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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印发《2018 年工业通信业标准化工作要点》
2018 年 3 月 1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以工信厅科函〔2018〕99 号发布了《2018 年工业通信业标
准化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坚持“兜底线保基本、拉高线上水平、瞄准国际走出去”的工作
思路，紧贴产业发展需求增加和优化标准有效供给，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我国标准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建立
健全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和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倒逼和引领产业高
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主要预期目标是：制修订服务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所需的标准 1800 项以上，在 10 个以上重点领
域推动“百项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重点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提升 5 个百分点，确保在 2020 年实现
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 90%；鼓励我国企事业单位制定 100 项以上国际标准项目。
《要点》指出要大力推进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聚焦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打破传统的行业界限和领域划分，统
筹协调产业链各方力量整体推进跨行业、跨领域的专项标准体系建设。重点满足基础共性、关键技术、系
统接口、安全环保和核心应用等方面的标准化需求，构建科学合理、协调配套和融合开放的标准体系，进
一步提升标准体系对产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支撑和引领作用。
《要点》明确要探索建立团体标准的采信机制。组织开展团体标准转化为行业标准、行业标准中采用
团体标准的机制研究。鼓励将重点领域的团体标准转化为行业标准。探索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中引
用先进团体标准。
《要点》强调要积极参与重点领域国际标准制定,以国际标准提案为核心，支持我国企事业单位深度
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向
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鼓励国内标准化机构加强与国际知名标准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不断
扩大国际标准的“朋友圈”，积极跟踪参与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重大国际性标准的研究工作，共同树
立全球标准。

工信部发布《2018 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工信部近日公布《2018 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提出将积极开展自动驾驶相关标准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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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制定。尽快完成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立项及研究工作，启动自动驾驶测试场景、横纵向组合控制等 2
项测试评价类关键标准及自动驾驶记录、报警信号优先度、人机交互失效保护等 3 项自动驾驶通用标准的
预研，并根据预研进度提出标准立项。
根据该《要点》，2018 年会尽快启动汽车网联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通信需求相关
标准预研，启动自动驾驶高精地图需求及道路设施需求研究。紧跟网联车辆国际标准制定进程，开展国内
网联车辆方法论、网联车辆通信时延要求等标准的适用性研究。启动基于 LTE-V2X 蜂窝通信、直连通信等
功能、性能和接口标准化可行性研究，适时申请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的立项。
加快推进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标准的制定，协同推进汽车信息安全标准的制定；加强与相关标
委会、行业组织的沟通，实现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与其他相关体系标准项目的协调、互补和兼容。
加大国际标准法规参与力度，全面参与联合国智能交通/自动驾驶（ITS/AD）项目的规划与法规协调。
加强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的沟通与交流，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技术和标准
的交流与讨论，共同推动国际标准法规的研究与制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 5 项通信行业标准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2018 年第 10 号]公告，批准 154 项行业标准。其中通信行业标准 5 项，
具体如下：
1）《ICT 企业双创支撑能力评价要求》，编号为 YD/T 3312-2018；
2）《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通信行业》，编号为 YD/T 3313-2018；
3）《网上营业厅安全防护检测要求》，编号为 YD/T 2093-2018；
4）《网络交易系统安全防护检测要求》，编号为 YD/T 3314-2018；
5）《电信网和互联网安全服务实施要求》，编号为 YD/T 3315-2018。

CCSA 召开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8 年 3 月 26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在北京召开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协会理事、战略指导委
员会委员等近 40 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增补奚国华同志为协会四届理事会理事，并
选举其为协会理事长。
奚国华理事长在会上发表了当选感言，他表示，未来的工作中，将以“有思路、有作为、有成效”的
务实作风，团结带领大家，共同为我国新时代信息通信标准化工作做出贡献。他指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信息通信标准化工作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新挑战，要勇于直面挑战，抓住机遇，坚持“事业自信、能力自信、品牌自信”，乘势而上。
他强调，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两会等重要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协会平台
作用，加强组织标准制修订，进一步规范协会管理，提升服务会员能力，加大协会宣传力度，提升行业影
响力。主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强理论学习，创新指导实践。二是深化自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三
是注重统筹协调，确保工作落实。
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 年协会工作要点》、《2018 年度协会经费预算报告》、《协会技术管理委员
会换届方案》、《协会薪酬体系方案》。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同意航天科工集团成为协会四届理事
会会员理事单位，原则同意航天科工集团提出的设立“航天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的请求，要求秘书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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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协会有关规定进行筹备。

CCSA 召开信息通信标准化工作座谈会
2018 年 3 月 30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在京召开
信息标准化工作座谈会，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战略指导
委员会主任奚国华出席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信息通信
发展司、信息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局、无线电管理局、国
际合作司司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标准化工作司局领导，CCSA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泽民、副理事长兼常务副秘书长代晓慧、副
秘书长武冰梅等参加会议。
奚国华理事长首先简要分析了当前信息通信标准化工作面
临的产业发展形势，面对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产业跨界融合，协会要本着携手
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制定高质量的标准，二是做好服务政府、服务会
员等方面的工作，三是提升协会综合素质。本次会议就是认真倾听政府主管部门对协会标准化工作的指导
意见和对信息通信标准化需求，指导协会更好地发展。
会上，各司局就进一步规范协会管理，深化信息通信标准化工作改革，完善协会标准化研究体系架构，
加强前瞻性标准研究，抓好 5G、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业互联网、频率等重点领域的国内国际标准化工作，
支撑产业发展，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

CCSA 发布《移动通信终端快速充电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7 项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标准
为了更快更好的满足通信产业和市场需求，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以通标技（2018）
44 号文印发了《移动通信终端用快速充电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7 项协会标准，供科研、设计、生产、
管理等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YDB 195-2018《移动通信终端快速充电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标准参照现有充电器、终端、电池的技
术标准，结合目前快速充电的技术现状，以及企业的现有技术水平，制定快充充电标准。填补了目前国内
外手机快充技术标准的空白，促进快充技术在行业内现有移动智能终端的兼容使用，以指导和规范设备制
造商（上下游产业链）的产品研发和生产，为手机使用者创造快速、安全、兼容的充电使用环境。该标准
目前已经提出了行业标准立项并获得了工信部的批准，移动互联网和应用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TC11）终
端工作组（WG3）正在协会标准的基础上升级制定通信行业标准，并计划引入新的快充工作模式的定义。
目前，无线电源设备以其移动性好、使用方便、安全性好、可靠性高、维护费用低以及环境亲和力强
等优点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公司开始关注和发展非接触电能传输技术。而 YDB
196-2018《无线电源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YDB 197-2018《无线电源设备技
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 2 部分：磁感应耦合方式》以及 YDB 198-2018《无线电源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 3 部分：磁谐振方式》这三项标准的发布将为市场上出现的大量无线电源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依据和
指导。
YDB 200-2018《可穿戴无线通信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腕戴式设备》，标准的制定，解决了
腕戴式终端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产品测试无标准可依的问题。除可参照现有智能手机和数据终端类产品技
术标准之外，腕戴式终端设备由于尺寸、佩戴方式、使用场景等，其自身存在特殊性要求。因此，产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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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依照统一的可穿戴终端技术要求和测试标准，助力产业健康发展。根据目前各类可穿戴设备市场和技
术发展情况，本标准首先针对最为广泛应用的腕戴式终端设备提出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YDB 199-2018《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总体要求》和 YDB 201-2018《智能家居终端设备安全能
力技术要求》是移动互联网和应用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TC11）总体协调工作组（WG1）下设的移动互联
网+智能家居工作组组织制定的两项协会标准。“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发展可以将家电制造业、信息通
信业、应用与服务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和创新，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家居产业中最活跃、最具创新和发展潜
力的部分，备受瞩目。目前市场上智能家居系统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该系列标准的发布将规范整个市
场，有助于标准接口的统一，使得不同种类的智能家居终端产品实现数据与应用的联动，从而改善智能化
的整体用户体验。

TC3 召开第二十九次全会

热议“网络新技术”

2018 年 3 月 29 日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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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九次全会召开，全会由 TC3 主席赵慧玲、副主席石友康、陈端、苗福友、罗鉴共同主持。
全会期间召开了“网络新技术”研讨会，研讨会由 TC3 主席赵慧玲主持，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余少华院士、CCSA 潘峰副秘书长出席研讨会并致辞，研讨会邀请到了众多技术专家到场分享。烽火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专家做了题为“5G 网络云化及标准进展”的演讲，从 5G 在多种场景与各种行业应用、5G
网络发展的驱动力、5G 网络架构等方面作了详尽阐述；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专家从无损网络的现状与未
来、无损网络中部分关键技术、无损网络应用场景等方面介绍了“无损网络技术与应用”主题；中国移动
研究院专家分享了“中国移动 SDN 数据中心网络开放实践与思考”，主要从 SDN 数据中心网络开放的意义、
数据中心网络开放研究与实践、对标准化工作的思考和建议这三方面进行了介绍；中国联通专家带来了“5G
核心网标准进展及热点话题”，从 5G 国内外标准进展、垂直行业应用、5G 消息与业务增强方案、5G 新标
识、5G 向 UAS 扩展等方面进行介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专家以题为“网络 5.0——面向 2035 的网络需求
与潜在技术方向”进行了演讲，分享了网络 5.0 的需求和愿景、网络 5.0 潜在的支撑技术和网络 5.0 协议
族的其他相关技术；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专家介绍了“人工智能在电信业的发展趋势”；中国电
信广州研究院专家分享了“IP 新技术研究及标准化建议”，分析网络发展面临需求，详述了 IP 网络重点
关注的技术，包括灵活以太网技术（FlexE）、转控分离 vBRAS 技术、Segment Routing 技术、BIER 技术、
Telemetry 技术、Netconf/YANG 技术等；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专家探讨了“网络发展新热点及标准化方
向”，分享了国际标准组织的热点技术、若干重点的应用场景举例（DC、DC 互联、IP RAN），最后给出
了对 TC3 标准化工作方向的建议。
本次全会期间各工作组均召开了会议，在各组充分审议基础上，提交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基于 SDN 的
城域综合承载网架构”等 20 项通信行业标准立项建议及“边缘云关键技术研究”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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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技术要求”、“IPv6 地址管理与编码技术要求 地
址资源管理流程”、“基于 FDN 的数据中心内部网络技术要求”等 59 项通信行业标准送审稿，并通过“基
于消息队列遥测传输（MQTT）协议的即时消息业务的研究”、“基于 HTTP 的多媒体消息类业务交互方法
研究”等 2 项研究课题完成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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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6 召开第 20 次全会 分享 ITU-T SG15 最新研究进展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第二十次全会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至 30 日在武汉召开，共有 88 家单位的 296 名代表出席会议。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余少华
院士也在会上致了欢迎辞，余院士介绍了烽火科技集团的基本情况，阐述了信息通信标准的重要作用，并
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潘峰副秘书长到会并就协会近期开展的主要工作进行了通报。她充分肯定了
TC6 近年来在满足政府监管、支撑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协会目前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希望 TC6 继续发挥一直以来扎实勤勉的工作作风，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开拓创新的精神，推动 TC6
的工作更上一级台阶。
会议听取了 TC6 主席和各工作组组长所做的工作总结，并邀请 ITU-T SG15 参会专家分别就“FlexO &
FlexE 新进展”、“PON 标准新进展”、“城域网标准新进展”、“5G 承载技术新进展”和“光纤及光缆
网户外设施”做了光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国际标准化最新研究进展的技术报告。其中，在 ITU-T SG15
二月全会上，经我国的运营商、设备制造商、科研机构等通力协作，率先在 SG15 研究组系统性地提出 SPN、
M-OTN 新概念、新需求、新型网络架构，在 SG15 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中国的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
在 5G 光传送网方面整体已处于国际主导地位。
本次全会期间还召开了各工作组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传送网工作组紧密跟踪国际标准最新进展以及
我国产业发展的现状，审查通过了行标“超 100Gb/s 光传送网（OTN）网络技术要求”送审稿。讨论通过
了“城域接入型波分复用（ WDM）系统技术要求”、“分组增强型光传送网（OTN)互通测试方法”、“波
长交换光网络（WSON）技术要求”等三项行标的征求意见稿和协会标准“面向高清视频业务的传送网技术
要求”的征求意见稿。
接入网及家庭网络工作组围绕三网融合对宽带接入网设备的需求，审查通过了“接入网设备测试方法
10Gbit/s 以太网无源光网络（10G EPON）”、“接入网技术要求 10Gbit/s 无源光网络（XG-PON）”、“综
合宽带接入网安全技术要求”、“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网络设备安全技术要求 宽带客户网关”、
“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网络设备安全测试方法 宽带客户网关”、“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网
络联网技术要求 通照一体化高速可见光通信”等六项国标送审稿的预审查，以及一项行标“智能光分配
网络管理系统测试方法”的送审稿。
线缆工作组审查通过了“数据中心综合布线用组件 第 1 部分：预制成端多芯连接器光缆组件”、“数
字通信用 100Ω 平衡对绞跳线”等两项行标的送审稿；讨论通过了“室内光缆系列 第 5 部分：光纤带光
缆”、“室内光缆系列 第 4 部分：多芯光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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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项行标的征求意见稿；并组织召开了主题为“海洋网络技术进展与
海缆标准体系研究”的头脑风暴。
光器件工作组审查通过了“光纤活动连接器 第 5 部分：MPO 型”、“400Gb/s 相位调制光收发合一模
块 第 1 部分 2×200Gb/s”、“100Gb/s 双偏振正交相移键控光收发模块 第 4 部分：CFP2-DCO 光模块”、
“40Gbit/s/100Gbit/s 强度调制可插拔光收发合一模块 第 5 部分：4×25Gbit/s CFP2”等四项行标的
送审稿。讨论通过了“集成可调谐激光器组件 第 3 部分：双通道组件”、“通信用增强型 SFP 光收发合
一模块（SFP+） 第 2 部分：25Gb/s”等两项行标的征求意见稿。

“移动通信终端无障碍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通过审查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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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通信终端无障碍技术要求”1 项行业标准草案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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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国内信息无障碍工作开展的需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按照工信部下达的标准研究任务，与
中国残联合作，开展了用户需求调研，并联络手机企业开展相关工作。参与用户需求调研的单位有中国盲
人协会、中国聋人协会、中国残联维权部、中国盲文出版社、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等。在需求调研基
础上，信通院编写了标准草案，并广泛向手机开发企业征询意见。华为、小米、锤子、OPPO 等手机企业
为了支持国家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积极响应了工信部和残联的号召，为标准研究工作提供了技术和产品
支持。该标准规定了为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人群开发生产无障碍移动终端所应满足的技术要求，包括基
本设计、系统设置和恢复、文字编辑、文字缩放、交互操作、图形组件、栏框组件、表单、电话功能、短
信功能、通讯录功能、接口、语音处理等方面的无障碍技术要求。标准的制定，对于支持我国政府实施社
会公益政策、改善身体机能差异人群的生活品质、保障特殊人群的平等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该标准一经发
布后，将通过宣传和鼓励措施推进标准的实施，引导更多企业参与信息无障碍工作。

以标准制修订为核心，在信息通
信重点领域有所突破，进一步提
升协会行业影响力。

工
作
目
标

增强服务会员能力，吸纳更多互
联网企业、工业制造业企事业单
位加入协会，进一步优化会员结
构。
进一步健全协会体制机制建设，
构建协调统一的决策管理体系、
制度体系、监督体系和技术审查
体系，使协会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2018 年计划完成信息通信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协会标准等各
类标准 310 项，确保完成 90 项重
点标准任务；

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5G、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
大数据等重点领域制定一批标
准。
组织国内企事业单位深度参与
和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翻译完
成通信行业标准外文版 8 项，
承办 8 次国际会议。

全年会员单位数量力争 430 家
左右。

重点工作

1.学习宣贯法律法规。做好新《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宣贯，确保标准制定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于法有据。
发挥平台作用， 2.建立向政府报告机制。定期汇报协会工作进展，及时反映产业界需求，了解政
保持协会优势
府监管需求，做好监管标准支撑。
3.密切与其他组织沟通。与通信行业、垂直行业的组织和论坛联盟沟通协调，加
强交流和跨行业标准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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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标准制定，
提升核心竞争力

规范协会管理，
做好会员服务

加大协会宣传，
提升行业影响力

4.谋划关键重点标准。重点领域谋篇布局，制定标准化工作方案，加快组织开展
标准制定，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5.成立相应标准研究组。主动适应技术变化和行业主管部门标准化工作需求，及
时成立热点领域技术委员会、特设任务组或工作组。
6.培育发展协会标准。及时响应市场和创新需求，填补标准空白，强化标准供给，
适时将 ICT 领域团体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7.开展跨界标准制定。强化行业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开展标准制定，支撑
产业升级。
8.提升国际标准水平。在 5G、云计算等重点、热点领域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9.完善协会管理体系。做好技术管理委员会换届，制定参与区域性/国际性标准
组织办法，组织做好 TC485、TC543 和 TC260 WG6 国家标准化工作。
10.优化标准平台功能。适时启动网站升级改造工作，配合工信部标准制修订系
统上线使用，实现协会系统与工信部系统功能对接。
11.走访调研会员单位。制定走访调研计划，专题了解热点技术研发、产业化推
进、行业应用、发展瓶颈、措施建议，形成必要的调研报告，推动政府出台产业
政策。

12. 拓宽新闻宣传渠道，加大协会新闻宣传。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加强与人民
邮电报等行业新闻媒体联系，让各方面及时了解协会工作动态和标准成果。对一
些重大标准成果、重要调研报告和国际组织交流研讨活动，及时形成专题报告，
推动标准更好实施和应用推广。

3GPP 发布 IMT-2020 最初的 5G 描述
中国信通院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推动 IEEE 标准制定
2018 年 3 月 4 日至 9 日，IEEE 2018 年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中国信通院、中国电信、
华为等国内企事业单位参加了本次会议。
IEEE802.1 主席 Glenn Parsons 和 NEND 新任主席 Roger Marks 一起主持了本次会议。Nendica 全称是
“802 Network Enhancements For the Next Decade Industry Connections Activity”，该工作组的重
要工作是基于 IEEE 802 来评估通信基础设施的新需求，找出 IEEE 802 标准和项目尚未解决的共性问题，
促进建立业界共识，以便于发起新的标准开发工作。
Paul Congdon 先生发布了关于 Lossless Networks for Data Center Report 的最新更新。这份白皮
书贡献者来自百度、中移动、中电信、中国信通院、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华为等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
主要介绍了数据中心包括 OLDI、深度学习、NVMe over Fabrics 等在内的网络新场景，分析了当前数据中
心网络的不足，提出了动态虚拟通道、推拉混合调度、负载感知报文处理等无损网络新技术。希望基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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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技术推动数据中心网络技术的完善。
中国信通院云大所主任李洁博士做了题为“Standard and Industry Progress of Lossless Network
in China”的演讲，向大家介绍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重点介绍了信通院对无损
网络在标准制定，技术研究和测试验证等方面的工作进展，特别是备受关注的无损网络测试规范，该规范
对多种场景准备了测试案例，包括：传统存储网络、DPDK、HPC 和 NVMF 等，并即将开展测试工作。李博
士表示，中国信通院后续将从标准、测试、应用、行业等各个方面全力推动包括无损网络在内的数据中心
新技术的发展。
中国信通院云大所主任工程师郭亮做了题为“Application Scene of Lossless Network”的主题演
讲，重点介绍了中国电信分布式块存储和中国移动咪咕资源池网络的需求。他指出，随着分布式块存储的
规模应用，对网络的时延、丢包等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随着 CRM、计费系统等核心应用的逐渐迁移，分
布式块存储对无损网络的需求愈加明确。中国移动“咪咕”品牌面向用户提供互联网数字内容服务，涵盖
音乐、视频、阅读、动漫、游戏等各类互联网应用，咪咕资源池用以支撑各类业务应用，目前咪咕资源池
全面采用 SDN 组网技术提高网络部署效率增强灵活性，与此同时中国移动面向 AI 的各类应用对网络性能
提出要求，中国移动已经联合业界初步开展无损网络的试点研究。
后续，中国信通院将和中电信、中移动等单位一起，推动无损网络在国际和国内标准组织的标准化。
本次 IEEE 全会，来自中国的代表们表现积极，分享的内容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重点关注。今后将继续跟踪
IEEE、IETF、ITU-T 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工作，将更多的先进技术贡献到这些组织中去，推动中国数据中
心新技术的创新！

中国电信首创“基于应用感知实现 4G 与 5G 互操作”获 3GPP 立项
在刚结束的 3GPP SA2#126 会议上，中国电信主导的“基于应用感知实现 4G 与 5G 互操作”（Study on
Application Awareness Interworking between LTE and NR ）研究项目立项建议获得通过并担任唯一的
项目报告人。
2017 年 7 月，
中国电信 5G 团队创新提出了保证用户最佳体验的前提下实现 4G 和 5G 融合发展的思路，
首先在 2017 年 11 月向 ITU-T SG13 提交了“IMT2020（5G）网络支持固移融合的业务调度”(Service
scheduling for supporting FMC in IMT-2020 network)立项申请并获得通过。随后在 2017 年 11 月和
2018 年 2 月中国电信向 3GPP SA2(系统架构工作组)提交了“基于应用感知实现 4G 与 5G 互操作研究”立
项建议，经过多轮的沟通和协商，最终获得通过。该项研究工作对于促进 4G 与 5G 网络协同，探索移动网
络演进创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引领了 5G 国际标准发展。
4G 是当前移动业务的主要承载网络，技术成熟稳定、覆盖全面深入，能够满足当前移动宽带业务的
需求；而 5G 通过技术创新和新增频谱，支持移动宽带增强、高可靠低时延、低功耗大连接等多种场景，
支持丰富的应用以及商业模式。如何充分发挥 5G 技术优势、合理利用 4G 已有投资，在保证业务能力和用
户感知的基础上实现网络投资与价值最大化，是全球运营商的重要课题。中国电信从网络演进和用户感知
的角度出发，在国际标准组织创新提出“基于应用感知实现 4G 与 5G 互操作”研究建议，希望推动 4G 和
5G 的有效融合以及商业模式创新。
该项目一经提出便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得到了全球众多科研机构、运营商及设备商等产业链伙伴的大
力支持。
为了大力促进 5G 发展，中国电信在 5G 关键技术、网络融合和网络架构层面积极参与 5G 标准的制定。
中国电信在 3GPP 以及 ITU 国际标准组织共主导 5G 国际标准立项 23 项，提交国际标准文稿 300 多篇，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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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技术专利保护 139 项。以上工作为中国争取 5G 国际标准话语权、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IBN（Intent-based Networking）
IBN（Intent-based Networking）将是网络领域的“The next big thing”， IBN 将重新定义未来
30 年的网络。IBN 提供了一种搭建和运维网络的新方法，与传统方式相比它提升了网络的可用性和敏捷性。
IBN 应该具备的四种能力：转译和验证、自动下发与执行策略、网络状态的察觉、精确诊断以及动态
的优化和补救。简单地理解这四种能力，也就是将意图转换为网络可操作执行的路径，例如将意图转化为
网络能理解的语言——策略(policy)，并根据网络的状态实时验证该策略的有效性；转译出的策略在通过
验证后由 IBN 自动下发到网络基础设施上，并自动执行等。
“意图”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高深莫测，实际上说成某个希望实现的业务更容易理解，或者称之为“业
务意图”。例如让网络可以理解业务的意图，从而加速业务上线的速度。
传统的网络依赖人们输入具体的策略执行命令。在 IBN 中，管理员将不必直接输入策略命令，而转为
输入期望达到的“意图”，网络则自动转译并自动化完成后续的操作，进而实现“意图”。
目前主流网络厂商都推出 IBN 相关的解决方案，例如思科、瞻博网络、华为等，还是有一些新内容的，
拿华为来说，它为意图驱动的网络加入了一个“智慧大脑”，包含 4 个引擎：
1. 意图引擎将商业意图翻译成网络语言，模拟网络设计网络规划；
2. 自动化引擎是将网络设计和规划变成具体的网络命令，通过标准的接口让网络设备自动化执行；
3. 分析引擎，主要是通过实时遥测等技术，采集分析用户的网络数据，这里我们不收集用户的隐私
数据，只收集用户的网络数据，比如 WIFI 上下行速率，延迟，丢包率等等；
4. 智能引擎，在分析引擎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等算法和不断升级经验库，给出风险预测和给出
处理建议。
“智慧大脑”从上接收商业意图，对下通过意图驱动的自动化作用于网络基础设施，并实时感知网络
状态，进行预测性的维护。三层架构组成的 IDN 具备了智慧、极简、超宽、开放和安全的关键特征，最终
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优化的目标。
要说 IBN 价值有多大？2017 年 Gartner 曾在报告中指出，一套 IBN 系统的部署可以减少 50%-90%的网
络基础设施交付时间，同时可以减少至少 50%的宕机发生次数和时长。当然，它的潜力不只是这些，未来
的一段时间会更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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