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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电信组织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第五次筹备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2019 年 7 月 31 日，亚太电信组织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第五次筹备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亚太
电信组织秘书长 Areewan Haorangsi 女士、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主任 Mario Maniewicz 先生出席
了本次会议。来自亚太电信组织 26 个成员国和 40 个企业成员以及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和
区域组织的近 60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国内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出席本次会议，并就
25 项大会议题向此次会议提交中国提案。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副局长谢存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本次会议是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举办前亚太区域的最后一次筹备会议，会议将围
绕 5G 毫米波频段、卫星互联网频率轨位资源的使用规则、智能交通全球频率、太赫兹频段的使用、下一
代铁路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形
成亚太区提交 WRC-19 的共同提案或观点，会议成果将对今年 10 月在埃及召开的 WRC-19 大会产生直接影
响。(转自工业和信息化部)

田世宏：尽早启动标准化战略纲要编制工作
2019 年 7 月 29 日，“中国标准 2035”项目讨论会在中国工程院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标准委
主任田世宏出席会议并讲话。
田世宏充分肯定项目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得出了很多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结论，形成了项目总报告
观点稿；强调项目研究进入攻坚阶段，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下一步要着重加强项目与外界及项目各课题间
的互动交流，着重加强重要结论、观点的论证分析，着重加强研究成果梳理和总报告撰写；指出当前正值
“十三五”收官和谋划“十四五”发展重要时期，要加强“中国标准 2035”项目研究与标准化战略纲要编
制的衔接。田世宏表示，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将全力配合中国工程院做好项目研究，尽早启动标准化
战略纲要编制工作。在听取综合课题组对项目总报告观点稿的汇报后，与会专家、领导进行了集中讨论，
会议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由项目副组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院士主持，项目组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赵宪庚院
士，项目副组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勇院士，项目副组长、原国务院参事张纲，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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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主席、原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国际标准化组织前主席张晓刚出席会议，项目办以及市场监管总局标准
技术司、标准创新司等方面负责人参加会议。(转自中国标准化)

团体标准培优计划工作启动
2019 年 7 月 10 日，“团体标准培优计划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工
信部、中国科协、中国标准化协会等相关单位专家领导及 28 家列入团体标准培优计划的社会团体代表参
加了启动会。启动会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高建忠主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
司长崔钢出席启动会并讲话。
崔钢指出，团体标准培优是高质量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必然要求。社会团体是团体标准的制定主体，
也是团体标准化工作的责任主体，要以团体标准培优计划为抓手和切入点，推动一批有基础、有潜力的社
会团体进一步提升工作能力、服务创新发展、引领行业进步、开拓国际市场，制定发布一批高水平、高质
量、高效益的团体标准，发挥标杆示范作用，带动我国团体标准化工作水平整体提升。
崔钢强调，开展团体标准培优计划，要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出发点，坚持“自愿参与，科学评估，
发掘潜力，重点突破，务求实效”的原则，同时对参与的社会团体采取“动态管理、能进能出”的管理方
式。要以解决目前阻碍团体标准发展的现实问题为着力点，“急团体标准发展之所急，供团体标准发展之
所需”。要以取得实际成效为落脚点，用数据说话、实例说话，研究建立量化的科学评价标准。要积极发
挥各方力量，加强用户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加强部门协同，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团体标准培优计划工
作。
启动会上，来自 28 家社会团体的代表一致表示，将积极落实主体责任，着力打造一批优质的团体标
准，着力将优势产业的标准向国际标准推进，努力成为优质团体标准制定机构，促进产品和服务提质增效，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转自中国标准化)

CCSA 召开技术管理委员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多项议题
2019 年 7 月 25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在北京召开了技术管理委员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
技术管理委员会的 20 位委员或委派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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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对多项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
审议。
对于互联网与应用技术工作委员会（TC1）提交的关于将总体
工作组（WG1）的名称调整为“人工智能工作组”，会议认为人工
智能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现阶段处于人工智能标准化工
作的蓬勃发展阶段，协会鼓励各 TC 在本 TC 研究范围内开展人工智
能相关的标准化工作，后期将探讨更加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和分工
安排来推动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的开展。会议同意 TC1 在其研究范围内开展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并将
WG1 名称调整为“互联网应用总体及人工智能工作组”，名称调整后工作范围不变，并继续管理现在 WG1
所有的标准项目。
对于成立“泛终端软件绿色标准及产业发展推进委员会”的申请，会议认为推进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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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建立包容性的工作机制，同意该推进委员会的成立，并由秘书处提交协会理事会审批。该推进委员会
成立后，其管理和运作将按照国家和协会的相关管理办法执行。同时，会议建议协会秘书处尽快建立完善
推进委员会的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
此外，根据协会标准工作程序的要求，经本次技术管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了 16 项 2019 年第二批“中国
通信标准化团体协会标准”项目计划建议和 19 项“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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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二次 TC 联席会议 协调审议通过年度第二批标准项目
2019 年 7 月 24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在京召开了 2019 年第二次技术工作委员会联席会
议，协调审议 2019 年第二批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参加会议的
有各技术工作委员会主席或其委派的专家和协会秘书处相关人
员。
会议由协会武冰梅副秘书长主持。本次会议对各类符合立项
要求的共计 243 项立项建议进行了讨论和审议，其中国家标准项
目建议 17 项，通信行业标准项目建议 188 项，协会团体标准项
目建议 12 项，协会研究课题项目建议 26 项。这些立项建议涵盖
了 5G 及移动通信、互联网、网络与业务能力、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
网、车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和智能终端、通信电源、网络和信息安全、网络管理与运营支撑、电磁环境
与安全保护、导航与位置服务、互联互通等研究领域。会议从所立项目标准名称、标准体系、产业需求、
技术成熟度、各 TC 间交叉协调等问题对上述立项建议进行了逐项认真的审议。
协会秘书处会后将根据会议纪要和各技术工作委员会的回复意见，对无异议或协调一致的国家标准和
通信行业标准立项建议整理汇总后尽快报送通信标准管理司局审批；对无异议或协调一致的协会标准提交
协会技术管理委员会审议批准后形成协会标准项目计划下达，对无异议或协调一致的研究课题立项建议整
理汇总后形成研究课题项目计划下达。(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CCSA 筹备参加第 25 届义博会“标准引领未来，5G 赋能产业”标准展
由商务部、国家标准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等联合主办，ISO/IEC 作为支持单位的“中国义乌国际小商
品博览会（以下简称：义博会）”，今年 10 月将举办 25 届。本届义博会专门设置标准馆，旨在通过标准
引领质量提升、通过标准化畅通国际贸易。
为更好地展示协会会员在国际标准、国标、行标以及团体标准等取得的成绩和产业化情况，协会将统
一组织会员单位参展。
2019 年 7 月 3 日上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在义乌召开了第 25 届义博会标准展览筹备会。
会议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秘书长潘峰主持，义乌市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济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商城集团以及 CCSA 的 10 余家参展单位及代表出席会议。会上郭市长介绍了义乌市城市情况及标准城市建
设情况，CCSA 技术部主任詹达天对协会概况和信息通信标准研究总体情况作了详细讲解，商城展览公司
总经理金亚非与与会代表回顾了历届义博会成效及本届义博会筹备情况。随后，与会代表就关于参展如何
有效体现企业标准和产品成果，以及在展陈形式、展示产品范围、展览面积、举办峰会论坛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探讨，并对展馆进行实地考察。协会明确统一组织统一布展，以整体敞开式特装形式呈现，着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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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引领未来，5G 赋能产业”主题展。
届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兴通讯等 10 余家企业将集中展示 5G 标准成果、5G 生态、5G 业务、5G
生活应用、5G 产品、生态智能物联网，以及与能易读仪表、企业信息化应用案例及场景应用展示、APP 智
能锁等前沿先进产品及先进服务。为大众展示 5G 技术和业务、产业应用等，实现信息化与及各行业跨界
融合，促进标准产业化实施，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5G 基础系列标准制定持续推进
继今年 4 月和 6 月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多个涉及 5G 项目的工作组召开会议讨论 5G 标准
项目后，承担 5G 核心网标准项目的移动通信核心网工作组（WG12）于近期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 5G 核心
网、EPC 业务链、能力开放等 15 个通信行业标准草案和 3 个研究课题草案，并讨论了相关工作组发来的
联络函。经与会代表细致认真地讨论，审查通过“5G 移动通信网 核心网总体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讨
论通过了“5G 移动通信网 核心网网络功能技术要求”和“5G 移动通信网 核心网网络功能测试方法”行
标征求意见稿，并计划于 8 月中旬的会上审查该两项标准草案送审稿。
安全是网络运行的保障，为配合无线侧、核心网侧 5G 标准制定，无线安全与加密工作组（WG5）继一
个月前会议讨论后，于 7 月中旬再次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并通过了“5G 移动通信网 安全技术要求”行业
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并针对移动通信无线工作组（WG9）、移动通信核心网工作组（WG12）反馈的联络
函，再次讨论 5G 网络安全相关内容，形成回函，待写入 8 月中旬的会议项目文稿中。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面向物联网的用户面 A-GNSS 定位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行标送审稿通过审查
近日，导航与位置服务特设任务组（ST9）在北京召开了第 10 次会议，经与会代表细致认真地讨论，
审查通过了“面向物联网的用户面 A-GNSS 定位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行标草案送审稿，讨论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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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草案征求意见稿。
物联网市场潜力巨大，据预测到 2020 年，全球互联设备的总量将达到 500 亿台。通信功能是物联网
的核心，定位功能是移动物联终端管理的关键。随着技术的发展，手机的通信和定位功能的技术能力越来
越强大，同时伴随的就是其成本和技术资源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更快速切入实际物联网产品应用中，需要
对终端定位技术需求规范化、标准化，使其能够满足当前垂直应用领域关注的功能要求、成本要求，从而
尽早形成规模市场效应，满足相关物联网市场的发展需求。本次会议审查通过的“面向物联网的用户面
A-GNSS 定位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项目，对采用无线蜂窝网络通信的物联网终端的基于用户面的定位业
务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包括物联网定位平台的体系架构、业务支持能力、接口信令、以及消息流程等
方面的技术要求。其适用于基于 GSM、CDMA、WCDMA、TD-SCDMA、LTE 等多种制式的无线蜂窝网络的物联网
应用中的定位业务系统。
会议还讨论了“基于移动通信网的带内与共频带定位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低速无人系统导航定
位通用指标及测试方法”、“移动通信网高精度定位总体技术要求”等多个国、行标项目的草案征求意见
稿，讨论了“导航与位置服务标准体系”、“北斗全球信号标准体系研究”等研究课题；并就已通过 TC
联席会议立项的“纳秒级 GNSS 相对授时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高精度卫星定位辅助信息在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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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播发体系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及“基于蓝牙定位技术的室内分布系统技术要求”等项目展开先期讨
论。(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7 召开第 30 次全会 研讨“区块链标准化”并通过多项标准送审稿
2019 年 7 月 4 日至 5 日，网络管理与运营支撑技术工作委员会（TC7）在京召开了第 30 次全会，代
晓慧常务副秘书长和 TC7 主席孟洛明教授出席全会，王燕川副主席主持会议。全会首先举办了“区块链标
准化研讨会”，信通院云大所介绍了“可信区块链技术及标准进展”；国家电网信产集团从行业用户的角
度阐释了“区块链开发平台生态”；ICT 服务管理与运营工作组（WG3）亓峰组长讲解了“区块链典型应
用场景”；北京邮电大学提出了“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标识管理”方案。
全会同期各工作组召开了工作组会议。审查通过了国家标准“移动通信网 EMS-NMS 通用接口技术要求”
预审查稿；行业标准“基于深度包检测（DPI）的移动业务关键质量指标（KQI）技术要求”以及“通信网
智能维护技术要求”第 2 部分、第 3 部分等 3 项送审稿。
在网络技术演进融合时（如 2G 与 3G 核心网融合、3G 与 4G 网络融合），传统的做法是在两种网络管
理接口技术之间进行取舍并对接口进行改造，但势必会大幅增加网络运营成本。而实际上从运营商的实际
网络管理需求出发，EMS-NMS 接口需求是与网络制式弱相关。为此，国家标准“移动通信网 EMS-NMS 通用
接口技术要求”制定了一种与网络制式无关的通用的 EMS-NMS 接口技术要求，该接口技术要求从实际的网
络运维需求出发定义故障、配置、性能管理接口，并采用成熟的、可靠的、轻量级的协议来实现，目的是
大幅降低电信运营商在网络新建、网络割接、网络演进时 EMS-NMS 接口的部署及维护成本，提升运维效率。
这种通用的接口技术要求既可应用于电信行业（包括移动通信网、固定通信网、业务网和传送网），也可
应用于其它行业（例如电力通信专网、民航通信专网等）。(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三项车联网安全系列行业标准通过送审稿审查
车联网具有网络规模巨大、无线信道开放和移动轨迹可预见等特点，使其更易遭受数据安全风险和隐
私威胁；而车联网的信息服务平台又是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提供的一种互联网服务，在极大地增强车联网
应用功能、改善用户业务体验的同时，也将云计算技术本身的安全问题引入了车联网。可以说车联网信息
服务的数据安全将直接关系到联网汽车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车联网应用场景复杂、多样，某一种
特定的安全技术还不能完全解决应用平台的所有安全问题，因此，车联网安全标准化是一项十分重要且艰
巨的工作。近日，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工作委员会（TC8）有线安全工作组（WG1）召开会议审查通过了“车
联网信息服务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车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安全技术要求”和“车联网无线通信安全技
术指南”等 3 项系列行业标准送审稿。鉴于车联网业务平台和数据的安全隐患，本系列标准从车联网数据
采集、传输、存储、应用开发、备份与恢复等环节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技术要求，以提高车联网业务的安
全性，使其业务更加可靠，推动应用的普及。
此外，TC8 下设各工作组也于近日召开会议审查通过“WEB 漏洞分类与定义指南”、“电信运营商互
联网业务系统防撞库技术要求”、“物联网卡日志留存技术要求”和“区块链平台安全技术要求”等 7 项
行标送审稿；讨论通过“支持拟态防御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技术要求”、“通信网络用户拒绝短信平台业务
规范”、“信息通信行业网络空间反恐怖防范要求”和“虚拟化安全资源池技术要求”等 18 项行标立项
建议和研究课题“人工智能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应用研究”的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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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通院推进可信云标准国际化 云计算项目在 ITU 成功立项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28 日，ITU-T（国际电信联盟）Study Group 13 Future networks (& cloud)全
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信通院”）主导的 3 个国际标准项目《云
计算风险管理框架》、《分布式云的全局管理框架》、《基于网络演进的云网融合多连接网络要求》在会
议上成功立项，就云计算风险管理、云边协同、云网融合等热点领域发起研究，来自中国、美国、英国、
德国、几内亚、日本、韩国、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泰国、塞内加尔、津巴布韦等 6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立项的 3 个项目经由中国信通院代表栗蔚、郭雪、徐恩庆、苏越与韩国、英国、美国等多国代表
的多轮讨论，最终在 ITU-T 成功立项，立项过程中得到了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大唐电信等企业的支持。
其中《云计算风险管理框架》以及《分布式云的全局管理框架》两个项目在 wp2/q19 项目组成功立项，
《基于网络演进的云网融合多连接网络要求》项目在 wp3/q2 项目组成功立项。
此次立项的 3 个项目在我国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基础，目前对应的配套标准《云计算风险管理框
架》、《云网融合解决方案标准框架》和《云计算与边缘计算协同参考框架》已经编制完成，关于云计算
风险管理和云网融合的测试评估流程也已经在国内落地实施，在我国企业厂商之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中
国信通院联合企业撰写的《云计算和边缘计算协同九大应用场景》已经发布，对云边协同的应用现状和标
准需求进行了阐述。
《云计算风险管理框架》针对云计算运行过程中面临的服务不可用、数据丢失、数据泄露等风险，提
出风险管理方法。风险管理流程包括风险评估、风险处置、风险接受、风险沟通以及风险监视和评审等内
容。标准适用于云计算企业对云计算涉及的所有系统、人员、管理制度进行风险管理，帮助云计算厂商控
制云计算对外运营的风险，帮助云服务客户选择风险可控的云计算厂商。
《云网融合解决方案标准框架》基于云计算与网络高度协同的背景，从“底层网络，中层应用，上层
行业”三个角度全面覆盖了整个云网融合产业的各条生态链，并基于该框架推出了针对不同方向的云网融
合标准。该标准框架包含了四部分，分别对云专线、对等连接、云联网、SD-WAN 等典型云网产品的基础
技术能力、运维监控能力、网络性能等指标提出了要求，全面衡量云网融合解决方案的各项能力。
《云计算与边缘计算协同参考框架》关注业界焦点——云计算与边缘计算的协同发展。标准旨面向中
心云与边缘计算节点形成的分布式云新形态，探索建立云边协同能力框架。内容上主要涉及资源协同、数
据协同、服务编排协同、应用协同，以及计费、运维和安全方面的协同。
本次 3 个项目立项的成功是一次国内成熟行业标准向国际会议输出立项的典型案例，是我国云计算标
准国际化的重要进步。后续，中国信通院还将主导更多云计算领域相关提案的提交，在国际上贡献更多我
国的最佳实践。（转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CAICT）

高通新 WiFi 标准获 FCC 批准
“5G 来了，我们还需要 Wi-Fi 吗？”这个问题，是 5G 的速度被曝光后，大家心里的疑问。
随着 5G 网络开始在各个地区推行，速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比 Wi-Fi 更快。不过 5G 都可以实现网速“超
车”，Wi-Fi 自然也要对网速进行“提速”。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6

2019 年第 8 期

据最新消息称，高通已通过 FCC 批准获得 802.11ay 的全新 Wi-Fi 标准，预计未来手机在使用 Wi-Fi
时网速也将有极大的提升。
FCC 所批准的最新 60GHz 802.11ay Wi-Fi 标准是由高通同无线分析，测试公司 Sporton 共同研发的，
预计将在不久后在市场上大规模推行。802.11ay 标准和早前的 802.11ad 标准相比，前者最高速度可达
10Gbps，而后者最高只有 5Gbps。
不过目前这一技术依旧是基于 60Ghz 的条件进行的。目前 60Ghz 的穿墙能力太差，只要设备与发射器
之间有障碍物的话，网速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只适合短距离的高速传输使用。预计各大公司未来在支持这
种新型的 Wi-Fi 标准时会为相关的设备加入自动切换的功能。
在现有 Wi-Fi 标准下，一般的设备只有在使用 MIMO 技术的时候才能将速度推上 1Gbps。而在技术不
断发展的前提下，2Gbps 及 10Gbps 已经陆续开始投入消费者市场，现在开发的全新 802.11 ay Wi-Fi 标
准，相信会对推动 10Gbps 的网络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电脑报）

新型远程量子密钥分发协议
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首先在理论上提出了免相位后选择的孪生场量子密钥分发（QKD）协议，为
无中继长距离城际量子密钥分配网络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QKD 使得无条件安全的保密通信成为可能。然而，实际 QKD 系统受信道损耗的制约，其密钥生成率
随着信道长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量子密码理论学家们证明，密钥生成率随着信道传输效率的下降线性减
小。2018 年英国科学家提出了孪生场（TF）QKD 协议，基于该协议利用单光子响应就可以产生密钥，其
密钥生成率随着信道效率平方根下降而减小，在长距离信道情况下其密钥生成率有显著优势。但由于其编
码模式必须进行相位随机化和后选择，显著降低了系统密钥率，增加了实现的复杂程度。
经过深入研究，郭光灿院士团队提出了一种新型 TF-QKD 协议，并给出了完备的安全性证明。新协议
的编码模式不需要进行相位随机化和后选择，在显著提升协议效率的同时还降低了实现的复杂度，并且可
以在更短的信道距离下突破线性界，密钥生成率得以显著提高。科研人员首先在基于光学锁相环和反馈控
制方案上取得突破，实现了两台独立激光器之间的稳定一阶干涉，解决了相干光场制备的技术难题。接着，
他们又设计并实现了远程光纤信道快速相位补偿控制技术，得到了臂长 150 公里的一阶光学干涉。最终，
研究组在 300 公里光纤信道上实现了 TF-QKD 原理验证系统，其密钥生成率达到了 2kbps，突破了线性界。
这一密钥率约为线性界的 3 倍。
该成果验证了在无中继条件下，远距离、跨城际高密钥率传输和组网的可行性，在量子中继短期难以
实用的情况下，可望在大范围、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应用方面取得突破。（转自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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