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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印发
工信部：2020 年基本建成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
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 2018 年工作会议
CCSA 召开技术管理委员会换届大会暨 2018 年第一次会议
CCSA 召开通信用铝空气电池技术交流研讨会
CCSA 举办 2018 年第一期标准化人员培训班
人工智能领域成为标准化研究主题
量子保密通信领域三项研究课题通过立项
行标“移动通信网高精度定位总体技术要求”启动研制工作
TC4 召开第 32 次全会 审议通过“微型基站用综合配电箱”等行标立项建议
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系列行标送审稿通过审查
宽带客户网关虚拟化系列国家标准送审稿通过预审
室内光缆系列标准相继完成修订
“集成可调谐激光器组件”等项行标送审稿通过审查
TC7 召开第 28 次全会 “VoLTE 核心网网络管理接口信息模型”等多项行标通过审查
TC9 召开第 26 次全会 NB-IoT 设备电磁兼容性标准取得阶段性进展
CCSA TC11 召开第十八次全会 “新互联网”概念成会议研讨热点

《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印发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底我国将实
现“初步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的发展目标，具体包括建成 5 个左右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
遴选 10 个左右跨行业跨领域平台、推动 30 万家以上工业企业上云、培育超过 30 万个工业 APP 等内容。
《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18 年工作计划》同期印发。
其中重点任务的核心技术标准突破行动要求到 2018 年底，成立国家工业互联网标准协调推进组、总
体组和专家咨询组，初步建立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框架，建立 1 至 2 个技术标准与试验验证系统。2020
年前，制定 20 项以上总体性及关键基础共性标准，制定 20 项以上重点行业标准，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建立 5 个以上的技术标准与试验验证系统，推出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互联
网软硬件产品。
行动内容包括：成立国家工业互联网标准协调推进组、总体组和专家咨询组，形成标准化主管部门、
研究机构、企业协同推进的标准体系建设机制。制定国家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研制通用需求、
体系架构等总体性标准，开发新型网络技术和计算技术、网络互联和数据互通接口、标识解析、工业互联
网平台，及相应的设备、平台、网络和数据安全等基础共性标准，制定面向重点行业应用的标准规范。开
展工业互联网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品研制，推进边缘计算、深度学习、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区块链等
新兴前沿技术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研究。建设一批新技术和标准符合性试验验证系统，开发和推广仿真和
测试工具。（转自工信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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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2020 年基本建成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
2018 年 6 月 1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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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联网产业是依托信息通信技术，通过车内、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人、车与服务平台的全方位连接
和数据交互，提供综合信息服务，形成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
形态，是全球创新热点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大力发展车联网，有利于汽车产业创新发展，构建汽车和交通
服务新模式新业态，促进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发展，提高交通效率、降低事故发生率、节省资源、减少污
染、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近年来，我国车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关键技术创新不断加快，测试示范区建设初具成效，融合创新生
态体系初步形成，涉及汽车、信息通信等多个行业发展以及交通运输、车辆管理等领域的数字化改造，为
实现充分合作、加强协同，迫切需要建立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的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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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发挥好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
20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车联网产业发展专项委员会作用，合力推动解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基础设施、
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加强对产业发展的规范和引导，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环境，着力突破先进传感
器、车载操作系统及中间件、车载智能处理平台、汽车级芯片等关键技术，加强 LTE-V2X 无线通信技术的
覆盖和应用，推动信号灯、交通标识等道路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和接口改造，加快建立车联网产业体系，促
进自动驾驶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摘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 2018 年工作会议
2018 年 6 月 8 日，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85)在京召开 2018 年工作会议。国标委工业标准
二部刘大山处长、TC485 主任委员闻库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 TC485 副主任委员杨泽民主持。31 名委员
参加会议。
刘大山处长充分肯定了 TC485 近年来的工作，指出 TC485 作为
国家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平台，在推进信息通信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通过了新《标准化法》，调整了标准
范围，增加了标准层级，明确了团体标准法律地位。国家深入推进
标准化工作改革，构建政府主导和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新型标准体
系，今年将是标准化工作改革进入积极稳妥推进向新型标准体系过
渡的关键一年，加强整合强制性标准工作力度，需要依托标准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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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机构，并且在《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等重大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中，明确了标准化工作任务分工，
TC485 等国家标准化工作平台将大有可为。
闻库主任委员回顾总结了过去一年信息通信国家标准
化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下一步做好 TC485 工作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抓重点领域，制定一批高水平标准。在 5G、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网络信息安
全、光通信等关键和核心领域，制定一批技术成熟度较高的
标准。二是抓协同配合，联合开展国家标准制定。加强与汽
标委、密码行业标委会等行业标准化组织合作，联合开展车
联网、5G、密码算法等国家标准制定，携手推动 5G 等国际
标准化工作。加强与中国无线电协会、通信企协、通信学会等通信类协会联系沟通，强化通信国家标准统
一归口，发挥 TC485 平台作用。三是抓标准质量，提高标准技术水平。加强项目监督检查，督促项目牵头
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标准任务。对不能按时完成制修订任务的，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通信国家标准化
工作，在观念上，要从注重数量向注重标准质量转变。在制定上，要高标准，严要求。在审查上，要把好
技术审查关，从标准是否满足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技术发展路线、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审查。
会上审议通过 TC485 2018 年工作要点，
还审议通过了 8 项国家标准立项建议和 18 项国家标准送审稿，
将按程序报工信部和国标委审批。(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CCSA 召开技术管理委员会换届大会暨 2018 年第一次会议
2018 年 6 月 12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在北京召开了技术管理委员会换届大会暨 2018 年
第一次会议。
首先协会秘书处简要介绍了技术管理委员会的换届情况，
并宣读了新一届技术管理委员会组成名单。技术管理委员会的 23 位
委员，以及协会秘书处的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技术管理
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泽民、副主任委员代晓慧主持，对多项议题进行了
认真的讨论和审议。
经会议审议决定，将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特设任务组（ST4）
的工作并入电磁环境与安全防护技术工作委员会（TC9）下，以“共
建共享工作组（WG4）”的形式开展相关的标准化工作。
会议讨论了协会开展航天通信标准化工作考虑，认为开展航天通信标准化研究很有必要，符合国家天
地一体化网络的发展战略，协会应要做好整体规划、找准结合点，并在协会现有 TC 的基础上做好协调分
工。
会议听取了协会设立推进委员会相关工作情况的报告，经会议讨论认为，为了更好的适应信息通信技
术的发展、协会应建立包容性的工作机制，来拓展协会标准化工作领域，成立推进委员会很有必要。此外，
本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宽带技术及产业发展推进委员会”等 2 个推进委员会的成立，后续由秘书处提交
协会理事会审批。
根据协会标准工作程序的要求，经本次技术管理委员会审议，批准终止了 14 项“中国通信标准化协
会标准”项目计划、审查通过了 9 项 2018 年第一批“中国通信标准化团体标准”项目计划建议和 25 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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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的“中国通信标准化团体标准”报批稿草案，会后由协会印发。(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CCSA 召开通信用铝空气电池技术交流研讨会
铝空气电池作为一种新型产品，具有能量密度高、安静环保、资源丰富、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家用、
矿业、船舶等行业均有所应用，但一直未在信息通信领域得到推广使用。为加快制定相关协会标准，促进
铝空气电池在信息通信领域应用，解决应用时的技术、安装和维护等问题，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
通信电源与通信局站工作环境技术工作委员会（TC4）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在昆明市召开了通信用铝空气电
池技术交流研讨会。
会议由 TC4 主席余斌主持，余斌主席首先介绍了本次研讨会主题，她希望就铝空气电池的定义、适用
范围、电池带载运行时的输出特性、维护要求、使用环境等内容进行充分交流研讨。
来自中国铁塔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网络研究院、中国移动设计院、中国电信广州研
究院、中国移动铁通等单位的专家分别就铝空气电池的市场定位、应用场景、前景、功率特性、维护及清
洗系统的必要性、发热问题、成本问题、是否需要添加 DC-DC 转换等发表了见解，并对后续工作提出了建
议。
来自科研生产单位的参会代表根据运营使用需求及技术研发
更新与发展，对演讲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并对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标准《通信用铝空气电池供电系统》中部分技术参数、性
能等方面内容提出了补充完善建议。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还来到铝空气电池主要生产厂家之一云南
创能斐源金属燃料电池有限公司和产品实际应用基站现场进行了
考察和技术交流。
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使业界专家对铝空气电池在信息通信领域中的应用前景有了进一步认识。CCSA
将继续关注铝空气电池在实际应用中的需求和相关技术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促进铝空气电池技术
在信息通信行业应用的良性发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CCSA 举办 2018 年第一期标准化人员培训班
为了进一步加强标准编写质量，提升从事标准化工作的人员素养与
水平，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于 2018 年 6 月 7 日至 8 日在京举办
了本年度第一期标准化人员培训班，协会会员及通信企事业单位参与标
准编写的科研人员、
从事标准化活动的管理人员共计 207 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课程介绍了新的《标准化法》修订情况、我国标准化管理体制、
标准化工作流程等内容；特别对标准结构及编写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针对标准编写过程中常出现的
问题进行了实例分析。培训结束后，全体参培人员参加了知识点的考试。通过此次培训，使大家初步掌握
了标准化基本知识，熟悉了解标准编写规则和要求，为今后更好的参与标准化工作奠定基础。(中国通信
标准化协会供稿)

人工智能领域成为标准化研究主题
近日，互联网与应用技术工作委员会（TC1）总体工作组（WG1）召开会议，共讨论 8 项人工智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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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标准化关键问题研究、人工智能在电信网络演进中的应用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
城市交通治理平台技术要求、基于人工智能的内部威胁防护系统、人工智能产品智能化分级 智能音箱指
标体系、深度学习训练平台技术要求和评估方法、基于人脸识别的闸机产品质保要求和评估方法、机器翻
译服务系统评估规范。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在电信网络中的应用潜力巨大。尤其是电信网络海量数据以及机器学习
理论的发展为人工智能在电信网络的应用奠定了基础。本次会议讨论的“人工智能在电信网络演进中的应
用研究” 阐述了电信网络转型的需求，介绍了网络人工智能应用的方法和框架，对网络人工智能在网络
维护、网络优化、SDN/NFV 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行业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人工智能在电信
网络的应用演进方向，并提供了标准化建议。该课题通过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运营商网络等方面的应用，
探索人工智能与电信网络的结合领域及应用方向，实现网络智能化，并从技术应用的角度对网络人工智能
进行研究和思考。该课题旨在探索人工智能在电信网络应用方向，引导各成员单位形成合力，以期在行业
标准、技术研究和现网应用等方面，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电信网络的发展演进。(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供稿)

量子保密通信领域三项研究课题通过立项
量子通信与信息技术特设任务组（ST7）第 5 次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通过
了“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可信中继节点技术要求”、“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研究”、“软件定义的量
子密钥分发网络研究”等三项研究课题的立项建议。会议还讨论通过了 “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架构研究”
研究课题结题，该报告研究了量子密钥分发、管理和应用的体系架构，为量子保密通信技术及其标准化工
作提供了参考。(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行标“移动通信网高精度定位总体技术要求”启动研制工作
2018 年 6 月 6 日，导航与位置服务特设任务组（ST9）在北京召开了第 6 次会议。会上讨论了“面向
物联网的基于用户面的 A-GNSS 定位业务研究”、“高精度卫星导航信息在移动通信网中播发体系”、“基
于移动通信网的高精度定位技术研究（第一阶段）”、“适用于室内定位的高精度时间同步技术研究”和
“导航与位置服务标准体系”，并讨论了立项建议，会议还邀请专家介绍了“RTCM 及其相关标准”。会
议最终通过了“面向物联网的基于用户面的 A-GNSS 定位业务研究”和“基于移动通信网的高精度定位技
术研究（第一阶段）”两项研究课题结题；讨论通过了“移动通信网高精度定位总体技术要求”和“支持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的设备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两项行业标准立项建议。
随着科技发展步伐加快，从工业化、信息化已快速走进智能化时代。在智能化时代，由于位置信息的
基础性和关键性，高精度位置服务成为生活、生产、商业的最关键的服务之一。以位置服务为基础，出现
了很多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的新型智能产业。位置信息已经成为国家信息化产业的重要基
础，未来将支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 2.5 等重要领域，尤其是 3 米以内（包括米级，亚米级）定位
技术将是车联网、无人机投递、商场车库室内导航、商品导引等未来智能社会新兴产业的关键。
在本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基于移动通信网的高精度定位技术研究（第一阶段）”研究课题基础上，项
目组提出了“移动通信网高精度定位总体技术要求”行业标准立项建议，将制定运营商级室内外高精度定
位标准，完成基于通信网定位的带内定位技术、共频带定位技术在内的基础定位技术的总体技术标准。为
室内场景、密集城区场景的定位应用提供运营级解决方案，加速国内高精度室内外一体化定位标准化进程，
在产业标准、产业推动方面引领世界技术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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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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4 召开第 32 次全会 审议通过“微型基站用综合配电箱”等行标立项建议
2018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通信电源与通信局站工作环境技术工作委员会（TC4）在北京召开了第 32
次全会，其下设的通信电源工作组（WG1）和通信机房环境工作组（WG2）也同期召开了工作组会议。在各
组充分审议基础上，全会讨论通过了“微型基站用综合配电箱”、“数据中心及通信机房电源和环境测评
方法”和“数据中心及通信机房微模块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等三项行标的立项建议。
CCSA 代晓慧常务副秘书长出席本次全会并向会议介绍了 CCSA 近期开展的重点工作情况，以及 5G 标
准的最新进展和标准化法修订的相关情况，她充分肯定了 TC4 今年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并对 TC4 的下
一步工作提出了希望。
通信电源工作组审查通过了“通信用前置端子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通信基站基础设施技术要
求 第 2 部分：供电系统”等两项行标的送审稿，讨论通过了“通信用变换稳压型太阳能电源控制器技术
要求和试验方法”、“数据中心用市电加保障电源的两路供电系统技术要求”等两项行标的征求意见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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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基站基础
设施技术要求 第 4 部分：监控系统”、“通信高热密度机房温控设备 第 3 部分：顶置式空调”、“数据
中心服务器用液冷系统 第 1 部分：间接冷板式”等三项行标和一项协会团体标准的送审稿。(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供稿)

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系列行标送审稿通过审查
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频率工作组（WG8）近日召开会议，讨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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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审查了“无线电管理一体
化体系架构及应用规范”、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含五个部分）行业标准送审稿；讨论了“高空平
台通信系统候选频段研究”、“NB-IoT 和 eMTC 相关兼容性研究”、“工业互联网频率研究”、“5G 系统
高频段研究：30-43.5GHz”、“5G 系统高频段研究：24.5-30GHz”等研究课题项目；并就 ITU-R WP1B、
WP5A、WP5C、WP5D、TG5/1 和 CJK 等国际会议进展进行了交流；讨论了 ITU-R 5A 发来的联络函。
此次会议就无管局日前发出的《3000-5000MHz 频段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站与其他无线电台（站）干扰
协调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一致的回复意见。审查通过“无线电管理一体化体系架构
及应用规范”、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含五个部分）共六项行业标准送审稿，其余各研究课题均需
进一步完善。
无线电频谱资源是我国重要的国有自然资源，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近几年军队、
铁路、民航和通信等行业对频谱资源的管理提出了“精细化”的急迫需求。结合《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
要》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电子政务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构建先进技术体系、
打造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等文件精神，急需对我国无线电管理全业务进行信息化战略整合。为此，《国
家无线电管理“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开展无线电管理一体化的建设工作，即以先进信息化技术为手段，
推动全行业战略整合。本次通过审查的六项行标送审稿是在无线电管理局指导下进行立项和制定的，标准
发布后将推动全国无线电管理全业务的信息化整合，极大提升无线电管理工作效能，并确保无线电管理“十
三五”规划关于完善各级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相关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
稿)

宽带客户网关虚拟化系列国家标准送审稿通过预审
网关功能虚拟化（vCPE）是一 种将部分传统网关功能通过 NFV 化以通用硬件在网络侧实现的技术，简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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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用户侧实体设备，并依靠网络侧虚拟设备集中且强大的硬件资源能力，通过虚拟设备软件功能不断增
强，用户以简单的网关即可为其提供更加丰富的网络功能和业务。
近日，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接入网及家庭网络工作组召开会议，对“基于公用电
信网的宽带客户网关虚拟化”系列国家标准的第 1 部分:总体要求、 第 3 部分：实体家庭网关技术要求、
第 5 部分：虚拟家庭网关功能技术要求”以及 第 8 部分：接口要求等四项草案进行了送审稿预审查。vCPE
系列标准的制定将推动 SDN/NFV 技术在接入网中的应用，指导运营商整合现网资源，灵活便捷地为用户提
供更加丰富的网络服务。
此外，会议还审查通过了“接入网技术要求 10Gbit/s 对称无源光网络（XGS-PON） 第 2 部分：物理
媒质相关（PMD）层要求”、“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网络设备技术要求 第 5 部分：PON 和移动蜂窝
双上行客户网关”、“接入网技术要求 可见光与电力线融合网络 物理层技术要求”、“基于公用电信网
的宽带客户网关虚拟化 第 8 部分:接口要求”等四项行标的送审稿，讨论通过了“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
客户网关虚拟化 第 7 部分:管理要求”、“接入网技术要求 10Gbit/s 对称无源光网络（XGS-PON） 第 1
部分：总体要求”、“接入网技术要求 10Gbit/s 对称无源光网络（XGS-PON） 第 3 部分：传输汇聚（TC）
层要求”、“智能光分配网络 智能门禁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总体”、“接入网设备测试方法 超高速数
字用户线（FAST）”等五项行标的征求意见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室内光缆系列标准相继完成修订
近年来，各种新型抗弯光纤、光纤带和新结构的光缆出现，使得十多年前陆续发布的 YD/T 1258《室
内光缆系列》各部分标准已不适应当前技术的发展。日前，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线缆
工作组会议审查通过了“室内光缆 第 4 部分：多芯光缆”和“室内光缆 第 5 部分：光纤带光缆”，该两
项依据 IEC 60794-2 系列的最新要求以及我国生产和建设的实际需求进行修订，规范和指导了室内光缆生
产厂商、各检测机构和用户的生产、检测和应用。
会议还审查通过了“通信用光纤预制棒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波长段扩展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组装
预制棒”、“通信电缆光缆用阻水材料 第 3 部分：阻水粉”、“光纤用二次被覆材料 第 1 部分：聚对苯
二甲酸丁二醇酯”、“光纤用二次被覆材料 第 2 部分：改性聚丙烯”等六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讨论
通过了研究课题“光纤及光纤带使用导则”的结题。(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集成可调谐激光器组件”等项行标送审稿通过审查
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器是新一代密集波分复用系统以及全光网络中光子交换的关键光电子器件,它的运
用可使光纤传输系统容量大大增加，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显著增强。目前正在开发的第三代可调谐半导体激
光器组件集成了两个独立的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器，可以实现独立的两路光输出。相比两个独立的组件，双
输出组件 可以在减 小 25% 的空间体积占 用的情况下实现两个 独立激光器的功能 。同时它完全兼 容
OIF-microITLA 电器接口，
可以在现有系统中实现平滑升级，
为提高线卡密度和系统容量提供了解决方案。
近日，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光器件工作组召开会议，审查通过了行标“集成可调谐激
光器组件 第 3 部分：双通道组件”送审稿，为双通道激光器组件的生产、检验及应用提供了统一的技术
规范。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通信用光纤放大器泵浦激光器组件 第 2 部分：14xxnm 泵浦激光器组件”、“光
缆在线监测 OTDR 模块 第 1 部分：DWDM 系统用 ”、“400Gb/s 强度调制可插拔光收发合一模块 第 2 部分：
8×50Gb/s”、“200Gb/s 强度调制光收发合一模块 第 1 部分：4×50Gb/s”等四项行标的征求意见稿。(中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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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7 召开第 28 次全会 “VoLTE 核心网网络管理接口信息模型”等多项行标通过审查
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1 日，网络管理与运营支撑技术工作委员会（TC7）在北京召开了第 28 次全会。
TC7 孟洛明主席主持了全会，王燕川副主席就 TMF 和 ONAP 两个标准化组织的近期技术活动向参会代表进
行了报告，交流了参会的经验和体会。协会代晓慧常务副秘书长出席全会，重点讲解了新标准化法出台的
背景及主要意义，并对协会 2018 年重点开展的工作进行了说明。她同时肯定了 TC7 各工作组半年来的工
作成绩，要求各主席和组长应严格把好立项和文稿审查两关，突出有价值的标准，保证标准的质量和计划
进度。TC7 下设的三个工作组同期均召开了会议，并将各自的研究成果向全会作了汇报。
无线通信管理工作组（WG1）会议分别讨论通过了网络功能虚拟化故障、性能、配置、生命周期管理
四项行标征求意见稿，已经基本确定好文稿的整体框架和技术内容。会议还审查通过了“VoLTE 核心网网
络管理接口信息模型”、“非受信的 WLAN 接入移动核心网管理技术要求”行业标准送审稿。该两项行标
的发布，使移动核心网的网管可以有统一规范依据，可实现运营商网管系统数据格式和接口的统一，设备
制造商提供的网管平台也可减少开发成本，大大提升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支出。
传送、接入与承载网工作组（WG2）审查通过了行业标准“分组增强型光传送网（OTN）网络管理技术
要求 第 1 部分：基本原则”送审稿，讨论通过了行标“分组增强型光传送网（OTN）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EMS－NMS 接口功能”的立项建议。
ICT 服务管理与运营（WG3）审查通过了“视频监控业务体验质量及评测方法”、“政企客户业务网
络管理及业务保障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业务需求”、“政企客户业务网络管理及业务保障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功能要求”等行标送审稿，通过了研究课题“工业互联网运维管理技术研究”结题报告。讨论通过
“移动互联网用户体验管理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基本原则”、“通信网智能维护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基
本原则”和“通信网敏捷运营管理框架”等三项行标征求意见稿，并在此前开展的第 1、2 部分研究基础
上，讨论通过了“通信网智能维护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智能维护支撑系统”和“通信网智能维护技术要
求 第 4 部分：智能维护信息模型”两项行标立项建议。
通信网络传统的现场维护工作需要大量人力的现场参与，维护流程难以有效闭环，智能化程度低，哑
资源信息难以保证一致性和完备性，严重影响了网络管理的质量。随着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
术的智能可穿戴技术的实用化，以及人机交互能力的友好性不断提升，基于智能可穿戴技术的维护技术已
经在大型装备领域进行了大量应用，并在通信网络领域有了很好的示范应用。与 ITU-T 同步开展的“通信
网智能维护技术要求”正是在这些应用的基础上，提出包括功能、接口、信息模型等在内的具体技术标准，
从而对业界应用提供必要的指导规范作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9 召开第 26 次全会 NB-IoT 设备电磁兼容性标准取得阶段性进展
2018 年 6 月 13 日至 15 日，电磁环境与安全防护技术工作委员会（TC9）在深圳市召开了第 26 次全
会，其下设的电信设备的电磁环境工作组（WG1）、电信系统雷击防护与环境适应性工作组（WG2）和电磁
辐射与安全工作组（WG3）同期也召开了工作组会议，全会在各组充分审议基础上， 通过多项标准送审稿
和立项建议，成果显著。
随着物联网的海量需求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NB-IoT（窄带蜂窝物联网）作为 LPWA（低功
耗广覆盖）市场最有前途的解决方案，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此背景下，本次 WG1 会议启动了 NB-IoT
基站设备和用户设备电磁兼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讨论，以期尽早开展面向物联网的蜂窝窄带无线接入设备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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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磁兼容性标准化工作，从而积极推动窄带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在 WG2 的会议上审查通过了“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第 5 部分：防雷接地”的行标送审稿。
该项标准的制定，将对目前大量建设的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所遇到的防雷接地问题进行有效指导，从而可
保障数据中心的安全。
WG3 会议也通过了多项行标送审稿，包括“无人驾驶航空器承载的基站电磁辐射测量系统技术要求”
和“通信设施运维人员暴露于直流和工频电磁场的防护技术要求”等，这一系列标准的出台，将进一步推
动电磁辐射领域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CCSA TC11 召开第十八次全会“新互联网”概念成会议研讨热点
移动互联网应用和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TC11）第十八次全会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22 日在大连召
开，全会同期召开了下设的 3 个工作组(WG)及 5 个子工作组(SWG)会议，全会首日还召开了“新互联网发
展研讨会”。
聚焦热点议题，着眼“新互联网”发展
面对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
结合当前技术热点，移动互联网和应用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TC11）
在第 18 次全会期间组织召开了“新互联网发展研讨会”，会议由 TC11 主席何桂立主持，他强调，这是首
次在 CCSA 提出“新互联网”概念，本次研讨会旨在研究移动互联网行业最新热点议题，聚焦在人工智能
（AI）、区块链（IPFS）和 VR/AR 三个主题，每个主题分段交流和互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标准处徐鹏调研员到会并致辞。他指出，随着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国家战略推
进实施，以互联网+为特征和载体的新兴业态兴盛发展，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产业动力，
催生了新的应用模式，急需加强标准化工作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工信部高度重视移动互
联网标准化和产业发展。徐鹏调研员提出了四点建议和大家交流：一是做好标准体系顶层设。二是要进一
步加大行业联合，扩大合作企业的“朋友圈”。三是集中力量加快重点标准工作。四是重视和积极参与国
际标准化工作。最后，他高度赞赏 TC11 组织互联网热点技术研讨，通过集思广益，将有助于各位专家加
强技术交流，形成产业发展共识，凝炼标准化需求。
“人工智能（AI）”主题：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专家做了题为“人工智能终端芯片性能分析”
的演讲，分析了人工智能共性技术、AI 芯片分类、AI 计算框架/模型、AI 性能测试方案和 AI 芯片测试
系统；来自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的专家分享了“从 IoT 到 AI ——小米小爱同学的语音智能生态发
展之路”，生动的介绍了小米小爱音箱带来的全新人工智能体验；来自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专家带来
了““通信 +AI”赋能数字家庭”的主题演讲，从语音通信+AI、视频通信+AI 等方面具体演示了“通信+AI”
在智能家居行业中的应用。来自中国信通院泰尔实验室的专家介绍了手机产业人工智能创新大赛简况，包
括大赛的题目形式、赛程及参赛方式等。
区块链（IPFS）主题：IPFS 是一个去中心化多节点存储的重要协议。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的存储平
台，可成为下一代互联网完美实现的根基。来自全国连锁天使孵化器创客街的专家带来了题为“IPFS 与
分布式存储网络全球商业布局”的演讲，提出 IPFS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应用革命，分析了分布式存储的全
球商业模式，并介绍了未啊实验室和 WEIA 分布式存储器；来自先河公司的专家站在网络通讯及存储领域
的角度分享了“IPFS 协议分析及其应用”，包括 IPFS 协议本质、FILECOIN 区块链激励机制、IPFS 争议
点及其深入探讨和国内团队 IPFS 动作——先河共享圈的尝试等内容；负责 QLC Chain 中国区业务的专家
分享了“基于 QLC Chain 的去中心化 NaaS (Network-as-a-Service)”，围绕现有网络情况、去中心化网
络服务的发展趋势、去中心化网络与 IPFS、QLC Chain 解决方案要点、区块链+NaaS 实践案例等内容进行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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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展开；墨客区块链科技公司（美国）区块链架构专家做了题为“浅谈 IPFS 和去中心化节点存储应用”
的演讲，具体分析了实现 IPFS 的三种方案及三个具体的应用场景。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 / AR）”主题：来自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的专家通过“VR 一体机，
探索虚拟新世界”的演讲，生动演示了小米和 Oculus 联合打造的虚拟现实一体机的超强功能和非凡体验；
来自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的专家分享了“电商 VR/AR 业务和标准化建议”, 提出需要针对电商业务，
定义一种有普适性的渲染模型技术要求，从而推动 3D 建模的标准化，降低模型复用成本，加速 3D 普及的
速度；来自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司的专家带来了“移动 XR: 迈向全沉浸式体验”的演讲，分
享了移动 XR 的趋势、主要技术、以及高通的移动 XR 业务平台和生态系统。
“移动互联网+”技术领域标准进一步完善
TC11 于 6 月 22日召开了第十八次全会的总结会。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秘书长潘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她指出 TC11 正处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有来自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标准化工作方式的挑战，也有来自
信息安全方面的挑战。她充分肯定了 TC11 成立 5 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指出当前 TC11 瞄准“移动互联网
+”技术领域，从汽车、金融、健康、家居等领域入手，适时成立了相关子工作组开展的标准化研制工作
非常必要和及时。她同时强调协会在组织这些领域开展工作时，应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可特邀垂直行业
领域的专家参加协会会议，同时通信领域的专家也应该主动到垂直行业的标准化组织去，利用专业优势联
合垂直行业共同做好标准研究制定工作。
在各 WG 和 SWG 充分审议基础上，全会听取了秘书处和各 WG 的工作报告。全会讨论通过了“移动通信
终端增强现实（AR）技术要求”等 14 项通信行业标准立项建议、“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无线局域网网关
技术要求”等 10 项协会团体标准立项建议和“智能家居系统的智能化水平评估方法”等 3 项研究课题立
项建议。全会还审查通过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医疗影像云业务总体技术要求”等 15 项通信行业标准送
审稿、“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移动健康业务术语”等 4 项协会团体标准送审稿。
通过成立“移动互联网+航空”子工作组
根据“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和标准化工作的新特点，TC11 此前先后成立了 “移动互联网+汽
车”、“移动互联网+金融”、“移动互联网+健康”、“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VR / AR）”五个 SWG，各子组标准化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作为发起单位，
向本次全会提交了“关于建立 CCSA TC11 移动互联网+航空子工作组提案”。全会就“移动互联网+航空”
子工作组成立的背景和意义和进行了充分讨论，一致同意成立“移动互联网+航空”子工作组，并明确该
SWG 将在 TC11 WG1 内下设，会后协会将组织开展 SWG 组长和副组长的推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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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PP 正式批准 5G 独立组网标准
2018 年 6 月 14 日，3GPP 正式宣布第五代移动通信（5G）独立组网标准冻结，这意味着 5G 第一阶段
全功能标准化工作完成，标志着 5G 具备了构建端到端全新的业务能力，预示着 5G 商用发展进入全面冲刺
阶段。5G 标准历时三年，凝聚了来自全球技术标准人员的智慧和汗水，5G 标准发布是 5G 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
5G 标准将持续发展，目前 3GPP 正在讨论 Rel-16 标准的内容，5G 将赋能更多行业和应用。IMT-2020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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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推进组将与行业和社会各界一起，共同推进 5G 的成功应用和发展。(转自 5G 推进组)

ETSI 体验式网络智能规范组发布 5 项规范
近日，ETSI 体验式网络智能行业规范组（ENI ISG）对外发布了 5 项规范，分别关于使用案例、要求、
内容感知政策管理、术语和概念验证（PoC）框架。
随着 NFV 和网络切片等 5G 关键技术的兴起，网络变得更加灵活和强大，但依旧非常复杂。为帮助运
营商促进他们的网络部署，ETSI 体验式网络智能行业规范组发布人工智能闭环机制首批报告和规范。
《ETSI GR ENI 001》中列举了一系列应用在固定网络、移动网络中的使用案例，确定了运营商通过
使用体验式网络智能（ENI）系统所能获取的预期收益。这些使用案例包括了基础设施管理、网络运行、
服务编配和管理以及保证。《ETSI GS ENI 002》归纳总结了不同场景下网络智能如何应用于网络，进而
改进运营商的服务提供体验和网络运营的要求。它还处理了网络智能如何在变化的情况下实现动态自治行
为和适应政策驱动运行的问题。这些要求将被用于架构设计的工作中。《ETSI GR ENI 003》分析了不同
标准制定组织和开源联盟在政策管理方面，特别是在内容感知政策管理方面所开展的工作。这些信息将被
用于制定内容感知、基于政策管理模型和架构的规范，进而增强使用网络智能运营商的体验。
《ETSI GR ENI
004》处理了 ENI 中主要概念的术语问题。
目前，ENI ISG 已经启动了概念验证（PoC）相关工作。《ETSI GS ENI 006》中定义了其主要框架。
概念验证将为行业中体验式网络智能的技术可行性提供论证。ETSI 成立了一个概念验证复审团队，负责
审查收到的各种建议书。每个 PoC 团队的建议书将处理至少一个 ENI 适用案例相关、ENI 要求相关或 ENI
系统架构方面适用性相关的体验式网络智能目标。每个 PoC 项目的输出都将有助于 ISG ENI 版本 2 相关规
范的完成。(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5G 新空口标准 Rel-16 技术演进路线
近日，3GPP 首个完整的 5G 新空口（NR）标准 Rel-15 正式冻结并发布。5G 新空口（NR）标准 Rel-16
版本技术演进路线也随之确定。
NR MIMO：NR Rel-15 版本制定了 MIMO 的基本功能，定义了 Type I/Type II 码本，引入波束管理，
支持 MU-MIMO，multi-TRP 传输，定义了相应的参考信号。Rel-16 MIMO 增强的研究方向包括：MU-MIMO
增强，multi-TRP 增强，波束管理增强等。
NR V2X：3GPP V2X 标准制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V2X 是基于 LTE 协议的 LTE-V 技术。
第三阶段 V2X 是基于 NR 协议的新空口技术。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 Rel-14 V2X 和第二阶段 Rel-15
eV2X 的标准化工作。基于 NR 新空口的 Rel-16 V2X 技术，着重于满足 SA1 定义的 advanced V2X 应用
场景，与 LTE V2X 形成互补关系。
NOMA （Non-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非正交多址技术可以提高频谱效率、增加同时传输的
连接数、降低传输时延、节省控制信令开销。非正交多址技术的标准化工作已在 Rel-15 启动，Rel-16
将继续研究潜在技术方案，并完成标准化工作。
NR-U（NR-based Access to Unlicensed Spectrum）：和 LTE 中定义的 LAA 一样，NR-U 可以利用非
授权频谱提升系统容量。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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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Non Terrestrial Networks：不同于利用陆地上的基站来提供服务，Non Terrestrial Networks
利用卫星或者高空平台来提供服务。Rel-16 将研究解决方案：包括物理层的控制机制、随机接入和
HARQ、切换和系统架构等。
RIM + CLI

（remote interference management + cross-link interference）：在 TDD 系统中，

由于大气波导现象，本地基站的上行信号会受到远端基站的下行信号的干扰。Rel-16 将研究识别造
成强干扰的远端基站，以及相应的干扰抑制方案。
NR UE power consumption：5G 大带宽等特性对 UE 的功耗提出较高的挑战，而 UE 的功耗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用户体验。 Rel-16 将研究 UE 工作在 CONNECTED 模式下降低功耗的方法，提高用户体验。
NR Positioning：Rel-15 支持 RAT-independent 的定位方法，Rel-16 将研究更为精确定位能力，包
括 RAT-dependent 的定位方法和混合定位方法。
NR-NR DC：Rel-15 定义了 EUTRA-NR、NR-EUTRA DC 和 NR-NR DC，但不支持异步的 NR-NR DC。Rel-16
将研究异步的 NR-NR DC 方案。
NR above 52.6GHz：Rel-15 标准支持最高频率至 52.6GHz，Rel-16 将对 52.6GHz 以上频谱继续研究。
IAB （Integrated Access and Backhaul）：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运营商需要更多的回传资源，无
线回传是一种潜在的方案。基于 NR 的无线回传技术研究已在 Rel-15 启动，Rel-16 将继续研究，并
考虑无线接入和无线回传联合设计。
URLLC (Industrial IOT)：Rel-15 已经定义了一些缩短时延和提高可靠性的方案，能够支持一些基
本的应用场景。 Rel-16 需要进一步增强来满足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工业制造，电力控制。
NR Mobility enhancement：Rel-15 定义了 NR 独立组网移动性基本功能，Rel-16 对移动性进一步增
强，研究内容包括提高移动过程的可靠性和缩短移动导致的中断。
UE capabilities：Rel-16 将研究 UE 上报终端能力的方法，降低 UE 的上报信令开销。
NR RAN-centric Data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Rel-16 将开展 SON 和 MDT 等方面的技术研究。
（转自 S2 微沙龙）

热诚欢迎加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携手推进通信标准化工作


本协会采用单位会员制。广泛吸收科研、技术开发、设
计单位、产品制造企业、通信运营企业、高等院校、社
团组织等参加。



本协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协商一致原则组织开展

中国

北京海淀区花园北路 52 号
电话：+86 10 62302734

传真：+86 10 62301849
邮编：100191

通信标准化活动。通过研究通信标准、开展技术业务咨
询等工作，为国家通信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欲了解本协会章程、会员管理办法、标准化活动信息，请访
问协会网站（www.ccs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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