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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 54 项通信行业标准
我国两化融合评估核心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标准
TC485 召开 2019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
强化企业标准引领 促进全面质量提升——企业标准“领跑者”联盟在京成立
CCSA 在京召开航天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探讨“5G NaaS”运营方案 明确 5G 应用发展方向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发布 19 项团体标准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之间（Or-Or）的接口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获审查通过
“边缘云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及“路由域通用 YANG 数据模型”等多项行标获审查通过
行标“通信用 240V/336V 直流供电系统配电设备”完成修订工作
TC5 召开第 49 次全会 首批 5G 通信行业标准如期完成
TC6 召开第 22 次全会 交流 ITU-T SG15 成果 推动 5G 承载标准国际化进程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公用自行车系统”系列行标通过审查
《物联网区块链白皮书》启动编制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系列标准通过审查

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 54 项通信行业标准
2019 年 8 月 2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2019 年第 29 号]文件，批准发布 436 项行业标准。其中通信行业标
准 54 项，主要涉及移动智能终端恶意推送信息判定和隐私窃取恶意行为技术要求；互联网流量分类方法
及编码、分类识别离线评测方法、分类识别输出格式、分类识别在线评测、分类样本标注、分类样本获取
系列标准；网络电子身份标识 eID 载体安全系列标准；木马和僵尸网络监测与处置系统企业侧平台能力要
求和检测要求；联网软件源代码安全系列标准；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安全管理系统操作指南；互联网码号
资源公钥基础设施（RPKI）安全系列标准；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安全系列标准；网页防篡改、漏洞
扫描系统、IPv6 接入网源地址验证、互联网用户账户管理系统安全、公有云服务安全、智慧城市等领域。
（摘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

我国两化融合评估核心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标准
近日，国际电信联盟（ITU）正式发布两化融合评估国际标准 ITU-T Y.4906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ectors in smart cities”（《产业数字化转型评估框架》）。工业
和信息化部推动研制的这一国际标准，是我国两化融合国际标准化工作取得的又一重要突破，标志着我国
两化融合评估体系迈出了走向国际的坚实步伐，对于提升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具有
重要意义。
该国际标准基于我国两化融合评估标准 GB/T 23020-2013《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的核
心成果研制，给出了包括基础建设、单项应用、综合集成、协同与创新、竞争力、经济和社会效益等六个
方面的产业数字化转型评估框架、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是政府、行业组织等摸清产业数字化转型现
状、找准数字化转型重点、以数据为驱动精准施策的有效抓手。我国已有 14 万余家企业依据该标准深入
开展两化融合自评估、自诊断、自对标，据测算，目前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总体水平达 53.9，工业企业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1

2019 年第 9 期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 68.9%和 49.2%。
国际电信联盟官方网站已对该国际标准全文予以公开。(转自工业和信息化部)

TC485 召开 2019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
为贯彻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标准化工作任务，研究部署 2019 年下半年工作。8 月 20
日，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85）召开 2019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3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TC485 副
主任委员杨泽民、代晓慧分别主持会议，TC485 主任委员闻库出席会议并讲话。
闻库主任委员从 5G、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网络安全、量子通信等重点领域研究、标准研制和跨界合
作等方面总结了 TC485 去年以来工作进展情况，深刻阐述了国际国内标准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并就做好 2019 年下半年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标准体系。二是着眼重点领域，
制定一批高质量标准。三是促进跨界合作，推动融合发展。四是深化国际合作，构建良好生态。最后强调，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推进信息通信标准化工作改革，构建高质量信息通信国家标准体系，推进产
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庆祝祖国 70 华诞献礼。
会议宣读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调整 TC485 委员的批复，增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黄先琼
为副主任委员，增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李洪涛、中国联通集团技术部王明会为委员。会议讨论了《TC485
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2019 修订版）》，与会委员结合国家标准最新政策和规定，就标准立项和标准征
求意见等方面提出了文字修改建议，会议要求秘书处修改完善后送委员审议。
会议还审议了“5G 移动通信网通信安全技术要求”等 15 项国家标准立项建议和“智能制造 标识解析
体系要求”等 6 项国家标准送审稿，会议要求按国家标准化工作程序，请委员会后在网上投票表决。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强化企业标准引领促进全面质量提升——企业标准“领跑者”联盟在京成立
为强化企业标准引领，树立行业标杆，促进全面质量提升，推动建立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分院联合相关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构、龙头企业等单位共同发起的企业标
准“领跑者”联盟成立大会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在京举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副司长肖寒、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刘兆彬、中国质量万
里行促进会秘书长高伯海、企业标准“领跑者”联盟理事长马林聪和秘书长李清举以及企业标准“领跑者”
联盟成员单位和媒体代表等近 200 人出席了本次成立会议。
肖寒在会上指出，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这项制度实施遵循“公
开—排行—领跑”的思路开展，“公开”要基于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排行”是要将企业标准中的关
键指标，涉及老百姓获得感的指标，进行排序形成排行榜；“领跑”就是在排行榜的基础上评选出领跑的
企业标准。从企业角度看，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从消费者角度看，标准是质量的硬承诺，
“领跑者”标准就代表了“领跑者”质量。联盟的成立正是建立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大胆尝试。联盟成立后，
一方面将成为第三方机构开展标准化咨询服务的平台，另一方面也将是企业展现高标准、高技术的平台。
刘兆彬指出，质量才是品牌最核心最重要的竞争力，提升质量、保证质量标准化是最为关键的。国务
院提出让各有关方推动构建一个以标准引领，企业履责，政府监管为基础的新的管理体系，所以我们才会
推出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联盟成立的本身就是落实国家质量强国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一个具体行动。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以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为基础，通过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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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标准化技术机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平台型企业等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企业标准水平评估，确定企
业标准“领跑者”，营造“生产看领跑、消费选领跑”的市场氛围，从而以标准领跑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
不断提升，引导市场资源逐步向“领跑者”企业倾斜。
为了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于 2018 年 6 月联合印
发的《关于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意见》，扩大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认知度与影响力，由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共同发起成立企业
标准“领跑者”联盟。(摘编自中国标准化)

CCSA 在京召开航天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近年来国际商用航天通信发展迅猛，随着高通量同步卫星的推广和非静止轨道卫星星座的不断出现，
卫星通信的单位带宽成本大幅下降，推动航天通信应用更加普
及，但商用航天通信标准化的工作相对滞后，为推动该项工作的
开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在京召
开航天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12)成立大会，以积极推动航天通
信标准的研究和产业的发展。来自 21 家会员单位的 40 余位代表
参加了成立大会。
会议首先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泽民
介绍了航天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筹备情况及研究范围和各工作
组设置。杨泽民秘书长在讲话中指出，商业航天通信的事业从不管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正处于蓬勃发展
方兴未艾的大好时光，航天通信的应用将是大有可为的，希望各会员单位借助新成立的 TC12 平台，齐心
聚力，共同做好航天通信标准化工作。
根据协会 TC 选举办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出 TC12 的 1 位主席和 3 位副主席。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徐钧当选为 TC12 主席。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万屹、中国电信集团公司齐炳辉、深圳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王亚晨当选为 TC12 副主席。
会上还选举产生了 TC12 下设三个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航天通信系统工作组（WG1）由来 自中国卫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施永新担任组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陈威、北京展讯高科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的徐志昆、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康绍莉担任副组长；航天通信应用工作组（WG2）由来自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的秦岩担任组长，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的王激扬、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尹浩琼、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的张晓燕担任副组长；协同组网通信技术工作组（WG3）由来自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战春才担任组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孟楠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裴
郁杉担任副组长。
成立大会结束后，TC12 随即召开了第 1 次全会。全体与会代表就各工作组的研究方向和下一步的工
作重点进行了热烈细致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尽快建立起标准体系框架,就目前可以开展研究的标准尽
快完成立项工作。(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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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5G NaaS”运营方案明确 5G 应用发展方向
2019 年 8 月 13 日，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第 49 次全会在青岛召开，会议以“5G NaaS(网
络即服务)——运营商级专网解决方案”为研讨主题拉开帷幕。
本次全会得到了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支持，董德坤副主任到会并在致辞中
表示 5G 技术作为目前世界各国竞争的一个焦点，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行业
应用前景广阔，将为各行各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潘峰副秘书长在致辞中谈到，随着 2019 年 6 月 6 日工信部发放 5G 牌照，
我国已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CCSA TC5 早已启动并完成了 5G 标准化体系规划工作，目前承担了大量 5G
基础网络标准的制定工作，并于 2018 年下半年陆续启动研制。本次全会上按计划将有第一批 5G 标准项目
草案通过送审稿，有望年内发布，而后续 5G 标准项目也将在今年底和明年上半年陆续完成送审稿审查。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5G 不再仅面向传统的普通个人用户，同时增加了面向政府、各个行
业的垂直业务应用，可为社会各界提供更高质量的数字化、智能化服务。电信运营商通过端到端的网络切
片和 5G NaaS(网络即服务)，可以基于精确捕捉的用户需求和当前的基础设施创建适合用户需求的网络切
片，各方用户将从运营商提供的网络即服务模式中受益，而运营商则可以为客户提供最佳体验。这个多赢
的局面，是运营商未来发展的蓝海，也是“5G 改变社会”的体现。
在研讨会上，来自不同运营商的专家介绍了各自在 5G 网络建设方面的成绩以及运营级专网需求和应
用场景；来自相关设备厂商的专家介绍了 5G 切片技术如何驱动构筑新商业模式、如何满足各行各业的数
字化转型中对网络需求；来自研究机构的专家则结合标准研究现状，提出智能切片整体架构及流程，也指
出了智能切片落地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商用模式展望。各讲演专家虽然视角不同，但都集中体现并表明
了 5G 专网是赋能垂直行业的重要抓手，是 5G 商业运营成功的重要保障。
本次研讨会为业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明晰了 5G 应用发展方向，取得了良好效果。(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供稿)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发布 19 项团体标准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发布了《物联网分布式授权系统总体技术要求》等 19 项团
体标准，名称及编号如下：
1、《物联网分布式授权系统总体技术要求》，编号为 T/CCSA 240-2019；
2、《面向超高清视频业务的传送网技术要求》，编号为 T/CCSA 241-2019；
3、《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基于蓝牙的 Wi-Fi 终端快速配网技术要求》，编号为 T/CCSA 242-2019；
4、《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利用 Soft-AP 技术的 Wi-Fi 终端快速配网技术要求》，编号为 T/CCSA
243-2019；
5、《银行业数据中心内 SDN 技术能力测试规范》，编号为 T/CCSA 244-2019；
6、《可信金融云服务（银行类）能力要求》，编号为 T/CCSA 245-2019；
7、《面向政府采购的云计算软件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虚拟化软件》，编号为 T/CCSA 246.1-2019；
8、《面向政府采购的云计算软件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操作系统》，编号为 T/CCSA 246.2-2019；
9、《面向政府采购的云计算软件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中间件》，编号为 T/CCSA 246.3-2019；
10、《政务云综合水平评估方法 第 1 部分：综合政务云评估》，编号为 T/CCSA 247.1-2019；
11、《电信业务实体营业厅服务等级划分和评定》，编号为 T/CCSA 248-2019；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4

2019 年第 9 期

12、《电信业务客服中心服务等级划分和评定》，编号为 T/CCSA 249-2019；
13、《电信业务安装维修服务中心服务等级划分和评定》，编号为 T/CCSA 250-2019；
1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可穿戴无线通信设备 腕戴式》，编号为 T/CCSA 251-2019；
15、《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可穿戴无线通信设备 头戴/近眼显示设备》，编号为 T/CCSA 252-2019；
16、《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服务器》，编号为 T/CCSA 253-2019；
17、《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视频会议设备》，编号为 T/CCSA 254-2019；
18、《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通信电缆》，编号为 T/CCSA 255-2019；
19、《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光缆》，编号为 T/CCSA 256-2019；(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之间（Or-Or）的接口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获审查通过
近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NFV 特设标准项目组召开会议，重点审查了“网络功能虚拟化编
排器之间（Or-Or）的接口技术要求”行业标准送审稿。项目组组长赵慧玲教授就项目组工作计划进展和
重点研究方向做了部署。
NFV 管理与编排（Management and Orchestration, MANO）是 NFV 总体框架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在 ETSI 定义的 NFV 总体框架中，MANO 负责对整个基础设施（NFVI）资源的管理和编排，负责业务网络和
NFVI 资源的映射与关联，负责 OSS 业务资源流程的实施等，MANO 内部包括虚拟基础设施资源管理（VIM），
虚拟网络功能管理（VNFM）和 NFV 编排（NFVO）三个实体，其中 NFVO 负责 NS（Network Service：即业
务网络提供的网络服务）的管理与编排和 NFV 全局资源管理，是 NFV 系统的编排器。在《ETSI GS NFV-IFA
030 V3.1.1》中重点描述了多管理域内 NFV 管理与编排的接口要求，其中包含了对 NFVO 之间接口的定义
和要求。
通常，各机构组织管理各自内部的虚拟网络资源时，会在各自的管理域中部署 NFVO 进行网络业务的
编排。当出现跨域的 NS 时，需要不同管理域内的 NFVO 之间传递各自管理的 NS 信息，才能完成整个 NS 的
管理和编排，因此非常有必要对 NFVO 之间的接口进行标准化。“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之间（Or-Or）的
接口技术要求”行标旨在基于 NFV 总体架构，规范 NFVO 之间的接口，对 NFV 在企业应用提供参考。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边缘云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及“路由域通用 YANG 数据模型”等多项行标获审查通过
近期，网络与业务能力技术工作委员会（TC3）下设的网络总体工作组（WG1）、网络信令协议与设备
工作组（WG2）以及新型网络技术工作组（WG3）分别召开工作组会议，审查讨论了多项标准文稿。
随着 NFV/SDN 技术的成熟，全云化网络已成为通信网络转型的关键，网络云化能够满足未来网络在资
源共享、灵活调度、简易运维等方面的需求。另外，为满足 5G 网络业务更低时延、更大带宽、更加智能
化的要求，众多业务网元选择将用户面下沉至边缘网络。因此，边缘云的研究将成为未来网络重构与转型
的关键。WG1 审查了研究课题“边缘云关键技术研究”，并同意结题。会议还讨论通过“面向汇聚层边缘
云的 IP 承载网络总体架构和技术要求”行业标准以及“算力网络需求与架构研究”研究课题的立项建议。
WG2 审查通过了 “路由域通用 YANG 数据模型”行标草案送审稿；通过了“基于终端物理特性的 IPv6
标识管理技术要求”等 3 项行标立项建议。

YANG 是一种用于 NETCONF 协议的数据模型语言，定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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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结构的数据，可用于基于 netconf 的操作，包括配置、状态数据，远程过程调用（RPC），通告等。
这些功能允许利用 NETCONF 协议将所有数据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发送。IETF、ITUT、IEEE 等国际标准
组织已经展开了对 YANG 模型的研究，但对于路由域通用数据类型还未有相关标准，本标准将为路由域通
用 YANG 数据类型提供依据。
WG3 审查通过了“网络功能虚拟化（NFV）通用虚拟网络功能管理器（VNFM）技术要求”、“自组织
网络总体架构及技术要求”和“基于转发和控制分离的虚拟化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控制接口要求”3 项标
准草案送审稿。Virtual Network Function Manager（简称 VNFM）是网络功能虚拟化网络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NFV）中管理与编排 Management and Orchestration（MANO）系统中的关键网元。该标
准的制定为运营商部署 G-VNFM 提供了依据，并将助力未来网络功能虚拟化网络的建设和发展。本次会议
通过的另外一项行标“基于转发和控制分离的虚拟化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控制接口要求”主要规定了接口
功能需求、协议类型、数据模型等，这种基于转发和控制分离的宽带网络接入服务器混合虚拟化技术架构
实现了控制与转发解耦，从而实现转发利用率提升、新业务快速上线及运维简化。可为基于转发和控制分
离的宽带网络接入服务器混合虚拟化技术架构在宽带接入网络中的落地提供技术基础。次外，会议还通过
“面向网络边缘节点的开放融合网络设备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总体架构”等 11 项行标立项建议。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行标“通信用 240V/336V 直流供电系统配电设备”完成修订工作
信息通信用 240V 直流供电系统及 336V 直流供电系统在效率、可靠性、成本、可维护性、可扩展性、
产品性能等均有优势，截止 2018 年 6 月，国内仅在信息通信业已实际使用高压直流供电系统达 6807 个，
总供电容量达到 6514650A。通信用 240V/336V 直流供电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改善了现行信息通信网络上
使用交流供电通信设备的供电可用性，体现了安全用电、节能降耗的理念。与此同时，中国通信标准化协
会（CCSA）已陆续完成了通信用 240V/336V 直流供电技术系列标准中 12 项国、行标的制定，保障了高压
直流供电系统的推广应用。但由于系列标准中的部分行标发布时间较早，有些性能指标也已经落后，不能
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为此，通信电源和通信局站工作环境技术工作委员会（TC4）通信电源工作组启动
了 YD/T 2555-2013《通信用 240V 直流供电系统配电设备》的修订工作，增加了 336V 直流配电设备的相
关要求，并对部分原有的性能指标进行了修订。该标准的修订将进一步有力推动信息通信乃至金融、政府
等多领域中 240V/336V 直流供电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供电效率和供电保障可靠性，完善现有的标准体系。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5 召开第 49 次全会 首批 5G 通信行业标准如期完成
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第 49 次全体成员大会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青岛市召开，
共有 80 多家单位的 400 余位代表参加会议。
随着 5G 技术和产品日趋成熟及我国 5G 商用牌照的正式发放，大规模商用即将陆续展开。CCSA 一直
致力于支撑政府服务产业，本次全会上顺利通过了第一批共 12 项 5G 通信行业标准送审稿，包括：5G 数
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无线接入网总体技术要求、6GHz 以下频段基站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NG 接口技术
要求和测试方法、Xn/X2 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增强移动宽带终端设备技术要求；5G 移动通信网核心
网总体技术要求、核心网网络功能技术要求、核心网网络功能测试方法、安全技术要求、无源天线阵列技
术要求和测试方法（6GHz）。至此，首批 5G 通信行业标准研制工作按期顺利完成。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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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全会还审议通过“具有监控及定位能力的无源室内分布系统技术要求”等 27 项行标送审稿，审
议通过了“5G 移动通信网面向物联网的核心网技术要求”、“5G 多模数字化室内分布系统技术要求”、
“5G 移动通信网络切片安全技术要求”“无线局域网空口接入技术数字化指示技术要求”等 21 项行标立
项建议；通过了“5G 边缘计算安全技术研究”、“5G 移动通信无源天线阵列辐射效率技术研究”等 10 项
研究课题立项建议。还通过了“移动通信网络智能化分级标准研究”和“5G 核心网智能切片的应用研究”
等 7 项研究课题结题。
在本次全会上，根据 TC 组织管理办法，秘书处组织对 TC5 目前空缺的职位进行了补选。经主席提名，
全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王明会当选为副主席；国家无线电监测
中心刘晓勇当选 WG3 副组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吴荣当选 WG5 副组长：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张龙 、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韩潇、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谭斌分别当选为 WG9 副组长；国家无线电监测中
心检测中心许巧春当选 WG11 副组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6 召开第 22 次全会 交流 ITU-T SG15 成果 推动 5G 承载标准国际化进程
2019 年 8 月 27 日至 30 日，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第 22 次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
86 家单位的 330 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杨壮主席主持，他重点总结和回顾了本研究期内 TC6 各项技术活动的开展情况、通报了 TC6 各
工作组的标准进展，并对下一研究期的工作要点提出了明确目标。各工作组组长也对本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进行了总结。经主席提名，会议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线缆工作组（WG3）的副组长进行了补选，华为公
司的王波补选为该组副组长。
会议邀请到参加 ITU-T SG15 会议的五位专家做了专题技术报告，分别以“G.mtn 标准推进的关键问
题和进展”、“面向 5G 和专线业务的 OTN 技术标准进展”、“面向 5G 前传的 25G WDM 技术方案分析和标
准进展”、“高速 PON 接入技术标准进展”和“室外光纤设施和家庭网络布线技术标准进展”为题向与会
代表分享了光通信领域国际最新进展和当前热点技术的研究成果。同时,与会代表希望国际标准化工作组
能继续提供这样的沟通平台，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的交流，推动我国自主创新标准，尤其是 5G 承
载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全会期间 WG3 成功举办了主题为“5G 万物互联时代通信电缆的发展”的头脑风暴，来自中国信通院、
珠海汉胜、中天科技、金信诺、亨通线缆、华为技术等 7 家会员单位的专家分别作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全
会肯定并提倡各工作组结合自身研究热点，采取的灵活、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希望各工作组应以最新的
热点技术、活跃的交流气氛吸引更多的运营商、制造商、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参与协会的技术活动，壮大
我们的研究队伍，共同推进光通信的繁荣发展。
TC6 下设各工作组均同期召开了会议，经各组充分审议，分别审查通过了“软件定义光传送网（SDOTN）
总体技术要求”、“面向 5G 承载的 N×25G 的波分复用无源光网络(WDM-PON) 第 2 部分：PMD”“接入网
设备测试方法 40Gbit/s 无源光网络（NG-PON2）”、“通信电缆 局用同轴电缆”、“光缆分纤箱”等 19
项标准草案送审稿，还讨论通过了“面向业务质量感知的传送网性能研究”、“PON 承载 5G 移动前传技
术研究”2 项研究报告。(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公用自行车系统”系列行标通过审查
日前，物联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10）下设各工作组相继召开会议。应用工作组（WG2）会议审查通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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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管理服务规范”和“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公用自行车系统技术要求”
行业标准的送审稿。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公用自行车系统”系列标准，提出了针对包括车辆、手持客户端、
服务点设施设备、企业运营管理平台、政府监管与服务平台、信息系统安全等主要方面的技术和管理要求，
对保障城市公用自行车系统相关应用、业务安全、高效、连续、稳定运行，系统间的融合互通、规范有序，
对提高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公用自行车系统建设、运行、维护与相关信息安全法规要求的符合性，均具有指
导意义。此外，WG2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行业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公网通信服务管理平台总体技术要
求”和“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锁系统”系列三项行业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并讨论通过了行标“基于 NB-IoT
的智慧消防水系统监测技术要求”、“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燃气表系统”系列标准和“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水
表系统”立项建议。
总体工作组（WG1）会议审查通过了行标“物联网信息系统安全运维通用要求 第 1 部分：总体要求”
送审稿，讨论通过了行标“物联网网络质量监控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讨论通过行标“面向智慧城市应
用的人工智能服务能力开放平台总体技术要求”以及协会标准“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应用系统的技术要
求”、“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应用系统的测试方法”立项建议。
基础设施和平台工作组（WG3）会议讨论了两项行标“物联网云平台技术要求”和“物联网云边协同
参考框架”的征求意见稿，通过了行标“物联网开放平台物模型技术要求”立项建议。
感知/延伸工作组（WG4）会议审查通过了行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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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稿，讨论通过了国标“物联网 网关 第 2 部分：面向公共电信网接入的网关技术
要求”的征求意见稿；通过了研究课题“低功耗物联网智能终端通信技术研究”立项建议。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物联网区块链白皮书》启动编制
物联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10）下设物联网区块链子工作组近日召开会议，会议结合本组研究领域和
当前技术热点，确定组建《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白皮书》起草组，并明确其研究成果将在下次 TC10 全会期
间召开白皮书发布会。此外，会议审查通过了行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物联网业务平台框架”送
审稿以及“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标准体系研究”、“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数据交换与共享技术分析”的研
究报告；审查通过了行业标准“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设备标识与解析系统的总体技术要求”和研究课题“面
向物联网的区块链与 5G 融合技术研究”的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系列标准通过审查
近日，物联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10）下设车联网子工作组会议审查通过了“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
通信技术 网络层测试方法”和“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消息层测试方法”两项 LTE 的车联网系
列行标送审稿。至此，该系列标准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共四项行标均已完成研制，基于 LTE 的车联网标
准体系初步建立。基于 LTE 的车联网通信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不仅可以充分发挥 LTE 的技术优势，满足
车联网高速移动通信的技术需求，而且还可以借助国内 LTE 产业的规模/辐射效应，提升我国车联网通信
领域的关键技术水平，有力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部署实施；同时本系列标准也将提升汽车
主动安全系统的感知范围和感知程度，从而避免因碰撞事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此外，会议还还通过了
行标“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应用标识分配及映射”的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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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将在 12 月组建审议小组审议 5G 标准化工作
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于 8 月 26 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地
面业务局局长 Nikolai Vassiliev（尼古拉·瓦西里耶夫）出席 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5G 智联
未来高峰论坛”并作《全球 5G 商用动态及中国发展建议》主旨报告。他表示，今年年底，国际电联组建
审议小组审议 5G 的标准化工作。
Nikolai Vassiliev 表示，5G 会在 2019 年到 2020 年进行商业化的部署，5G 涉及到很多新的行业、
新的服务、新的概念。5G 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增强移动宽带，叫做 EMBB，大城市可以部署
增强的移动宽带，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大城市地区可以部署 EMBB，因为它们频率高且无处不在；第二个
特点，就是海量机器类的通信，简称 MMATC，这些密集的设备会遍布在包括智能城市、港口、公路、电力
路网、水网等等智能设备上；第三个特点，超可靠和低时延的通信。
今年 12 月，国际电联会组建审议小组进行 5G 标准化审议工作。成立相关的共识项目，从技术上拟定
相关的参数。所以，在 2020 年的项目出台之后会有更加全面的标准。5G 将为国内生产总值做出贡献，
提高经济竞争力，5G 也可以成为数字社会通信基础设施和工业的增长引擎。（转自 DVBCN 广电网）

美发布人工智能标准制定指南 强调标准必须“足够严格”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近日发布了关于政府如何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和道德标准的指导意
见。虽然没有包含任何具体的法规或政策，但该指南概述了多项有助于美国政府推动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
能的举措，并列出了一些高级原则，这些原则将为未来的技术标准提供指导。
NIST 指出，人工智能的联邦标准必须足够严格，以防止技术损害人类，同时又足够灵活，可鼓励创
新并使技术产业受益。如果没有更好的标准来衡量人工智能工具的性能和可信度，那么政府可能会很难实
现这种平衡。未来几年制定的人工智能标准应该足够灵活，能够适应新技术，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偏见并
保护个人隐私。虽然一些标准将适用于更广泛的人工智能市场，但 NIST 建议政府还要检查特定应用是否
需要更具针对性的标准和法规；建议政府投资专注于理解人工智能可信度的研究，并将这些指标纳入未来
的标准。
指南强调，需要开发有助于各机构更好地研究和评估人工智能系统质量的技术。这些工具包括标准
化的测试机制和强大的绩效指标，可让政府更好地了解各个系统，并确定如何制定有效的标准。（摘编自
中国标准化）

Open-WDM
为满足 5G 前传需求，中国移动提出 Open-WDM 方案。Open-WDM 方案为半有源系统，主要包括 AAU
彩光模块、AAU 侧无源波分复用器、DU 侧有源 WDM 设备，构成统一管控的前传网络。可降低光纤资源
需求并具备前传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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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 Open-WDM 方案，有利于无线和传输对维护界面、管理域的划分；有利于采购专业化，集中统一
采购和配置光模块；有利于维护手段灵活性，低成本 OAM 机制。
5G 前传网络对大芯数光纤的诉求需要新的前传网络架构即 5G C-RAN 网络架构，这就需要 Open-WDM 需
要适配不同的应用需求。
在应用 Open-WDM 后，从汇聚到接入都可大幅降低部署成本和光纤资源需求。例如，原来在综合业
务汇聚机房基站数量约 10～30 个，传输距离超过 1KM，所需光纤为 360 根，而采用 Open-WDM 后，可将
光纤减少至 30 根；在业务汇聚机房可将光纤数量从 120 根缩减至 10 根光纤；在接入机房可将光纤数量从
36 根缩减至 3 根。
在运维方面，由于新型前传网络架构中，无线网络系统和前传网络系统界面重新划分，这需要全新的运维
方式。
Open-WDM 增强前传网络运维与传统运维相比，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将前传网络管理域
划分为无线和传送两部分；二是点到点前传网络需要简化管理；三是无需复杂保护功能在特定场景需要简
化保护功能；四是 Open-WDM 架构中科单独采购光模块。（摘编自 C114 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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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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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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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