，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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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讨论了 5G 网络管理标准体系。由于 3GPP SA5 Release 15 已经完成，为了后续扩展相应行业标准的
制定做准备，在充分参考 Release15 的基础上，初步讨论形成了 5G 网络管理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体系(见下
图)。(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5G网络管理技术要求系列标准
内容包括：5G网络管理概念、需求和
管理架构。
对应3GPP：TS 28.530,28.533

5G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通用管理服务

内容包括：5G网络管理通用管理服务
对应3GPP：TS 28.532

5G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管理服务
内容包括：5G网络管理指配管理
（含配置与生命周期管理）、性能
管理和故障管理功能（需求、分析
和设计）。
对应3GPP：TS 28.531, 28.550,
28.545

5G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总体要求

5G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资源模型

内容包括：5G网络管理网络资源
模型。
对应3GPP：TS 28.540, 28.541

5G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性能数据

内容包括：5G网络管理性能数
据。
对应3GPP：TS 28.552

5G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关键性能指标

内容包括：5G网络管理关键性能指
标。
对应3GPP：TS 28.554

“短波频段天线场地电磁环境测试方法”行标送审稿审查通过
近日，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频率工作组（WG8）召开了该组自成立以来的第 100 次会议，
也是是 CCSA 中率先达到 100 次会议的工作组。WG8 与会代表以共同合影方式纪念这一珍贵时刻。
本次会议就工业互联网频率、高空平台通信系统候选频段、5G 系统高频段、低频段低功率移动设备
的无线供电频率与管理等研究项目，以及 ITU-R WP5D、AWG 等国际会议进展进行了交流。还讨论和审查了
IMT 网络和系统与其它无线电业务系统的兼容共存分析参数、建模与仿真方法和短波频段天线场地电磁环
境测试方法等行标项目。会议还就工信部《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直连通信使用 5905-5925MHz 频段的
管理规定》的修订和发布情况进行了讨论。
经与会代表认真细致地讨论，通过“短波频段天线场地电磁环境测试方法”行业标准草案送审稿和“IMT
网络和系统与其它无线电业务系统的兼容共存分析参数、建模与仿真方法”行标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余各
研究课题均需进一步完善。
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扩充，短波频段电磁环境急剧恶化，由于短波频段具有受电磁设备影响较大
等特性，急需对短波频段天线场地进行全面的电磁环境评估，为横向、纵向对比提供客观依据，这对现有
监测站的能力评估和规划建站的选址评估均具有重要意义。此前各级无线电管理机构、设备和集成厂商提
供了一些通用的电磁环境测试方案，但主要集中在无线电业务应用更为广泛的超短波频段，以及一些适用
于专门行业专有应用的测试场景，如民航、铁路、气象、港口、运营商等，导致通用的测试方案适应性不
足。另一方面，由于短波通信建设实例相对较少，对有严格电磁环境需求的短波天线建设尚没有标准的、
统一的测试流程和分析方法，由于实际测试的对比分析有限，一些国内外的研究基于理论层面而指导实践
意义不足。本次送审通过的“短波频段天线场地电磁环境测试方法”行业标准草案规定了短波频段天线场
地电磁环境测试方法和测试条件，测试内容包括背景噪声测量、大信号测量、土壤电阻率测量、土壤导电
均匀性测量、障碍物仰角测量等。其目标是规范短波频段天线场地电磁环境测试条件、方法、设备、内容
和数据处理，使得短波频段电磁环境测试数据真实、有效。标准发布后可用于短波收信台（站）及测向台
（站）选址测试和现有短波天线场地评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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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SDN、NFV 新技术进一步探索新型网络运营管理体系架构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 SDN/NFV 等技术的涌现，网络的软硬件逐渐解耦，控制与数据分离，网络设备
日趋软件化，给网络的管理、运营和编排都带来了更大空间范畴。目前的网管系统已渐渐不能满足灵活多
变的需求，为此对其定义和界限亦需澄清和阐述。在日前召开的网络管理与运营支撑技术工作委员会（TC7）
ICT 服务管理与运营工作组（WG3）会议上，针对“通信网敏捷运营管理框架”行业标准进行了充分讨论，
该标准结合 TMF、ETSI、ITU-T 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其中的技术提炼综合，提出敏捷的
运营、管理和维护框架，形成适应我国通信网络发展的新运营管理架构标准，从而期望解决上述问题。
此外，本次会议对行标“政企客户业务网络管理及业务保障技术要求”共 3 个部分的送审稿、“通信
网敏捷运营管理框架”、“电信运营维护管理数据的管理技术要求”、“移动互联网用户体验管理技术要
求 第 1 部分：基本原则”等 3 项行标送审稿进行了审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推动“区块链技术安全问题”深入研究及探讨
区块链安全是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工作委员会（TC8）安全基础工作组（ WG4）的近期研究重点，由
WG4 组织各会员共同起草完成的“区块链安全白皮书”已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发布。近日 WG4 召开会
议，讨论并通过了“区块链技术研究”、“区块链平台安全机制研究”两项研究课题的结题报告。目前正
在开展“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证书管理技术研究”、“金融交易中的区块链智能合约与分布式账本安全技术
研究”等研究课题，通过 WG4 在区块链领域研究的层层推进，已积累了相当的深度，将对后续开展的“区
块链开发平台网络与数据安全技术要求”、“区块链数字资产存储与交互防护技术规范”、“基于区块链
的商品信息追溯系统技术要求”三项行业标准的研制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此外，TC8 有线网络安全工作组（WG1）、无线网络安全工作组（WG2）、安全基础工作组（WG4）分
别召开工作组会议和相关联合会议，审查通过了“互联网码号资源公钥基础设施（RPKI）安全运行技术要
求

互联网码号资源本地化管理”、“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云端联动治理体系技术要求”、“钓鱼仿冒网

站判定技术要求”及“公有云服务安全运行可视化管理规范”等 4 项行标送审稿，讨论通过了“电信网数
据泄露防护系统（DLP）技术要求”、“DDoS 攻击定义与分类”、“高密度垃圾短信防护拦截技术要求”、
“互联网码号资源公钥基础设施（RPKI）资源列表”、“电信云服务安全监控技术要求”和“基于 oneM2M
的物联网服务层安全技术要求”等多项行标征求意见稿；审查通过了“区块链技术研究”、“区块链平台
安全机制研究”等研究报告并予结题；通过了行标“拟态构造路由器检测要求”、“拟态构造 web 服务器
检测要求”、“IPv6 网络安全测评技术要求”、“基于公众电信网的体育赛事网络安全技术规范 总体要
求”、“基于公众电信网的体育赛事网络安全技术规范 实施指南”和研究课题“金融交易中的区块链智
能合约与分布式账本安全技术研究”的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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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N 技术获 ITU 标准立项 开创光传送网新技术体系
近日，国际电信联盟第 15 研究组（ITU-T SG15）全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移动主导并联合中兴
通讯等国内外主要厂商提出的 SPN（Slicing Packet Network）技术通过 ITU 标准立项，开启了光传送网
新技术体系国际标准化的里程碑，将助力 5G 网络的部署。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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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分组网（SPN）是中国移动面向 5G 承载提出的创新技术体系。以切片以太网内核为基础的新一代
融合承载网络架构，具备低时延、大带宽、超高精度同步、灵活管控等技术优势，同时兼容以太网生态链，
具备低成本的特性。
ITU-T（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局）是国际电联主管信息通信技术标准的联合国机构，ITU-T SG15 是其专
题研究光传送网及接入网基础架构等技术标准的研究组，已经发布多个广泛应用的传送网技术体系，如
SDH、OTN、PTN 等。在本次 ITU-T SG15 全会上，中国运营商、设备商和研究机构提交了数十篇面向 5G 的
传送网技术方案提案，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
会议期间，中国移动牵头就 SPN 技术体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经过激烈的会议辩论，与会专
家普遍认为，SPN 在技术前瞻性、5G 传输能力、关键技术可行性及产业化等方面有很好优势，最终实现了
SPN 转发面技术的 G.mtn 标准立项。我国相关单位还将继续推动 SPN 的技术架构、保护机制、同步方案和
网管信息模型等进行立项，期望未来形成新的传送网标准体系。(摘自中兴通讯)

IETF 发布 ACTN 两项核心标准草案，打造开放的北向接口解决方案
近日，国际标准组织 IETF 正式发布 ACTN 两项核心标准草案，分别为 ACTN（Abstraction and Control
of TE Networks）核心架构(RFC8453)，ACTN 信息模型(RFC8454)。两大草案的发布标志着 ACTN 架构在国
际标准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将为运营商从现有复杂多域网络向未来智能化网络演进奠定基础。
ACTN 架构是基于运营商的具体场景和业务需求所提出的分层控制器的架构理念，该架构聚焦于北向
接口解决方案，通过接口模型的标准化实现不同厂商设备的互联互通，同时基于用户体验构建更丰富的服
务特性。2013 年底，IETF 首次提出 ACTN 架构；2015 年，IETF Teas(Traffic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and Signaling)工作组正式接纳 ACTN 架构作为 SDN 解决方案，并于随后接纳信息模型和启动 TE 系列的数
据模型定义；2018 年，在上下游产业的携手推动下，IETF 最终完成了架构、信息模型的标准发布，TE 的
拓扑和隧道模型标准也进入发布前的准备状态。
ACTN 架构草案引进了层次化控制控制器架构，对复杂网络进行逐层抽象，屏蔽复杂的网络设备技术
特征，为用户提供简便、灵活、可控的网络服务。
ACTN 信息模型通过定义开放的标准接口，向上层应用开放虚拟网络资源与管理权限，从而进一步激
发网络在业务编排、网络虚拟化服务提供、智能运维、自动化管控方面的潜能。
IETF 所定义的各 YANG 模型可以应用于 ACTN 架构中的控制器间接口，其中流量工程拓扑模型定义了
跨专业、跨技术的网络拓扑模型，为解决多厂商互联互通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此次 IETF 发布的两篇标准草案，标志着 ACTN 系列标准已经开花结果。后续 IETF 标准专家将持续围
绕更多具体技术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和制定标准。目前除 TE 基础模型外，已有传送、微波、IP 等具体网络
模型和业务模型已经被 IETF 各工作组接纳，并将稳定和发布。此外，模型的使用方案指引也在制定和讨
论中。(转自 http://www.c114.com.cn)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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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
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旨在以信息化方式传播、验证或执行合同的计
算机协议。智能合约允许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可信交易，这些交易可追踪且不可逆转。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不仅可以发挥智能合约在成本效率方面的优势，而且可以避免恶意行为对
合约正常执行的干扰。将智能合约以数字化的形式写入区块链中，由区块链技术的特性保障存储、读取、
执行整个过程透明可跟踪、不可攥改。同时，由区块链自带的共识算法构建出一套状态机系统，使得智能
合约能够高效地运行。
智能合约的工作原理：
1）智能合约由区块链内的多个用户共同参与制定，可用于用户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协议中明确了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开发人员将这些权利和义务以电子化的方式进行编程，代码中包含会触发合约自动执
行的条件。例如，你把一套闲置的房子租给 A，那么，这份智能租约中就规定了 A 必须在每月 5 号之前给
你打房租、你必须在收到房租时马上给对方钥匙等条款。
2）一旦编码完成，这份智能合约就被上传到区块链网络上，即全网验证节点都会接收到你和 A 的租
房合约。
3）智能合约会定期检查是否存在相关事件和触发条件；满足条件的事件将会推送到待验证的队列中。
假设 A 在 4 号提前打房租给你，这个事件就成了该合约的触发条件（每月 5 号以前）。
4）区块链上的验证节点先对该事件进行签名验证，以确保其有效性；等大多数验证节点对该事件达
成共识后，智能合约将成功执行，并通知用户。
5）成功执行的合约将移出区块。而未执行的合约则继续等待下一轮处理，直至成功执行。（摘自区
块链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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