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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工作计划
科技司与国际电信联盟（ITU）电信标准化局交流座谈
田世宏代表中国向 ISO 理事会提出 8 条建议
ITU 首次量子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在上海正式开幕
海峡两岸专家技术委员会会议在武汉成功举行
CJK 信息安全工作组第 16 次会议在重庆举行
“量子通信术语与定义”等量子通信基础性国家标准启动编制工作
“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知识图谱构建通用技术要求”和“工业互联网平台 制造企业数据质量
治理通用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通过审查
TC4 召开第 34 次全会 举办 5G 发展与应用专题研讨
5G 网络系列标准制定工作全面展开
“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智能网关”系列标准送审稿通过审查
“海底光缆”通信行业标准已初步完成修订工作
启动软件定义光网络系列标准研究 开展“开放和分解的光网络”头脑风暴
国家标准“智慧城市 电子围网业务需求及能力要求”通过审查
TC11 召开第 20 次全会 探讨 5G 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工作计划
2019 年 6 月 20 日，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19 年工作计划》，计划提出，完成中国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的组建；建设 5 个以上企业内网络技术验证应用测试床和 10 个企业标杆网络；进一步加
快 5G 工业互联网频率使用规划研究，提出 5G 系统部分毫米波频段频率使用规划，研究制定工业互联网频
率使用指导意见；加强军工工业互联网发展顶层设计，研究制定《数字军工行动计划》；推动工业互联网
平台普及应用；推动百万工业企业上云等具体举措。
计划要求 2019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应牵头完成构建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工作。一是制定
总体性标准、基础共性标准、应用标准、安全标准。在网络、平台领域，研制 5 项以上总体性及关键基础
共性标准，研制 5 项以上重点行业标准。在平台安全、数据安全、商用密码应用等关键急需领域，开展至
少 3 项重点安全标准的研究制定。二是组织开展标准试验验证。建立 1-2 个工业互联网新技术标准与试验
验证系统。(摘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司与国际电信联盟（ITU）电信标准化局交流座谈
2019 年 6 月 5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范书建在上海会见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局
（ITU-T）
局长李在摄一行，双方就信息通信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工作进行交流。
范书建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ITU-T 的工作，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专家参与 ITU-T 国际标准的制
定与实施，推动形成全球统一、开放、共享的信息通信标准，更好地满足成员国和产业界的标准需要。李
在摄感谢中国专家对 ITU-T 标准化工作的贡献，欢迎中国企业积极参与 ITU-T 国际标准化工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电联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有关人员参加交流。
(转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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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世宏代表中国向 ISO 理事会提出 8 条建议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17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标准委主任田世宏率团赴哥斯达
黎加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 109 次理事会会议，随后赴英国参加 2019 年中英标准化合作委员会机
制会议。
本次 ISO 理事会会议主要研究了《ISO 战略 2030（草案）》，田世宏代表我国从变化驱动因素、2030
年愿景、成功关键措施、优先事项等方面提出了 8 条建议，得到 ISO 主席、秘书长和其他理事会成员的高
度关注和评价。田世宏指出：ISO 要注重从生态和资源管理方面对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加
强对标准化的基础理论研究；要增强标准和计量、合格评定的结合，注重 NQI 研发对国际标准的积极作用；
要加强创新，制定更多贸易急需、大众关心的国际标准，确保 ISO 国际标准让生产生活更便捷、更安全 、
更有序、更优质。
会上，理事会还重点审议了 ISO 如何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议题，田世宏就此做了重点介绍并
进行积极推广，得到了理事会成员的普遍高度评价。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与 ISO 主席和秘书长以及美
国、法国、德国、沙特等国家标准化机构进行了 8 场友好会谈，就联合参与国际标准化制修订、提升国际
标准组织治理、邀请参加 IEC 大会、青岛国际标准化论坛和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活动等进行探讨并达成
共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与哥斯达黎加工业、经济和贸易部进行了会谈，就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标
准化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交流并达成共识。
ISO 理事会会议后，田世宏率团赴英国访问。6 月 13 日，在伦敦会见了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
副部长凯利·托尔赫斯女士，双方就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使用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加强在新
技术和市场准入领域的标准化合作，以及推动开展法治营商环境国际标准合作项目达成多项共识。田世宏
代表国家标准委与英国国家标准机构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与英国国家标准机构
推动标准协调一致性提升合作谅解备忘录》。
6 月 14 日，2019 年中英标准化合作委员会会议在英召开，双方就智慧城市、共享经济、绿色金融、
法制营商环境国际标准和“一带一路”建设标准化合作等进行了深入研讨，达成多项合作共识，会议取得
预期成果。来自中英两国标准化主管部门、两国使馆、相关专家共 4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转自质量与认证）

ITU 首次量子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在上海正式开幕
2019 年 6 月 5 日上午，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在量子信
息领域的首次国际研讨会（Workshop on Quantu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Networks, QIT4N）在上海正式开幕。
此次研讨会由 ITU 作为组织方，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
作为指导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
技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为
主办单位，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是承办单位。ITU 电信标准管理局局长李在摄，中国科学院
党组成员、秘书长邓麦村，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范书建，中国通信
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奚国华出席会议并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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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潘建伟做了“量子飞跃：从爱因斯坦的好奇心到新量子技术”
的主旨演讲。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瑞士、奥地利、新加坡以
及欧盟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名量子信息领域的学术界、产业界代表，共同探讨推动全球量子信
息领域的发展。
在开幕式后，来自奥地利国家技术研究院、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俄罗斯 Quanttelecom、日本北海
道大学、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分别介绍了欧盟和各自国家量子信息技术
发展情况。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量子信息技术标准化等专题进行讨论。
特别是在标准化方面，来自韩国 SK 电信、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中国
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等单位的专家分别介绍 ITU、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ISO/IEC）、ETSI
及我国在量子信息领域标准化方面的工作。
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长期以来形成了以需求促标准、以标准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模式。
ITU 作为联合国下属主管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官方机构和 ICT 领域的权威标准化国际组织，在我国量
子信息团队的大力推动下，正在量子通信领域开展 QKD 网络及功能架构、安全总体要求、密钥管理技术等
7 项国际标准编制工作。
此外，国际国内的有关标准化组织也十分重视量子信息技术标准研制工作。国际上，ETSI 早在 2008
年就布局了量子通信相关标准化工作，近年来发展加速，已经发布了 QKD 术语、用例、应用接口等 9 项规
范；ISO/IEC 正在开展 QKD 安全要求、测试和评估方法等国际标准编制工作。在国内，中国通信标准化协
会专门成立了量子通信与信息技术特设任务组，已经围绕应用场景、网络架构、安全性等开展了 25 项标
准研制工作；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密码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围绕量子通信网络组网和基
于量子密钥分发的加密通信技术体系框架等开展了有关工作。
随着欧盟量子技术旗舰计划、美国国家量子计划法案等启动实施，ITU 在我国举办本次会议，主要目
标是为了搭建一个跨学术界、产业界、标准界的全球交流平台，以更好地推动量子信息领域特别是量子通
信相关研究成果和信息的分享，加速相关标准化工作进程，促进量子信息领域的蓬勃发展。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海峡两岸专家技术委员会会议在武汉成功举行
2019 年 6 月 4 日至 6 日，海峡两岸移动通信分论坛、车联网分论坛专家技术委员会会议在武汉举行。
来自两岸业界 50 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工信部科技司刘傲、通信司徐鹏飞、协会代晓慧副理事长兼常务
副秘书长、华聚基金会林坤铭执行长、中电标协崔文浩到
会致辞。
6 月 4 日上午进行的移动通信分论坛专家技术委员会
会议由陆方召集人电信发展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和台方
召集人台湾资通产业标准协会秘书长周胜邻共同主持，中
国移动、联发科、大唐移动、中磊、明泰、工信部无管局
等专家分别介绍了两岸在推动 5G 商用、终端晶片发展、
中高频器件、小基站解决方案、毫米波频率研究等方面开
展的工作。资通产业标准协会陈文江和中国移动付吉祥代
表双方就 5G 毫米波前端模组介面白皮书的内容进行了交流。
车联网分论坛专家技术委员会会议在 6 月 4 日下午举行，会议由陆方召集人协会副理事长兼常务副秘
书长代晓慧和台方召集人台湾物联网产业技术协会顾问何宝中共同主持。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
联网产业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科大、大唐高鸿、资策会等专家分别介绍了两岸在智能网联企业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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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建设、5G-V2X 发展联网自驾车、通信技术与自动驾驶融合发展、ADAS 及半自动驾驶运算平台、
C-V2X 产业发展现状、车联网与智慧交通应用场域建设等方面开展的工作。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还参访了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湖
北移动等地，实地考察了 5G 和车联网技术在智慧制造、自动驾驶、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应用案
例及发展前景。
会议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工信部港澳台办公室、科技司、通信司和无管局的指导，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在会议举办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本次会议是“十六届海峡两岸信息产业和技术标准论坛”
举办前的一次重要会议，两岸专家就落实十五届论坛各项共识，商议十六届论坛合作重点议题和共识草案
等内容达成了初步意见。十六届论坛将于今年 9 月在新竹举行。(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CJK 信息安全工作组第 16 次会议在重庆举行
2019 年 6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在重庆承办了“CJK（中日韩）信息安全工作组第 16
次会议”。韩国电信技术协会（TTA）、日本电信技术委员会(TTC)
和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的 13 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
议由轮值主席，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所所长魏亮主持。
本次会议聚焦区块链、物联网、金融科技、人工智能、IPv6
安全等当前热门话题，共审议文稿 13 篇。韩方代表提交了关于区
块链安全、金融科技安全等 5 篇文稿，介绍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区块
链安全标准当前进展、金融科技面临的安全威胁；日方代表提交了
关于物联网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 3 篇文稿，交流了日本 NOTICE
（National Operation Towards IoT Clean Environment）研究项目情况、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
中方代表提交了关于区块链安全、IPv6 安全等 5 篇文稿，阐述了区块链即服务（BaaS）定义、架构、优
势，以及 IPv6 安全风险等。
参会代表围绕文稿涉及的相关标准工作、安全实践等进行了讨论，就未来安全相关标准制定达成了部
分共识，并提出了中日韩对 ITU-T SG17 未来工作的计划建议，包括补充热门研究话题、调整组织架构和
职能分工等。
会议确定下次会议将于 2020 年 1 月在日本举行，由 TTC 承办。(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量子通信术语与定义”等量子通信基础性国家标准启动编制工作
量子通信是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型交叉学科，是量子论和信息论相结合的新的研究领域。量子通信
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近年来在实用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量子密钥
分发与传统对称加密技术相结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在国防、能源、金融、卫星通信等领域具有广泛的
应用潜力。量子通信技术在从基础研究走向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其相关概念存在不少模糊的提法，容易造
成混淆和误解。在试点应用和产业化过程中，也需要明确不同场景下的用户业务、功能及安全需求。因此，
量子通信与信息技术特设任务组（ST7）日前启动了国标“量子通信术语与定义”和“量子保密通信应用
场景和需求”的研制工作，针对量子通信技术所涉及的相关概念、术语及定义制定统一的规范，针对量子
保密通信在各行业的潜在应用场景及业务需求进行规范，将促进量子保密通信的应用和推广。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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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知识图谱构建通用技术要求”和“工业互联网平台 制造企业数
据质量治理通用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通过审查
近日，工业互联网特设组（ST8）在北京召开了第 7 次会议，下设各工作组也分别召开了会议，审查
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知识图谱构建通用技术要求”等两项行标送审稿和“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技术
研究”研究课题，通过“工业互联网成熟度评估规范”等 8 项国标、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系列标准等 32
项行标立项建议，讨论多项国标、行标草案。
在“智能制造”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为加快机械、航空、船舶、汽车、轻工、纺织、食品、电子等行
业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形成了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设备、产品、过程和服务等
碎片混杂的 PB 级工业数据。此次审查通过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知识图谱构建通用技术要求”行业标
准草案将通过各种数据挖掘、信息抽取和知识融合技术，将原本没有联系的数据连通整合在一起，形成一
个统一全局的知识库和基于知识库的各种延伸服务—即知识图谱。通过规范工业大数据知识图谱的构建和
服务提供，从而提供更有价值的决策支持，可助力制造企业全面重组优化资源，提升智能制造效能，加速
制造企业智造转型。工业知识图谱将使工业互联网平台有效整合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设备运行、运营管
理等数据资源，提升形成从大数据到知识、从知识到决策的能力，成为开展预测性制造主要途径。
由于工业数据智能治理技术涉及企业内外部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P）、制造执行系统（MES）、产品
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供应链管理系统（SCM）等制造领域国产和进口控制和管理软件系统产生的基
础数据，各个系统产生数据存在格式差异性很大、数据质量层次不清、公有或私有共享模式缺乏标准化机
制等问题，为此出台“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企业数据质量治理通用技术要求”行业标准，将使制造企业内
外部数据整合有标准可循，从而可以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更大范围、更高效率、更加精准地优化生产和服
务资源配置，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新动能。本标
准发布后将实现工业大数据治理，提升工业大数据高效管理和利用、确保工业大数据的最优运营、共享和
安全。
此外，“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研究”课题编制的完成，将为如期完成“边缘计算”系列标准的制定工
作创造有利条件。预计本系列标准的“需求”、“总体架构”年内可以完成报批稿，边缘网关、边缘控制
器、边缘云等项标准随后也将陆续完成。(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4 召开第 34 次全会 举办 5G 发展与应用专题研讨
通信电源与通信局站工作环境技术工作委员会（TC4）第 34 次全会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组织开展了“5G 发展与应用专题研讨”，来自运营商、设计院、研究院以及设备制造商的七位专家
分别从 5G 技术进展、标准化工作进程以及相关电源空调演进和 5G 电源应用实例等内容做了主题演讲。
会议同期召开了各工作组会，审查通过了“市电加保障电源的两路供电系统技术要求”“通信局站用
智能热交换系统”“通信局站用智能新风节能系统”等三项行标送审稿；讨论通过“通信机房电源和环境
测评方法”、“通信机房微模块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等四项行标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5G 网络系列标准制定工作全面展开
今年 6 月 6 日，工信部 正式向四家运营商发放了 5G 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无
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负责组织开展 5G 基础网络标准的制定工作，经前期调研和规划，该工作已
于今年全面展开。5G 商用在即，各项目起草组正加紧 5G 标准研制，TC5 相关工作组也纷纷安排会议进行
讨论。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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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无线安全与加密工作组（WG5）重点讨论 5G 网络安全和移动通信网安全保障相关内容，并将讨论
通过的 5G 安全内容输出至移动通信无线工作组（WG9）、移动通信核心网工作组（WG12），待写入各组负
责的 5G 网络标准中。无线网络配套设备工作组（WG11）也重点讨论了“5G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无源天线
阵列技术要求（<6GHz）”及其测试方法系列行标项目及“车载通信天线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行标草案。
WG9 则重点讨论了 5G 无线接入系列行标草案、LTE 第四阶段基站和终端行标、车联网系列行标、蜂窝物联
网第二阶段等行标。针对 5G 核心网标准项目，WG12 计划近期将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汇总上述各工作组审查成果，
共计通过了“5G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无线网总体技术要求(第一阶段）”
行业标准草案送审稿；讨论通过了“5G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6GHz 以下频段基站设备测试方法（第一阶
段）”、“5G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增强移动宽带终端设备技术要求（第一阶段）”、“5G 数字蜂窝移动
通信网无源天线阵列技术要求（<6GHz）”、“5G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无源天线阵列测试方法（<6GHz）”、
“5G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NG 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第一阶段）”、“5G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Xn/X2
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第一阶段）”六项行业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另有“5G 移动通信网安全技术
要求”、“5G 数字化室内分布系统技术要求”、“5G 数字化室内分布系统测试方法”还将进一步征求意
见，“5G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6GHz 以下频段基站设备技术要求（第一阶段）”继续进行送审稿审查。
上述大部分项目计划于今年 8 月的 TC5 全会上完成送审稿审查，其余项目计划在年底前完成审查。
与此同时，车联网相关项目讨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经 WG9 本次会议充分讨论，通过了“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基站设备测试方法”行标草案送审稿。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有关支持
直连通信的车载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以及路侧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4 项行业标准项目需
进一步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由 WG11 负责组织的“车载通信天线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也将继续征求意
见。以上项目计划在 TC5 的 8 月会上继续推动阶段性进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智能网关”系列标准送审稿通过审查
目前，业界主流的家庭接入设备为具备简单路由功能的家庭网关设备，不具备灵活的业务扩展能力。
近年来国内外运营商逐步开始引入具备智能操作系统的智能网关设备，通过插件的灵活安装，为家庭客户
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增值业务，大幅提升家庭宽带管道价值。智能网关服务于全业务家庭宽带接入场景，是
实现灵活、智能家庭入口的核心设备，对运营商提升管道价值，扩展业务能力均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智慧
家庭、物联网等下一代多元化增值业务的出现，具备智能化功能的网关将成为家庭网络业务管控的中枢，
其标准化工作十分重要。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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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审
查通过了“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智能网关”系列标准中网关管理平台技术要求、网关与智能终端控
制管理通用要求、智能家庭组网设备技术要求、家庭用智能网关与智能家庭组网设备之间接口技术要求等
四个部分的送审稿，讨论通过了网关与网关管理平台间接口技术要求的征求意见稿，为智能网关的研究和
部署提供了技术支撑。
随着固网宽带用户网络越来越复杂，固网接入网关终端也越来越复杂，这对固网接入网关的成本、运
维和新业务部署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了满足用户高速上网，移动终端接入和高清视频的业务体验，运
营商需要在宽带客户网络中部署智能网关、4K 机顶盒、无线路由器等多个终端，由此会带来布线困难，
运维难度大等问题。随着硬件能力提升、系统智能化，终端能力延伸，终端产品界限逐渐模糊，宽带客户
网络中出现融合网关，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了宽带业务、室内 Wi-Fi 网络覆盖和视频播放等多种业务的
统一部署和管理，帮助用户获得更好的业务体验。接入网及家庭网络工作组日前审查通过了行标“基于公
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网络设备技术要求第 6 部分：融合智能机顶盒的宽带客户网关”的送审稿，为该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部署提供了统一的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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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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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光缆”通信行业标准已初步完成修订工作
经过 20 多年国产海底光缆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海底光缆系统完整产业链格局，我国海底光缆技术
已经实现了从浅海到深海、从低电压到高电压、从单光的海底光缆到光电复合的海底光缆的跨越。但现行
的 GB/T 18480-2001《海底光缆规范》和 YD/T 2283-2011《深海光缆》都是依据当时我国海底光缆技术水
平以及使用要求制定，对海底光缆的分类方法较为欠缺，技术要求和指标覆盖不足，尤其对浅海光缆、有
中继海底光缆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都缺少规定，不能充分反映目前走向深海、走向远海的技术发展，也
不能完全满足海底观测/监测网络建设的需求。因此，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线缆工作组
日前审查通过了行标“海底光缆”的送审稿，该标准参照 ITU 标准体系，以应用系统作为对海底光缆的分
类方式，对 YD/T 2283-2011 进行了重新修订，该标准的发布将完善我国海底光缆标准体系，更好地支撑
我国海底光缆通信系统建设。(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启动软件定义光网络系列标准研究

开展“开放和分解的光网络”头脑风暴

随着传送网控制平面、软件定义光收发等技术的发展，软件定义网络概念迅速向光网络领域拓展，成
为未来光网络发展演进的重要技术方向之一。目前，ONF、ITU-T 和 IETF 等标准化组织积都极开展传送网
SDN 的标准化研究工作，国内运营商参与了 OIF/ONF 组织的光传送网北向接口互操作性测试，国内相关设
备的研发已基本成熟。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传送网工作组适时组织开展了相关标准的
研究工作，在近日召开的工作组会议上，讨论通过了“软件定义光传送网（SDOTN）总体技术要求”、“基
于流量工程网络抽象与控制（ACTN）的软件定义光传送网（SDOTN）网络服务接口技术要求”、“软件定
义分组传送网控制器技术要求”以及“软件定义同步网技术要求”等四项行标的征求意见稿。相关标准的
研究将提升传送网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网络运营的效率，也引发了网络新型业务的出现，为运营
商光传送网带来新的价值。
此次会议还组织开展了“开放和分解的光网络”的头脑风暴，来自上海诺基亚贝尔、中国电信和华为
公司的专家分别介绍了业界关于光网络开放和解构的想法和观点，并从技术和成本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比较。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国家标准“智慧城市 电子围网业务需求及能力要求”通过审查
在近日物联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10）总体 工作组（WG1）召开的工作组会议上，审查通过了国标“智
慧城市 电子围网业务需求及能力要求”的送审稿：讨论通过了国标“智慧城市 电子围网技术要求”征求
意见稿。由于在海关、边防、公安、交通等特定区域，因为一些特殊政策的实施，要求能够实现区域管控，
但是在实施区域管控的同时，若仍按传统上采用物理围网一围了之的做法将对正常的经济生活、人员流动
造成影响。因此，需要运用电子围网，在普通人员无感知的情况下，对特殊目标或特定行为进行管控。电
子围网系列国标的制定将对特定领域电子围网业务需求和能力要求做出规定，形成顶层设计，为特定区域
电子围网应用设计、实施和标准体系研制提供总体指导和支撑。(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11 召开第 20 次全会 探讨 5G 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应用
移动互联网应用和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TC11）第 20 全会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至 20 日在深圳召开。
成功举办“5G 时代创新应用研讨会”，通过 14 项行业和协会团体标准送审稿，通过 39 项行标和协会团
体标准的立项建议。
“5G 时代创新应用研讨会”成功举办
研讨会由 TC11 副主席王爱宝主持，TC11 何桂立主席首先致辞。他指出，5G 时代已经来临，未来 5G
技术将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次研讨会面向 5G 技术与智能家居、车联网、医疗、航空等行业的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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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应用开展研讨，启迪思路，可为 TC11 后期标准化和课题研究打下基础。
来自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司的专家做了题为“5G 带来更美好生活和更智能工业”的演
讲，介绍了 5G 关键技术，以及 5G eMBB、uRLLC 和 mMTC 三大类场景的典型应用和思考；来自大朋 VR 的专
家做了题为“双 G 时代 VR 加速落地”的演讲，介绍了 5G 对垂直行业的影响、5G+VR 的趋势判断、Cloud VR
产业发展形态，以及 5G+VR 联合创新的成果和解决方案；来自小米集团的专家带来了“5G 时代的 AIoT 智
能家居”的主题演讲，介绍了小米公司 AIoT 布局、产品发展和 5G 时代智能家居的展望；来自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的专家分享了“5G 助力车联网发展”，介绍了车联网发展现状、5G 助力车联网发展的关键技术，
以及相关思考和展望；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带来了“5G 智慧医疗服务机遇与挑战”的演讲，
介绍了 5G 在医院、远程诊断、资产管理等场景典型应用的思考和展望；来自深圳市航电技术研究院的专
家分享了“5G 与航空”，介绍了 5G 与机场、商飞、航空公司、飞机结合的相关业务和展望等内容。研讨
会最后以圆桌会议形式进行了提问和解答，为业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取得了预期效果。
标准化最新成果
全会听取了秘书处和各工作组的工作报告。在各工作组充分讨论基础上，全会通过了“基于智能音箱
的多媒体通信技术要求”、“手持式终端产品的发热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31 项通信行业标准立项建
议，通过了“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基于 ZigBee 协议的智能家居设备测试方法”、“智能手机语音
交互技术要求”等 8 项协会团体标准立项建议，通过了“金融科技安全技术总体研究”等 7 项研究课题立
项建议。全会还通过了“移动媒体应用系统中心管理平台技术要求”、“信息终端设备声压输出限值要求
和测量方法”等 10 项通信行业标准送审稿，“智能终端应用计算性能评测方法”等 4 项协会团体标准送
审稿，并同意“人体虹膜认证方案在移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等 5 项研究课题予以结题。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2019 年 5 月 21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在京召开 2019 年主席组长工作会，会议通报了信息
通信领域标准化工作进展，10 个技术工作委员会和 7 个特设任务组分别总结了各自领域 2018 年以来工作
进展，阐述了今年重点工作，本刊该期将继续介绍 CCSA 技术工作委员会（TC7 至 TC11）和特设任务组（ST）
2019 年工作重点。
TC7:网络管理与运营支撑技术工作委员会
5G 移动通信网络管理和运营维护；5G 承载网网络管理；移动通信网络切片管理；移动通信网通用网
管接口。
重点标准

SDN/NFV 网络管理；IPv6 网络管理；光传送网（OTN）网络管理；分组传送网（PTN）网络管理；软

研究领域

件定义光传送网（SDON）网络管理；软件定义分组传送网（SPTN）网络管理。
工业互联网管理；政企客户业务网络管理及业务保障。
云计算/大数据管理；敏捷智能 OSS ；通信设备智能可穿戴维护；面向运行维护管理的通信网络仿真
方法。

重点标准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运维与管理；超 100G OTN 网络管理；超高精度同步网网络管理；集约化传输

预研工作

网络管理系统；泛在终端及边缘计算管理；产业互联网管理；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运营管理；网络
全维测量；叠加网络(Overlay)管理；意图驱动网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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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8: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工作委员会
在互联网业务及其治理、数据安全、网络及运营安全推进网页防篡改、web 漏洞分类、互联网码号资源公钥
基础设施、大数据安全防护、电信大数据安全管控、电信大数据平台敏感数据识别、IPv6 网络安全、电信
有线网络安
全组（WG1）

网和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安全、网络资产安全管理等开展标准研究。
开展新热点技术的标准化研究，包括物联网及其垂直应用领域的车联网信息服务系列标准及无线通信安全
技术指南；安全新技术方面新立项拟态构造交换机、防火墙技术要求和检测规范、软件定义安全；SDN/NFV
安全方面分布式 SDN 控制器集群安全参考架构。
后续研究重点：增强新形态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的研究、增强大数据安全研究、增强重要垂直领域的安全研
究、推进 ICT 基础安全技术研究。
完成和推进了包括通讯信息诈骗防范、移动终端不良信息治理、5G 安全、物联网安全、移动互联网业务安

无线网络安

全、手机恶意程序治理、电信大数据安全、移动应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标准研制和研究。

全组（WG2）

后续研究重点：推进 5G 安全标准、增强人工智能安全、增强移动终端、增强移动个人信息保护。
重点研制的标准包括互联网基础资源系列标准、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安全评估系列标准、大搜索系列标准、

安全管理组

互联网舆情系列标准等；互联网基础资源、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安全评估、大搜索、互联网舆情系列标准。

（WG3）

后续研究重点：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安全评估系列标准、推动大搜索、互联网舆情
等系列标准的研制。
完成和推进了云计算安全、区块链安全、网络靶场、车联网等方面的标准研制和研究。重点研究云计算安

安全基础组

全相关标准、区块链系列研究和标准。

（WG4）

后续将着力推动区块链系列标准研制、云计算安全、联网汽车安全等标准研制。

TC9:电磁环境与安全防护技术工作委员会会

电信设备的电磁环境

5G 产品 EMC 标准与 OTA 标准的制订：包括完成 5G 基站、终端、终端 OTAEMC 标准制订；完成 5G

(WG1)

承载设备 EMC 研究报告；完成 5G 基站 OTA 标准的立项与征求意见；制订车联网设备的 EMC 系列
标准；开展毫米波终端的 OTA 技术研究；MIMO OTA 技术研究。

电信系统雷击防护与

完善电信设备环境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系列标准；完成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第 5 部分：

环境适应性（WG2）

防雷接地标准、通信电源浪涌保护器的外置断路器标准制订。
修订 GB 21288《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YD/T 1644《手持和身体佩戴使用的无线通

电磁辐射与安全（WG3）

信设备对人体的电磁照射》系列标准。结合环境评价政策的最新变化完善移动通信环境电磁辐
射评估标准。

共建共享（WG4）

对 YD/T 2164 系列标准进行修订；开展 5G 网络不同场景下相关技术研究；。探索行业间（如电
力电网、市政等）共建共享技术，适时启动相关标准化工作。

TC10:物联网技术工作委员会
面向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标准化共性技术领域，研究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包括智能锁、无人驾驶飞机、智慧照明、智慧消防、
城市公共自行车、海绵城市、智慧农业等；成立车联网子组、智慧照明和区块链子组；与地方政府和垂直企业合作召开智能
照明和智能门锁研讨会。
开展物联网云平台及云边协同的标准研究，在感知延伸层的相关终端、边缘计算、接入等技术，如工业制造领域通用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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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DTU），NB 智能水表、智能燃气表、智能井盖控制器、智能路灯控制器、智能停车车磁检测器、智能车锁等典型 NB
终端。

TC11:移动互联网应用和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

通信与互联网结合的基础性、关键性技术标准研究。面向消费电子产品的 eSIM 远程配置平台、终端和
卡的系列技术标准和测试标准、奠定使用嵌入式 SIM 的物联网设备互联网互通的技术基础、研究并制定
移动互联网凭证管理技术要求，丰富移动互联网用户身份认证能力。

“移动互联网+汽车”相关技术标准研究。智能终端与车载终端智能互联接口、移动互联汽车用户数据
应用与保护、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自动驾驶中的应用、车载智能终端信息安全、汽车以太网。
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相关技术标准研究。智能家居系统应用场景设计指南、云服务平台间接口、无
总体协调工作组

线局域网模块技术要求；终端互联、智能家居安全、人工智能、家庭服务型机器人等关键技术的前瞻研

（WG1）

究。
“移动互联网+VR/AR”相关技术标准研究。云化 VR 系列行标、手机 AR 行标、5G 网络下的云化虚拟现实
平台技术研究白皮书、5G 扩展现实总体研究白皮书。
“移动互联网+健康”相关技术标准研究。基于宽带网络的远程医疗服务质量总体要求、健康感知设备
通信数据命名表及医疗云计算评估方法系列标准、健康医疗数据应用脱敏技术要求、互联网健康扶贫标
准。
“移动互联网+金融”相关技术标准研究。互联网+金融领域中的金融服务、征信、安全等标准规范的演
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安全等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标准化研究。
“移动互联网+航空”相关技术标准研究”。舱内覆盖技术研究，卫星和 ATG 中继技术研究以及在接口、
平台、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化。

业务平台与应用

开展移动互联网业务融合开放体系以及开放应用接口技术、企业信息化关键技术、平台、移动互联网业

工作组（WG2）

务体验及新业务、移动互联网业务与应用安全等研究；定制跟踪研究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
VR 等热点业务。

终端工作组

研究智能终端的人工智能能力、新型和智慧型终端（如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eSIM、终端安全、智

（WG3）

能终端的基础和共性技术等。

ST2: 通信产品节能与综合利用特设任务组

已完成涉及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绿色工厂三个领域的 12 项行标和 2 项协会团体标准。近期的工作重点是绿色认证和评
价标准的研制工作。

ST3：应急通信特设任务组

完成国标“便携式宽带应急通信系统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行标“紧急情况下移动终端位置信息传送测试方法”制定工
作；启动行标 “基于数字签名的小区广播业务安全技术要求”、“基于系留无人机的 LTE 高空基站技术要求”的研制；开
展国标《公共预警短消息业务技术要求》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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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7：量子通信和信息技术特设任务组


加速量子保密通信标准体系建设，开展“量子保密通信应用场景和需求”和“量子通信术语和定义”两项国标，以及
量子密钥分发系统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应用接口等 8 项行标的研制工作；已完成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架构、量子保密
通信系统测试评估、量子密钥分发安全性、量子密钥分发与经典光通信系统共纤传输、量子密钥分发关键器件和模块
技术要求等 5 项研究课题的研究。



积极推进国际标准转化，在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架构及安全性研究基础上，先后在 ITU SG17、SG13 获得 Y.QKDN_Arch、
Y.QKDN_KM、X.sec_QKDN_ov、 X.sec_QKDN_km 和 X.qrnd-a 等多项国际标准的立项。

ST8：工业互联网特设任务组


支撑工信部和国家标准委颁布《工业互联网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承担国家标准委项目《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
研究（2019 年版）》。



研制国家标准“工业互联网 总体网络架构”、“智能制造 标识解析体系要求”；开展“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系列
行标、“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系列行标、“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30 多项行标的研究工作。



加快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节点、二级节点建设，推动平台建设与测试验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实现关键领域突
破。



加快构建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打造“一网一库三平台”，提升国家工业信息安全技术支撑水平，制定发布《工
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试点示范。

ST9：导航与位置服务特设任务组
网络辅助导航服务工作

在前期开展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完成行标“面向物联网的用户面 A-GNSS 定位技术要求和测试方

组(WG1)

法”方案起草工作。

高精度位置服务工作组

尽快启动 RINEX 技术方案讨论，以开展“用户面定位业务平台与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数据接

(WG2)

口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标准研制工作。

室内定位服务工作组

开展行标“移动通信网高精度定位总体技术要求”功能要求等方面的技术讨论；研制国标“基

(WG3)

于移动通信网的带内与共频带定位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讨论对比多个定位技术方案。

应用服务工作组(WG4)

开展行标“低速无人系统导航定位通用指标及测试方法”、“面向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电子围栏
的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研制；完成“导航与位置服务标准体系”研究报告；围绕《北斗
全球信号标准体系研究》，讨论 B1I 和 B1C 关系等技术问题。

重庆大学冯亮教授荣获 IEEE2019 杰出论文奖
2019 年 6 月 10 日，智能计算领域国际旗舰会议 IEEE Congres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在新
西兰惠灵顿召开。作为智能计算、进化计算领域重要盛会，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各路专家和业界人士汇集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11

2019 年第 7 期

于此，共同讨论和分享智能计算领域的前沿想法。
2019 年度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杰出论文奖获奖论文在该大会上揭晓。
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专委会委员冯亮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Ong
Yew Soon 教授，及 Abhishek Gupta 博士的合作论文《Multifactorial Evolution: Toward Evolutionary
Multitasking》获得该奖项。ieee tevc 的主编 ieee fellow：kay chen tan 教授为冯亮等学者颁发了奖
状。
该论文在目前云计算，大规模优化背景下首次提出了智能多任务优化框架，与传统单任务优化算法对
比，多任务优化通过利用优化问题之间的信息迁移，实现提升优化效率的目的。该论文开辟了智能优化的
新方向。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是智能计算领域国际顶级期刊，SCI 一区，2019
年影响因子 8.124。该期刊每年收录论文约 60 篇，接受率约 10%。每年该期刊会评出年度杰出论文奖，全
球当年仅一篇。（转自 TOP 大学来了）

硅光子技术
目前，传统光模块主要是 III-V 族半导体芯片、电路芯片、光学组件等器件封装而成，其本质上还是属
于电传输范畴。而随着晶体管的制造越来越小，传统三五族光芯片速率达到 25Gbps 时已趋近于传输速率
极限。而高速高模块在数据中心中又有着大量的应用需求，在此背景下，硅光子技术应运而生。
硅光子技术是一种基于硅光子学的低成本、高速的光通信技术，用激光束代替电子信号传输数据，英特尔
实验室通过混合硅激光器技术的集成激光器，首次实现了基于硅光子的数据连接。
硅光子技术利用标准硅实现计算机和其它电子设备之间的光信息发送和接收。与晶体管主要依赖于普
通硅材料不同，硅光子技术采用的基础材料是玻璃。由于光对于玻璃来说是透明的，不会发生干扰现象，
因此理论上可以通过在玻璃中集成光波导通路来传输信号，很适合于计算机内部和多核之间的大规模通信。
硅光子技术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相当高的传输速率，可使处理器内核之间的数据传输速度比目前快 100 倍
甚至更高。
硅光子技术使用硅和硅基做材料，利用现在的 CMOS 技术进行集成电路的制造。其不仅有集成电路的
超大规模、高精度的特性，还有光子技术高速率、高稳定性、低功耗的优点。
光芯片是光通信系统中的核心器件，未来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传统芯片的传输速率达到极限，已经
不能满足现代通信对更高传输速率和稳定性的要求，硅光子芯片相比传统硅芯的性能更好，在通信器件的
高端市场上，硅光子芯片的性能更加明显。(摘编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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