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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批准 3 项通信行业标准修改单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印发实施
第一届星地一体量子网络国际研讨会成功举行
《信息通信能源智慧应用及标准化》白皮书发布会暨安全、高效、绿色、智慧的基础设施技术
与标准论坛在京举
3GPP 中国伙伴（CF3）在大连承办 3GPP TSG SA3 第 92 次会议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NFVO）技术要求”等 3 项行标送审稿获审查通过
“基于 SDN 的二层 VPN 组网场景及需求”等 2 项行标送审稿获审查通过
TC5 召开第 46 次全会 成功举办“5G 增强新技术研讨会”
国标“光缆基本试验方法”完成与国际标准对应及修订工作
行标“10Gbit/s 对称无源光网络（XGS-PON）”送审稿获审查通过
推进拟态防御技术应用 逐步完善拟态技术相关设备系列标准
TC10 召开第 20 次全会 成功举办“物联网开放平台和服务层技术”研讨会

工信部批准 3 项通信行业标准修改单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018 年 8 月 24 日，工信部批准公布《TD-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第一阶段）》
等 3 项通信行业标准修改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3 项通信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如下:
1、YD/T 2575-2016《TD-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第一阶段）》第 1 号修改单；
2、YD/T 2576.2-2013《TD-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终端设备测试方法（第一阶段） 第 2 部分：无
线射频性能测试》第 1 号修改单；
3、YD/T 2684-2013《LTE/TD-SCDMA/WCDMA/GSM(GPRS)多模单待终端设备测试方法》第 1 号修改单。
（摘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印发实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针对突出问题，呼应群众需求，指导、推进加大执法力度，充分运用“互联
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知识产权监管方式，有效保护来自国内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国家知识
产权局印发了《“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五部分：一是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工作目标；二是主要任
务包括建设基础数据库、侵权假冒线索智能检测系统等技术支撑体系，建立侵权假冒线索检测启动与推送、
智能检测与人工判断衔接、涉外侵权假冒信息分析处理等核心运行机制，推进有关地方与单位、重点领域
与环节的试点工作等内容；三是工作运行体系，包括对国家局有关部门与单位、地方局等机构、维权援助
中心、保护中心与快维中心、咨询专家、志愿者等各方职责的划分；四是工作进度，各项任务要求两年内
完成，分为研究与准备、开发与试点、总结与推广三个阶段；五是工作保障，包括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投
入实效、加强监督考核、强化信息安全、健全制度规范、加强宣传培训。（转自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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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星地一体量子网络国际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 日，继一年一度的国际量子密码大会（Qcrypt 2018）在上海举办之后，为了进
一步探讨量子通信技术应用、推动星地一体量子网络建设以及量子通信产业发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乌镇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星地一体量子网络国际研讨会：技术、应用和标准”。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出席并主持会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秘书长杨泽民出席会议并致辞。
BB84 协议（一种量子密钥分发协议）提出者、2018 年 Wolf 物
理学奖获得者 Charles H.Bennett 和 Gilles Brassard 分别主
持了会议的技术篇和应用篇，牛津大学教授、E91 协议（一种
量子密钥分发协议）提出者 Artur K.Ekert 主持了标准篇。出
席会议的还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相关单位
的领导。
在技术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彭承志介绍了全球尺度
的量子通信进展，特别是中高轨道量子卫星和地面站小型化等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秘书长杨泽民致辞

面临的技术难题和挑战；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 Paolo
Villoresi 分享了意大利和欧盟正在开展的有关量子卫星的验证性实验及未来发展计划；俄罗斯量子计算
中心首席科学家 Vadim Makarov 介绍了量子通信的实际安全问题，并分析了自由空间量子通信可能面临的
有关攻击等内容。
在应用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等
单位有关领导和专家分别介绍了健康医疗领域信息化工作进展和安全需求、星地一体量子网络在电子政务
领域的应用实践和展望、基于量子密钥分发技术保护的时频传输技术研究进展和下一步计划，以及量子卫
星的应用场景和未来发展规划等内容。
在标准篇，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总裁、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量子通信与信息技术特设任务组组
长戚巍介绍了量子密钥分发标准化工作在 CCSA 和 ISO 的进展情况，包括术语、场景、星地一体网络架构
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强介绍了量子计算和测量技术的发展情况及
标准化需求，特别是我国量子计算和测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设立情况、标准体系框架、组织结构和工作
计划。
在讨论环节，潘建伟院士、Bennett、Brassard、Ekert 与 Villoresi、Makarov 及清华大学教授王向
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宇翱、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勇等嘉宾就量子密钥分发技术
以及星地一体量子网络在价格、成本、安全、建设和应用等方
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和富有成效的讨论，与会的国外专家对我
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取得的成绩和未来规划表示了敬佩和赞赏，
并表达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愿望。
本次会议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量子通信与信息技术特
设任务组和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目前，在中
国科学院和工信部的指导下，特设任务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
启动了 14 项标准编制工作，包括“量子通信术语和定义”、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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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保密通信应用场景和需求”2 项国家标准，代表中国出席了 ETSI/IQC 国际量子安全研讨会（Quantum
Safe Workshop）和 2017 年度国际量子密码大会。下一步，特设任务组将围绕量子通信产业发展需求和巩
固量子通信标准化成果的目标，进一步做好标准布局和推广工作，做好有关标准的宣传和输出，塑造和强
化我国在量子通信标准化领域的国际引领地位，巩固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全球影响力。(中国通信标准
化协会供稿)

《信息通信能源智慧应用及标准化》白皮书发布会
暨安全、高效、绿色、智慧的基础设施技术与标准论坛在京举
2018 年 8 月 30 日，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主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承办 的“《信
息通信能源智慧应用及标准化》白皮书发布会暨安全、高效、绿色、智慧的基础设施技术与标准论坛”在
北京举行。本次会议邀请了工信部、运营商、科研院所相关领导及专家 30 余名，旨在通过对信息通信基
础设施相关前沿技术及权威标准的交流解读，为行业未来发展指引方向，共同构建信息通信能源智慧化应
用标准体系。
会议由 CCSA 副秘书长潘峰主持。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副司长陈立东到会致辞。陈立东表
示，优化信息通信产业结构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CCSA 此次发布的白皮书是领域首次针对
标准化工作进行的前沿研究，凝聚了行业专家的智慧。未来信息通信领域的发展，应从产业政策和行业实
际出发，力求推动领域“安全、高效、绿色、智慧”发展。同时也强调，5G 等技术的大力发展，对标准
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最后，对未来行业发展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成果应用和开展跨界合作的 3
点具体要求。
CCSA 副理事长兼常务副秘书长代晓慧代表协会发表讲话。代晓慧表示白皮书的发布是践行十三五规
划，努力实现“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宏伟目标的具体体现。对于未来 CCSA 的工作
方向：一要积极应对新机遇、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协会工
作提高更高层次；二是以会员为本，实现差异性服务、做好沟
通；三是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在与会专家的期待和热烈欢迎下，陈立东副司长和代晓慧
副秘书长共同对白皮书的发布进行揭幕。
随后 CCSA TC4 WG1 组长齐曙光对《信息通信能源智慧应
用及标准化白皮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CCSA TC4
主席余斌介绍了 TC4 的标准化体系架构，对 TC4 在通信电源和机房环境两方面的标准体系近期及远期的工
作重点进行了详细讲解。
参与论坛交流的还有来自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设计院、中国银行总行数据中心、中国铁塔、哈尔滨工
业大学、中国联通、华为、中兴等企业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展示了在各自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摘自中
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网站）

3GPP 中国伙伴（CF3）在大连承办 3GPP TSG SA3 第 92 次会议
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4 日，3GPP 中国伙伴（CF3）在辽宁大连承办了“3GPP 业务和系统方面技术规
范组第 3 工作组（安全组）第 92 次会议”。来自 3GPP 各伙伴组织的 75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
工作组主席来自日本 NEC 公司的 Anand Raghawa Prasad 主持。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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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3GPP SA3 第 91 次会议报告，讨论
并通过了 SA3 与 3GPP 其他工作组、GSMA、
TCG、
ETSI TC-CYBER、
ETSI NFV 等与本组工作相关内容的联络函。会议主要讨论
技术内容包括：5G 系统安全方面-阶段 1（Rel-15）、5G 安
全保证规范（Rel-16）、MCX 安全（Rel-16）、SAE/LTE 安
全、IP 多媒体子系统（IMS）安全、网络域安全（NDS）、
关键任务服务安全、安全保证规范、窄带 IoT 安全方面、支
持 5G 新无线的 EPC 增强、3GPP 北向 API 的公共 API 框架的
安全方面、PLMN RAN 选择（Rel-15）、极低通信量机器型
通信设备的电池效率安全（Rel-15）等。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在切片管理安全、5G 到 3G 单独无线语音连
续性安全方面新项目立项的问题，未达成一致的立项问题将在下次会议上继续讨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
2019 年 10 月 CF3 将继续在国内承办 SA3 的会议计划
CF3 将继续争取和组织在华承办 3GPP 相关技术规范组会议，提升我国产业在 3GPP 组织中和 5G 国际
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关于 3GPP 中国伙伴（CF3）：
3GPP 中国伙伴（Chinese Friends of 3GPP——CF3）是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倡导由 3GPP 独立成员自愿参
加并为加强国内 3GPP 独立成员间合作、提升伙伴成员在 3GPP 中影响力在 CCSA 内设置的推进技术机构。
截止目前，CF3 的成员单位包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三星通信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南京爱立信熊猫通
信有限公司、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司、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通信标准化协
会供稿)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NFVO）技术要求”等 3 项行标送审稿获审查通过
在近日 NFV 特设标准项目组召开的会议上，重点审查了“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NFVO）技术要求
NFVO 与虚拟基础设施管理器（VIM）接口”等 3 项行业标准送审稿。项目组赵慧玲组长、李文璟副组长出
席会议并对项目总体进展及后续工作提出了要求。编写组王海宁组长主持了会议，来自 CCSA 成员单位的
34 名代表参会。
与会专家审议通过“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NFVO）技术要求

NFVO 与虚拟基础设施管理器（VIM）

接口”、“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NFVO）技术要求 NFVO 与运营支撑系统（OSS）接口”和“网络功能
虚拟化编排器（NFVO）技术要求 业务模板”等 3 项行标送审稿。
传统网络中，网络功能的执行通常与硬件设备强耦合，而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将网络功能的软件执
行与其运算、存储及使用的网络资源之间解耦。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NFVO)是 NFV 系统的编排器，负责网
络服务的管理和 NFV 的资源管理等。NFVO 通过编排不同的虚拟网络功能（VNF）组成网络服务（NS），并
管理 VNF 与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NFVI）资源的关联与映射关系。“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NFVO）
技术要求 NFVO 与虚拟基础设施管理器（VIM）接口”对虚拟网络功能的编排（NFVO）中 NFVO 与 VIM 的
接口进行研究。“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NFVO）技术要求 NFVO 与运营支撑系统（OSS）接口”从接口
功能需求、接口分析、接口定义三个角度对 NFVO 与 OSS 间的接口进行规范。此外，为实现 NFV 三层解耦
以及异厂家设备对接，需要统一各厂家对 NFV 信息模型和模板的语义理解，制定相应行业标准，“网络功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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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虚拟化编排器（NFVO）技术要求 业务模板”用于指导各专业领域正在开展和将要开展的 NFV 三层解耦
工作，为 NFV 网络规模化部署提供技术参考和测试依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基于 SDN 的二层 VPN 组网场景及需求”等 2 项行标送审稿获审查通过
近期，网络与业务能力技术工作委员会（TC3）网络总体工作组（WG1）以及新型网络技术工作组（WG3）
在京分别召开工作组会议。WG1 会议审查通过了“基于 SDN 的二层 VPN 组网场景及需求”行标草案送审稿。
VPN 专线业务主要面向政企客户的组网需求，提供稳定、可靠、安全的网络连接服务，是运营商的主营业
务之一。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变化以及产业链的影响，传统基于 TDM 的 SDH、MSTP、ATM、DDN 等专线
业务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运营商通过主推的三层 VPN 产品替代原有专线业务，但三层 VPN 产品存在管
理维护复杂、网络时延不稳定等问题，且一直存在安全争议，因此客户希望运营商能够继续提供二层 VPN
产品。目前二层 VPN 的主流技术包括基于 MPLS 的 PWE3 方案、IP RAN 方案以及 VXLAN 方案等，随着 SDN
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些方案也正在与 SDN 技术融合，基于 SDN 的二层 VPN 应用场景被普遍看好，但缺少还
相关研究，因此本行标准旨在说明基于 SDN 的二层 VPN 组网应用场景和相关需求等内容，为政企客户提供
一个简化的二层 VPN 网络环境以及一个高效的业务应用环境，同时为运营商提供更丰富的业务能力和更灵
活的部署、配置、维护能力。
WG3 会议审查通过了“基于 FDN 的流量调度系统技术要求”行标草案送审稿。在基于 FDN 的未来网络
体系架构中，运营商都有建立流量调度系统的需求，可以通过标准通用的接口从不同厂家的网络设备上动
态采集网络链路负载状况，并能够根据流量调度策略和算法通过协同不同厂家的 SDN 控制器或者网络设备，
实现对路由设备的策略路由的动态配置和和调整，从而实现数据流量在不同网络的不同链路间进行调度和
均衡。流量调度系统的功能也可以进行扩展，并为上层应用提供网络资源编程和管理接口，为上层应用提
供控制器层面的功能选择和调度。目前中国电信已经开发了 SDN 业务编排器原型，通过适配接口对接了不
同厂家的 SDN 控制器，并在现网进行了试验，能够实现流量动态分析和调度，减少了运维工作的复杂度，
减轻了运维人员的工作量。在对接过程中，由于是逐个适配不同厂家的私有化接口，对接集成和开发工作
复杂和量大，各个参与方认识到应该建立标准化的流量调度系统接口和技术要求，以简化后续大规模商用
的开发工作量。主要设备厂家（阿朗、思科、华为等）均积极参与了这一工作过程。 为了进一步推动基
于 FDN 的流量调度系统的标准化与产业化，有必要定义并完善基于 FDN 的流量调度系统技术要求，而更好
地指导厂家实现与产业化部署。(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5 召开第 46 次全会 成功举办“5G 增强新技术研讨会”
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第 46 次全会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30 日在西安市召开，全会期间
成功举办了“5G 增强新技术研讨会”，TC5 下设的各工作组在同期均召开了会议及相关联合会。79 家成
员和特邀单位共计 300 余位代表参加会议。在本次全会上，通过了各组提交审议的标准送审稿和立项建议，
圆满完成预期目标。
全会举办了“5G 增强新技术研讨会”，彰显“4G 改变通信，5G 改变生活”。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的高校科研人员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及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的制造业专家，共同对后 5G 场景做了预测和设想，对
可能用到的模型、技术做了分析和探讨，为通信发展描述了更美好的未来。本次研讨会充分展示了业界各
方对后 5G 的思考和期待，为产业链上下游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对后续 5G 增强技术研究有着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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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全会在各组充分审议基础上通过了“GSM-R 通信系统无线电监测小站的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体系架构及应用规范”、“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中继（Relay）系统设备技
术要求”、“天线测量场地检测方法”、“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增强型机器类型通信（eMTC）核心网
设备技术要求”、“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专用核心网（DCN）设备技术要求”、“基于 LTE 的车联网
通信安全技术要求”等 19 项通信行业标准草案送审稿；通过了“5G 网络架构及关键技术研究”、“基于
LTE 的语音解决方案（VoLTE）流量计费方案研究”、“移动通信系统大规模阵列天线技术要求与测试方
法”、“5G 安全技术研究”等 6 项研究课题予以结题。
全会还通过了拟在 2019 年开展的各类标准立项建议，包括“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总体技
术要求”等 2 项国家标准项目立项建议；“公众无线局域网业务服务质量指标要求和测试方法”、“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路侧设备测试方法”、“面向物联网的蜂窝窄带接入（NB-IoT） 基站设备技
术要求（第二阶段）”、“Ka 频段机载卫星通信地球站通用技术要求”、“5G 边缘计算总体技术要求”
等 20 项通信行业标准项目立项建议；“5G NR 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技术研究”、“5G 核心网网络智能化
分析和控制架构与关键技术研究”、“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宽带业务通信质量测试方法研究”等 4 项
研究课题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国标“光缆基本试验方法”完成与国际标准对应及修订工作
GB/T 7424.2—2008《光缆总规范 第 2 部分：光缆基本试验方法》是光缆总规范系列国家标准中的一
项标准，自实施九年以来，作为光缆的基础研究标准被我国光缆产品标准大量引用。近年来，由于该标准
修改采用的 IEC 60794-1-2 技术内容更新且已发布了新的版本，同时 IEC 60794-1-2 新版将各类试验方法
进行了明确分类，涉及 IEC 60794-1-2（总则）、IEC 60794-1-21（机械试验方法）、IEC 60794-1-22（环
境试验方法）、IEC 60794-1-23（元件试验方法）和 IEC 60794-1-24（电气试验方法）共 5 个部分。为
此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线缆工作组近日召开会议，启动了对 GB/T 7424.2-2008 的修订
审查工作，将该国标拆分为 5 个部分，同 IEC 的分类方法一致，以方便标准使用和标准维护。本次会议经
充分审议，审查通过了其中的“光缆总规范第 20 部分：光缆基本试验方法-总则和定义”、“光缆总规范
第 22 部分：光缆基本试验方法-环境性能试验方法”以及“光缆总规范第 24 部分：光缆基本试验方法电气试验方法”共 3 个部分。(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行标“10Gbit/s 对称无源光网络（XGS-PON）”送审稿获审查通过
如何为用户提供高速、经济的宽带接入成为运营商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接入网层面实现固移融合、全
业务接入，可有效降低运营商的网络建设成本，亦是未来有线宽带接入网部署趋势。10Gbit/s 对称无源
光网络（XGS-PON）作为新型的无源光网络技术，是未来吉比特无源光网络的演进方向，可实现对上述承
载业务和接入网络更好的支撑。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接入网工作组近日召开会议，审
查通过了行标“接入网技术要求”10Gbits 对称无源光网络（XGS-PON）”送审稿。该标准依据 ITU-T
G.9807.1:2017“10-G 级对称无源光网络（XGS-PON）”，分为总体、PMD 层和 TC 层三个部分，其制定将
有效推动 XGS-PON 技术和产业应用的发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推进拟态防御技术应用 逐步完善拟态技术相关设备系列标准
近日，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工作委员会（TC8）有线网络安全工作组（WG1）和无线网络安全（WG2）
工作组各自分别召开了会议和联合会议，TC8 WG2 并还与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无线安全与加
密工作组（WG5）召开了联合会议。在 WG1 会议上，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与参会代表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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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对拟态防御技术进行了交流，主要就拟态安全原理、目前应用情况、相关产业联盟背景以及标准推进
计划等内容做了详细介绍。目前我国已自主研发出世界首套拟态域名服务器并投入线上运行。WG1 前期已
经申报了拟态域名服务器的行业标准，本次会议旨在继续针对拟态 web 服务器和拟态路由器展开研究，为
标准化工作夯实基础。
WG1 会议还讨论了 3 项行标“电信网和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安全要求”、“数据防泄漏系统
技术要求”、“DDoS 攻击定义与分类”的征求意见稿，并讨论通过了 2 项行标“云安全资源池能力开放
技术框架”、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库审计系统技术要求”和 2 项研究课题“拟态构造 Web 服务器技术要求”、
“拟态构造路由器技术要求”的立项建议。
WG2 会议讨论通过了行业标准“钓鱼仿冒网站判定技术要求”的征求意见稿及“移动应用软件个人信
息保护要求”1 项国标立项建议。会议还审查了行标“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云端联动治理体系技术要求”
送审稿，讨论了行标“物联网用户卡安全监测技术要求”、
“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业务系统防撞库技术要求”、
“高密度垃圾短信防护拦截技术要求”的征求意见稿。
在 TC8 WG2 与 TC5 WG5 联合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研究课题“5G 安全技术研究”并同意结题。在 WG1
与 WG2 联合会上，讨论了 3 项行标“电信大数据平台数据脱敏实施指南”、“电信大数据安全管控分类分
级技术要求”、“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分析应用系统安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
稿)

TC10 召开第 20 次全会 成功举办“物联网开放平台和服务层技术”研讨会
物联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10）第 20 次全会于 2018 年 8 月 7 日至 9 日在贵阳市召开。结合当前技术
热点，全会首日举办了以“物联网开放平台和服务层技术”为专题的技术研讨会。TC10 主席续合元主持
了研讨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标准处徐鹏处调、协会杨泽民秘书长莅临会议并分别讲话。徐鹏强调，
通信标准应切实结合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要关注网络和业务的安全问题制定相应标准，同时他对如
何保证标准的质量和按计划进度完成提出了明确要求。杨秘书长指出，物联网标准应重点支持垂直行业的
商业计划，为行业再造服务，因此协会应有灵活的机制包容联盟等团体，形成多层次标准共存和以竞争促
发展的格局。来自飞利浦照明、阿里巴巴、机智云、高通、华为、中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等单位的 9 位专家在研讨会上分别就物联网平台及联盟生态等议题向会议分享了最新的研究及实践成果，
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共鸣和热烈反响。TC10 下设的 4 个工作组（WG）也同期召开了会议。
总体工作组（WG1）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公众电信网增强 支持移动健康的总体框架”1 项国标征求意
见稿以及“基于 oneM2M 的物联网服务层 总体技术要求”、“基于 oneM2M 的物联网服务层 实施导则”、
“物联网分布式授权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基于设备管理平台代理的 M2M 终端接入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
总体”等 4 项行标征求意见稿。会议还通过了“智慧城市 电子围网业务需求和能力要求”、“智慧城市 电
子围网技术要求”两项国标和“智能硬件设备互联的框架和技术研究”研究课题的立项建议。WG1 下设的
区块链子工作组讨论了行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物联网业务平台框架”和研究课题“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物联网应用用例与实践分析”、“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数据交换与共享技术分析”的征求意见稿，
根据会议意见后续将修改完善继续讨论；本次子组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研究课题“面向物联网的区块链与人
工智能融合技术研究”的立项建议。车联网子工作组讨论通过了“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网络层
技术要求”、“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消息层技术要求”、“面向 LTE-V2X 业务的 MEC 总体需求
与架构”、“面向 5G-V2X 自动驾驶场景分析和数据集”等 4 项行标和“车联网业务架构技术研究”、“5G
支持高级自动驾驶关键技术的研究”2 项研究课题的立项建议。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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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作组（WG2）会议审查通过国标“公众电信网增强支持智能家居应用的技术要求”的预送审稿，
通过了 5 项行标“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公用自行车系统运营服务要求”、“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公用自行车系
统技术要求”、“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锁系统总体技术要求”、“基于 SIM 卡的物联网安全服务技术要求”、
“物联网智慧照明系统控制器连接接口技术要求”，1 项协会标准“物联网智慧照明系统控制器连接接口
技术要求”和 1 项研究课题“窄带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消防领域的应用研究”的立项建议。在智慧照明子工
作组会议上，各成员单位共同探讨了和照明行业融合促进标准落地实施的机制，包括：邀请照明行业单位
参与 CCSA 标准制定；与照明行业联合制定标准等。
基础设施和平台工作组
（WG3）会议讨论通过了 3 项研究课题“基于 NFV 的物联网业务技术需求分析”、
“基于 SDN 的物联网业务技术需求分析”、“LoRaWAN 网络能力增强技术的研究”并同意结题，会议还讨
论通过了“基于 oneM2M 的物联网服务层”系列的 3 项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
感知和延伸工作组（WG4）会议审查通过了国标“公众电信网增强 支持智能家居应用的测试方法”的
预送审稿和行标“物联网终端原电池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的征求意见稿；讨论了行标“嵌入式通用集成
电路卡（eUICC）远程管理平台技术要求（第一阶段）”的征求意见稿；会议还深入讨论了“车联网中的
边缘计算技术研究”、“物联网边缘计算技术研究”、“物联网中基于 WIFI 的无线网状(Mesh)网络组网
技术研究”等三项研究课题。(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2018 年 8 月 30 日，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主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承办 的“《信
息通信能源智慧应用及标准化》白皮书发布会暨安全、高效、绿色、智慧的基础设施技术与标准论坛”在
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举行。此次发布的白皮书是该领域首次由 CCSA 针对标准化工作进行的前沿研究。

演进路线
第一阶段：50 年代，产品功能化管理人工化。能源顺利供给，人工 24 小时不间断维护；
第二阶段：80 年代末 90 年代，产品自动化管理平台化。平台集中监控成为主要特点。具备监控模块，
出现监控的平台。
第三阶段：产品智能化管理智慧化。自学习、自诊断、自维护、自更新。自我动态调节成为主要趋势。

标准及应用
标准体系架构
CCSA 目前已建立了信息通信电源和机房基站环境标准体系框架,在此框架下共制定相关标 准 105 项，
其中有 53 项提出了信息通信能源智慧应用相关要求。为信息通信产业能源转型升级提供了实施方向，引
导产业向安全、高效、绿色、智慧发展。
保障安全可靠
CCSA 充分关注信息通信安全用能，通过严格规范，保障行业稳定发展。在制定的相关标准中提出，
系统应能够利用数字化手段采集数据，通过无线/有线网络传送至管理平台，平台基于智慧化决策进行运
维管理，保障整个信息通信能源安全、可靠运行。
CCSA 制定的 YD/T 2378-2011
《通信用 240V 直流供电系统》荣获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进步二等奖。
以通信用 240V 直流供电系列行业标准为基础，编写了国际标准 ITU-T L.1200-2012《高达 400V 直流供电
系统与 ICT 设备的接口技术要求》等 5 项标准。上述标准明确提出系统应实时监测和传送运行参数信息及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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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信息。
实现节能高效
CCSA 将绿色指标要求及最新节能技术融入标准体系，围绕智慧推动节能减排，制定相关标准 7 项，
在研标准 2 项，牵头制定国际标准 5 项，把我国最先进的技术写入了国际标准。主导编写的《数据中心和
通信机房基础设施能效评估方法及节能技术指南等 10 项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和协会标准》荣获 2017 年中
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在 YD/T 1058-2015《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和 YD/T 2165-2017《通信用交流模块化不间断电源》
标准中明确要求，产品应能基于负载率变化自动调整功率模块的休眠数量，具有智能轮询策略，自动开关
功能模块。研究课题《市电+保障电源的两路供电系统》通过对市电供电回路和保障电源回路的效率进行
实时计算，智能调节功率输出比，实现供电系统最高的综合能效。
绿色能源，绿色生态
CCSA 积极倡导清洁可再生能源接入，加大多能转换技术研究及标准制定。信息通信行业积极引入太
阳能、风能、天然气等绿色能源，已制定绿色能源相关标准 7 项，在研标准 2 项。牵头编写国际电信联盟
标准 ITU-T L.1325-2016《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ICT 绿色解决方案》。CCSA 在研课题《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
统在数据中心的应用研究》以及国际标准 ITU-T L.SE_D《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智慧能源方案》、ITU-T
L.SE_BS《通信基站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和 ITU-T L.SM_EN《城市和家庭智慧能源》，加速推进能源智能
化应用的标准化进程。
促进融合，构建共享
CCSA 高度重视资源整合，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监控管理行业规范，制定监控维护标准 16 项，在研标准
2 项。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系统（DCIM）是近几年提出的新型管理平台，CCSA 紧随新技术，开展了《数
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系统（DCIM）研究》项目，围绕数据采集、通信协议、接口，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
运维管理及展现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标准化的可行性。

标准化展望
在信息通信能源高速智慧化发展前景下，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惯犯应用，逐
步呈现出信息通信能源领域与 ICT 技术的高度融合趋势。CCSA 着力打造信息通信能源设备数字化、平台
网络化、管理智慧化的发展生态，深入研究逐步开展标准化工作，推出智能化应用标准体系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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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动数字化：研究制定资源数字管理相关标准，通过进一步规范设备极早期预告警等预防式维护
功能，有效应对爆发式增长的运维需求。
大力推进网络化：加强网络化传输管理，提出组网方式、传输时延、网络安全等要求。加强精细化管
理功能要求。
重点推动智能化：平台、系统、设备的智慧化要达到自学习、自感知、自决策，智能运维、智能管理
的目的。
《信息通信能源智慧应用及标准化》白皮书的研究和发布，将推动整个行业安全、高效、绿色、智慧
发展，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美丽中国的美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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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IEC 27005 新标准将有助于降低信息安全泄露风险
在当今数据泄露和网络攻击是各组织面对的重大威胁之一，无论是商业敏感信息或是客户的个人信息，
信息的安全保护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关注。新近修订的 ISO/IEC 27005:2018《信息技术-安全技术-信息
安全风险管理》为各组织提供了如何通过提供一套有效风险管理框架解决这些难题的指南。
作为对提供信息安全管理系统要求 ISO/IEC 27001:2013 的补充，新修订的 ISO/IEC 27005 是构成网
络风险工具包 ISO/IEC 27000 系列标准中的一个标准，ISO/IEC 27001《信息技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管
理系统-要求》是其中的引领性旗舰标准。系列标准中的其他标准包括云保护信息、电信和其他部门信息
安全、网络安全、ISMS 审核等。
ISO/IEC 27005 由 ISO/IEC 联合技术委员会 JTC 1 的工作组负责制定。(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可见光通信（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VLC）
可见光通信技术，是指利用可见光波段的光作为信息载体，无需光纤等有线信道的传输介质，在空气
中直接传输光信号的通信方式。可见光通信技术绿色低碳、可实现近乎零耗能通信，还可有效避免无线电
通信电磁信号泄露等弱点，快速构建抗干扰、抗截获的安全信息空间。
与目前使用的无线局域网（无线 LAN）相比，可见光通信系统可利用室内照明设备代替无线 LAN 局域
网基站发射信号，其通信速度可达每秒数十兆至数百兆，未来传输速度还可能超过光纤通信。利用专用的、
能够接发信号功能的电脑以及移动信息终端，只要在室内灯光照到的地方，就可以长时间下载和上传高清
晰画像和动画等数据。该系统还具有安全性高的特点。用窗帘遮住光线，信息就不会外泄至室外，同时使
用多台电脑也不会影响通信速度。由于不使用无线电波通信，对电磁信号敏感的医院等部门可以自由使用
该系统。（摘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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