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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秘书长访问雄安与联通网研院院长进行量子加密通话
标准化服务作为鼓励类产业将被列入新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等两项成果发布
CCSA 将成立“航天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12）”
连接，赋能汽车、交通新想象力 CCSA 召开车联网研讨会
TC11 在芜湖召开“移动互联网+航空”研讨会
3GPP 中国伙伴（CF3）成功承办 3GPP10 个工作组会议
TC1 召开第 33 次全会 强调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TC3 召开第 31 次全会 探讨网络发展新热点明确标准化工作方向
电源设备能效分级行标完成修订
TC5 召开第 48 次全会 5G 系列标准制定完成部署
5G 前传承载、支持网络切片的 OLT 等重要行标项目通过审查
基准主时间设备和超高清视频传送承载标准通过审查
“电信大数据平台数据脱敏实施指南”等多项标准草案获审查通过
基于 NFC 移动通信终端和 POS 互操作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4 项行标草案获审查通过
“紧急情况下移动终端位置信息传送测试方法”行标通过审查
高精度卫星定位系列行标制定工作启动

国际电联秘书长访问雄安与联通网研院院长进行量子加密通话
2019 年 4 月 27 日，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先生一行莅临雄安联通，参观了雄安联通智慧微城体
验厅，深入了解和体验了“5G+应用展区”、“量子通信展区”、“联通智能化、大数据及 5G＋工业互联
网”展区。
参观中，赵厚麟先生还与在北京的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院长张涌先生进行了量子加密通话，他对系统
给予了高度评价。
赵厚麟对联通在 5G 应用方面和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亲笔题词：“中国 5G 城市未来之光，雄
安联通大作 5G 应用文章！”
工信部赵永红司长、河北省工信厅龚晓峰厅长、河北省管局周景耀局长、雄安管委会刘树军副主任、河北
联通姚荣智副总经理、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智能城市研究院院长朱常波等人陪同参观。(转
自 C114 通信网)

标准化服务作为鼓励类产业将被列入新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
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的要求和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
关部门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征求意见稿）》。根据公告，标准化服务、计量测试首次作为鼓励类产业，被列入第三十一大类（科
技服务业）。
在本次修订中，《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征求意见稿）》将鼓励类产业目录的第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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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科技服务业）第 1 条，修改为了“工业设计、气象、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测绘、
海洋等专业科技服务，标准化服务、计量测试、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普及”，标准化服务被国
家首次明确列为了鼓励类产业。(摘编自中国标准化)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等两项成果发布
2019 年 4 月 23 日，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办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
息平台）”、“标准化中英双语智能翻译云平台（以下简称翻译云平台）”新闻发布会召开。会议由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李爱仙主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司长崔钢致辞，他强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互换与
共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希望信息平台和翻译云平台这两项重要成果能够更广泛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
深入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国际标准合作处、国际合作司
技术性贸易措施处相关领导以及国外标准化机构代表、参与“一带一路”标准化工作的科研院所及企业代
表，以及 13 家媒体共约 60 人参加了发布会。(摘编自中国标准化)

CCSA 将成立“航天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12）”
近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以通标发（2019）95 号文下发了关于成立“航天通信技术工作
委员会（TC12）”的通知。TC12 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航天通信网络架构、协议，航天通信在行业中的应
用以及协同组网通信等。该 TC 将下设航天通信系统（WG1）、航天通信应用（WG2）和协同组网通信技术
（WG3）三个工作组。
目前，CCSA 正在进行 TC12 会员单位的注册申请及主席、组长推荐工作，在上述工作完成后 CCSA 将
适时召开 TC12 的成立大会。

连接，赋能汽车、交通新想象力

CCSA 召开车联网研讨会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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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车联网产业，推动形成“人-车-路-云”相互连接和交互的协同体系，有利于提升汽车网联化、
智能化水平，实现自动驾驶，发展智能交通，促进信息消费，对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制造强
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车联网政策和产业环境逐渐成熟，产业融合生态体系初步形成。在顶层设计、标准体系建设、测
试验证以及产业生态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多方的支持。当前，我国车联网产业进入快车
道，技术创新日益活跃，新型应用蓬勃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也存在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产业
生态亟待完善以及政策法规需要健全等问题，亟需加强跨行业合作交流，共促车联网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因此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特举办“连接，赋能汽车、交通新想
象力——车联网研讨会”，邀请政产学研用专家深入探讨车联网跨行业融合创新发展。
本次研讨会由 TC5 副主席万蕾主持，邀请了交通运输科研管理单位、基础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的
十位专家，围绕车路协同、自动驾驶、车联网商业化场景等方面，共同探讨了车联网最新的产业进展。公
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何广进副主任以“车路协同助推智慧交通发展”为题介绍了其单位在技术产业
发展和管理即服务理念的双重驱动下做出的一些积极探索和尝试，并指出其下一步重点是信息交互安全及
认证、前端应用和平台能力、车路协同信息交互标准。吉利汽车研究院高级经理陈文琳介绍了吉利汽车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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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在自动驾驶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在杭州湾研究院内已实现 I 期的远程驾驶，目前在进行 III 期混合
式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的开发情况；提出了关于“MEC+5G 实施混合型自动驾驶”的问题与思考。交通运输
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的张一鹏高工首先介绍了高速公路车路协同发展现状、趋势及需求，然后详细介绍了车
路协同中的技术难点以及目前交通运输部在智慧公路、基础设施标准、营运车辆推广应用等方面开展的工
作。随后，来自中国移动、华为公司、中兴通讯、大唐电信、青岛慧拓、中国联通和高通公司的演讲专家
也为大家带来了内容丰富的精彩演讲，尤其是 BRT 和露天煤矿两个场景下车联网的应用情况引起大家的广
泛关注。
本次研讨会展示了业界各方的观点、认识，同时也明确了下一步标准化工作目标。目前，基于 LTE 的
V2X 系列标准正在制定中， CCSA 将继续积极组织和推进其制定工作，并适时启动基于 5G 的 V2X 系列标准
的研制工作。(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11 在芜湖召开“移动互联网+航空”研讨会
4 月 25 日，在 2019 中国（芜湖）通用航空设计制造发展大会前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移
动互联网应用和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TC11）在芜湖空港会展中心隆重召开了移动互联网+航空子工作组
的航空互联网会议。芜湖市经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通信和航空制造企业 40 多位代表参会。芜湖空
港公司董事长孙跃进、总经理曹小明，安徽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吴
敏，CCSA 副秘书长潘峰、TC11 主席何桂立等出席会议。
芜湖空港公司董事长孙跃进介绍，芜湖正在抓住“互联网+
航空”融合关键环节，探索发展方向，拟定行业工作规划标准，
建立地空通信体系，推进互联网和航空制造业全方位深度融合。
潘峰副秘书长指出，当前我国正进入实现万物互联的新时代，
信息通信业与航空跨界融合是大势所趋，将成为信息通信业新的
增长点。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携手航空产业界，共同打造航空互
联网新业务，将填补航空通信空白，助力两个产业融合发展、智
能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何桂立主席对移动互联网+航空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对如何开展标准化工作和具体实施的方式方
法，提出了指导意见和具体要求。
会议介绍了“芜湖市通用航空产业标准化现状与推进对策研究”，研究部署了移动互联网+航空子工
作组标准规划和具体工作计划，并对“应用运营商频段进行 ATG 地空通信系统建设研究”课题进行了讨论。
为加强相关标准研究，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航空机载通信 系统总体技术要求”、“航空机载通信 ATG 子
系统技术要求”、“航空机载通信 舱内局域网子系统技术要求”和“航空机载通信 卫星网络子系统技术
要求”4 项行标立项建议。
此次会议是开启信息通信业与航空产业联合开展航空机载公众通信标准化工作的新起点,必将对航空
互联网产业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3GPP 中国伙伴（CF3）成功承办 3GPP10 个工作组会议
2019 年 4 月 8 日至 12 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3GPP 标准推进委员会（3GPP 中国伙伴）在
西安承办了无线接入网络（RAN）、核心网和终端（CT）以及业务和系统方面（SA）技术规范组等 10 个工
作组会议，来自 3GPP 全球 7 大区域伙伴组织（日本 ARIB、美国 ATIS、中国 CCSA、欧洲 ETSI、印度 TSDSI、
韩国 TTA 和日本 TTC）的 2000 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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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各组首先对 R15 版本中 late drop 主要涉及 5GC 的 NR-LTE/LTE-NR 双连接架构的一些特性
进行了相应的完善性修订讨论。本次会议 3GPP 启动了在 5G 车联网、UE 节能、工业互联网增强，超低时
延高可靠等一批重点项目的标准化，具体包括 LTE R16 版本中的 MTC 增强、NB-IoT 增强、NR 的 MIMO 增强、
LTE 带内载波聚合、NR 频谱和非频谱相关工作项目、NR 综合接入和回传、NR V2X、UE 无线能力信令优化、
NR 工业 IoT、PCC/QoS 保持、5G 系统架构无线和有线融合等。中国移动、华为、中兴、中信科等多家国内
公司的专家承担了上述项目的报告人、联合报告人以及子课题协调人的工作。
此次会议是 3GPP 中国伙伴自成立以来承办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承办工作得到了 3GPP 管理团队
以及会议代表的高度评价。会议筹备和具体执行阶段得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通信司、国际司、陕
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西安邮电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按照工作计划，今年 10 月和 11 月份 3GPP
中国伙伴将继续在国内承办 3GPP RAN 和 SA 技术规范组的会议，为制定和完善全球 5G 标准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1 召开第 33 次全会 强调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互联网与应用技术工作委员会（TC1）第 33 次全会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北京召开，全会期
间召开了各工作组及联合会议，TC1 主席何宝宏、副主席杨明川共同主持了会议。
全会要求各工作组在 2019 年全年规划的基础上，继续围绕人工智能、新一代 IPTV 技术、边缘数据中
心、大数据和区块链以及行业化需求等方面，强化标准化工作，进一步提高标准质量和加强标准进度管理。
总体工作组（WG1）会议讨论通过了“人工智能工作组”的更名建议，同时明确按照“急用先行，应
用优先”的原则，兼顾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成熟度，以及标准建立的重要性和迫切度，逐步开展和
完善相关标准的建设。会议同时审查通过了“深度学习平台功能和性能评估方法”行标送审稿，讨论通过
了“基于电信业务的语音合成服务系统指标要求和评估方法”、“基于人脸识别的闸机系统指标要求和评
估方法”、“智能音箱智能化分级指标要求”、“机器翻译服务系统评估规范”行标征求意见稿，还对行
标“人工智能芯片基准测试评估规范 第 1 部分：基于端侧推断的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基准测试指标及评
估方法”（讨论稿）进行了审议。
TC1 下设的其他工作组在充分审议基础上，分别通过了“基于公用通信网络的智能图像识别算法及测
试评估标准总体技术要求”、“基于公用通信网络的智能图像识别算法及测试评估标准人脸识别”、“内
容分发网络技术要求 内容中心” 3 项行业标准送审稿，讨论通过了“内容分发网络技术要求 汇聚节点”、
“基于大数据的存证取证系统技术要求”、
“区块链 性能测试方法”等 19 项行业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草案。
全会还对各工作组提交的 2019 年立项建议进行了逐项审议，最终通过了 27 项。包括国标“分布式块
存储技术要求”1 项立项建议；“基于图像识别的内容检测服务系统指标要求和评估方法”、“数据中心
基础设施效率技术要求和测试规范”、“面向云计算的安全解决方案 第一部分：态势感知平台”“区块
链应用技术要求 供应链金融”等 23 项行业标准立项建议。为满足行业标准化需求，全会还审议通过了“可
信金融云服务（互联网金融类）解决方案评估方法”1 项团体标准立项建议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重点标准化方向研究”等 2 项协会研究课题的立项建议。
TC1 下设的云计算工作组（WG5）先于全会召开了工作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云计算服务客户信任体
系能力要求：第 8 部分：政务云平台” 1 项协会标准送审稿，讨论通过了“云服务用户数据保护能力评
估方法 第 2 部分:私有云”、“云计算服务客户信任体系能力要求 第 11 部分：应用托管容器”“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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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架构通用技术能力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微服务平台”“云服务商数据处理协议参考框架”等 7 项行
业标准征求意见稿，以及“保险行业基于容器的云计算平台成熟度模型”和“物联网云平台能力评估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等 4 项协会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3 召开第 31 次全会 探讨网络发展新热点明确标准化工作方向
2019 年 4 月 2 日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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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
圳召开第 31 全会，TC3 主席赵慧玲、副主席陈端、苗福友共同主持会议。
全会首日召开了“网络新技术”研讨会，主席赵慧玲主持了研讨并作了题为《网络热点标准化探讨》
技术报告，她分享了云网融合/固移融合趋势下的城域网络演进方向、边缘计算实现的关键技术、网络切
片分类及关键技术、确定性网络（DetNet）关键技术，以及 AI 如何网络助力网络智能化、自动化等内容。
本次研讨会邀请到了多位技术专家到场分享。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专家带来了题为“iFIT：数据面
Telemetry”的演讲，提出网络 Telemetry 是实现 Intent Driven Network 的关键技术，分析了端到端的
随路 Telemetry 场景用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介绍了“SD-WAN 技术发展现状及主要挑战”，从 5G
视角、工业互联网视角、云服务商眼里的 SD-WAN 展开，分析了 SD-WAN 典型技术及标准化前景，提出 SD-WAN
的生态及主要挑战；中国电信专家分享了“面向意图的网络架构与标准化建议”，介绍了意图网络的概念，
以及传统网络、软件定义网络(SDN)、意图网络（IBN）的关系，分析了意图网络的运作方式以及关键技术
思考；中国移动专家带来了“云边协同，运营商的机遇与挑战”，提出边缘计算可实现计算、数据资源和
智能从集中云向用户边缘的延伸，云边协同需要多类云协同配合，云边协同需要打造一个开源开放的产业
生态；中国联通专家做了题为“MEC 边缘云标准化进展分析”的演讲，分享了 MEC 边缘云的兴起和定义辨
析，MEC 边缘云标准化态势与进展，以及 MEC 边缘云商业模式探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专家介绍了“实现
业务自动化的 YANG 模型框架”，从 YANG 模型的介绍、IETF 的 YANG 模型标准化概况，以及实现业务自动
化的 YANG 模型框架。
全会期间 TC3 下设各工作组均召开了会议。经各组充分审议并提交全会讨论通过了“确定性 IP 网络
的总体架构”、“边界网关协议链路状态扩展技术要求”、“软件定义广域网络（SD-WAN）关键技术指标
体系”、“富通信业务（第三阶段）技术要求 应用到用户（A2P）消息业务”等 26 项通信行业标准立项
建议，明确了近期标准化工作方向。此外，还审议通过“基于 SDN/NFV 的协同编排系统 总体架构及技术
要求”、“网络汇聚分流设备测试方法”等 5 项行业标准草案送审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电源设备能效分级行标完成修订
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以及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务的蓬勃发展，通信网络规模
不断扩张，能源消耗也呈现较快增长，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上，通信行业的节能减排都势在必
行。与此同时，近年来通信电源的节能技术和新产品日益增多，为适应和推动节能技术的发展，通信电源
与通信局站工作环境技术工作委员会（TC4）通信电源工作组近日审查通过了“通信电源和机房环境节能
技术指南 第 3 部分：电源设备能效分级”行标修订稿，该标准的修订有利于通信行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发
展，推动通信电源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绿色节能电源产品的广泛使用。
在通信系统尤其是大型数据中心，UPS 作为配电系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保障负载不间断运行过程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 UPS 方案配置过程中对于安全系数、冗余系数的多重考虑，虽保证了
整个供电线路更高的可靠性，也造成了 UPS 实际运行中如日益增加的投资收益矛盾、负载突增的需求无法
满足、居高不下的运营成本等问题。随着储能技术尤其是电化学储能的成熟应用，储能技术的优势特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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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前 UPS 供配电系统中的现状进行有机结合，使 UPS 的应用向绿色、主动、智能的方向前进，并使得储
能技术在用户侧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通信电源工作组还审查通过了研究报告“信息通信用 UPS 的储能应
用研究”，该报告对 UPS 应用中的问题、储能技术与 UPS 的有机结合、UPS 的储能应用调研、样机研制测
试、及试点案例应用等进行了阐述。对 UPS 的储能应用提供了指导和参考。(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5 召开第 48 次全会

5G 系列标准制定完成部署

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第 48 次全会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无锡市召开，全会期间
举办了“连接，赋能汽车、交通新想象力——车联网研讨会”，同期召开了下设各工作组会议。近 80 家
会员单位和特邀单位的 370 余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全会完成了 5G 系列标准制定的部署，通过了多项标准
送审稿和立项建议。
本次全会特别对 TC5 开展的 5G 标准工作计划作了说明。按此计划，今年 8 月将完成第一批 5G 系列标
准项目送审稿审查。
本次全会重点通过了 5G 系列标准立项建议，
包括
“5G 移动通信网通信安全技术要求”、
“5G 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安全保障要求 基站设备”等 5 项国家标准立项建议；“5G 移动通信网 服务化接
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第一阶段）”、“5G 多模单卡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
系统非手持终端技术要求”等 11 项通信行业标准立项建议；通过了“5G 多模双卡双待终端研究”、“移
动通信虚拟化网络设备的安全保障方法论和安全保障要求研究”、“面向多接入边缘计算的 5G 核心网增
强技术研究”等 11 项研究课题立项建议。
移动通信网络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承载网络通信任务，对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通信网络中的
安全协议和安全功能以及确保网络设备的安全性是整个通信网络安全保障和建设基础。本次全会通过的
“5G 移动通信网通信安全技术要求”国标立项建议，主要规范 5G 移动通信网络中，终端与不同网元的通
信安全要求、终端的接入安全要求和流程，以及网元间的通信安全协议、算法等。“5G 移动通信网络设
备安全保障要求”系列国行标立项建议，旨在制定 5G 网络设备安全保障要求，分析 5G 网络设备特定的安
全需求，制定 5G 网络设备安全的测试用例，为 5G 网络设备安全保障给出标准化解决方案，为设备的安全
评估与安全测试提供标准流程和要求，从而为设备的入网检测、运营安全保障提供指导性建议。
此外，全会还通过了“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核心网设备技术要求”、“TD-LTE 数字蜂窝
移动通信网家庭基站网关设备测试方法”、“卫星地面监测站电磁环境保护要求”等 9 项通信行业标准送
审稿；通过了“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宽带业务通信质量测试方法研究”和“非授信的无线局域网接入
EPC 的语音解决方案的研究”等 2 项研究课题结题。(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5G 前传承载、支持网络切片的 OLT 等重要行标项目通过审查
5G 网络的部署场景之一是采用 RRU 与 DU 分离，该场景应用需要超高速时延敏感的前传承载方案，利
用现有的光纤基础设施使用高速 WDM-PON 技术承载前传是一种的技术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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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 5G 前传的技术需求，在综合调研 25G WDMPON 设备的技术发展
和产业情况的基础上，审查完成了“面向 5G 前传的 N×25G 波分复用无源光网络（WDM-PON）第 1 部分：
总体”行标送审稿。该标准对 N×25G 波分复用无源光网络系统的网络架构、业务和接口要求、系统功能
要求、管理维护要求等提出了统一的技术规范，将促进和指导该类型设备的测试评估和研发，能够有效推
动 N×25G WDM-PON 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高价值政企业务产品增长迅猛，已逐渐成为电信运营商新的业务增长点。相比公众客户，政
企业务产品的业务多样性和差异化特征更为显著，不同类型的宽带客户群体的承载需求各不相同，采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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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OLT 接入技术往往难以兼顾所有需求，而采用专网设备方案不仅会增加投资，也将带来机房空间占用和
能耗增加的问题。OLT 切片技术以一张物理网络支持多个逻辑切片，将 OLT 划分成功能独立、资源隔离的
多个逻辑切片，可基于现网实现家宽、政企和小基站回传的全业务接入，达到提升设备效率、降低成本的
目的。日前接入网及家庭网络工作组审查通过的“接入网技术要求 支持网络切片的光线路终端（OLT）”
行标送审稿，旨在给各厂商 OLT 设备上的切片功能提供统一技术要求，有利于网络的互联互通和网络切片
功能的规模应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基准主时间设备和超高清视频传送承载标准通过审查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时间敏感性新业务的出现和应用，网络对同步技术尤其是时间
同步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保证全网的高精度时间同步和频率同步成为国内运营商日益关注的问题，而解
决此问题不仅需要良好的同步传递技术和同步链路组织，也需要高稳定性、高精度的时间及频率源。近日，
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TC6）传送网工作组审查通过了“基准主时间（PRTC）设备技术要求”
行标送审稿，该标准在 ITU-T 最新发布的 PRTC 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网络需求，制定了符合国内
通信网络需要的基准主时间设备技术标准，满足了通信网络建设的发展和需求。
随着视频业务向高清、4K、8K、VR 发展，为保障良好用户体验，对传送网在带宽、时延/时延抖动、
丢包率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前传送承载网主要是面向上网等数据业务规划和建设，在承载高品质要
求的视频业务中面临着网络架构、承载品质、建设成本等诸多挑战，需要定义面向视频业务的传送网组网
需求和设备需求。传送网工作组近日审查通过了协会团体标准“面向超高清视频业务的传送网技术要求”
的送审稿，
该标准主要基于 OTN 设备和分组增强型 OTN 设备，
规定了典型视频业务对承载网络 KPI 的要求，
包括带宽、时延、丢包率等，还规定了视频承载网络典型传送技术，面向超高清视频的传送网设备技术要
求、传送网设备网络管理及控制技术要求等；适应了运营商将视频业务作为基础业务转型的要求。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电信大数据平台数据脱敏实施指南”等多项标准草案获审查通过
日前，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工作委员会
（TC8）
有线网络安全工作组
（WG1）、无线网络安全工作组（WG2）、
安全管理工作组（WG3）分别召开工作组会议和联合会，讨论、审查通过“电信大数据平台数据脱敏实施
指南”、“物联网用户卡安全监测技术要求”等多项信息安全、网络安全行标草案，通过多项标准和研究
课题的立项建议，标准化成果显著。
WG1 与 WG2 联合会审查通过了“电信大数据平台数据脱敏实施指南”行标送审稿。随着跨组织、跨行
业的数据开放共享变得越来越普及，就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大量的敏感信息，容易产生敏感信息泄露事件
的安全隐患。该项标准基于大数据环境下，从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共享及交换环节所涉及到敏感数据
的业务场景出发，明确了在上述各阶段中的敏感数据脱敏需求，给出数据脱敏需要遵循的原则，并为典型
数据给出推荐使用的脱敏方法，将有利于促进大数据业务的健康发展。
WG2 会议审查通过了“物联网用户卡安全监测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该标准针对物联网终端规模巨
大从而对传统业务造成的危害在物联网环境下被急剧放大的问题，对终端账号使用过程的安全监测提出技
术要求，防止物联网业务被滥用，有效保障物联网业务和整个业务网络运行过程的安全性。
此外，WG1 会议、WG3 会议分别审查通过了“电信网数据泄漏防护系统技术要求”、“网络安全众测
平台技术要求”、“网络安全众测服务管理要求”等 11 项行标送审稿。各组讨论通过了“IPv6 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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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规范”、“车联网信息服务数据安全技术要求”、“互联网基础资源主体信息真实性检测系统测试方
法”、“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分析应用系统安全技术要求”等 7 项行标征求意见稿；讨论通过了“电信大数
据平台敏感数据识别实施指南”、“5G 网络非独立组网（NSA）日志留存技术要求”、“通信网络用户谢
绝骚扰来电平台业务规范”等 9 项行标立项建议以及 1 项“移动通信网络安全攻击案例和技术方案研究”
研究课题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基于 NFC 移动通信终端和 POS 互操作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4 项行标获审查通过
随着 NFC 技术在移动支付领域的大量应用，NFC 的支付终端和销售终端（POS）的互操作问题越发突
出，例如并不是所有带有 NFC 功能的手机都能在 POS 机上顺利支付。这些互操作性问题直接导致用户使用
体验较差，不利于 NFC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广，亟需推进相关标准和规范工作。为此，在移动互联网应用
与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TC11）终端工作组（WG3）近日召开的会议上，审查通过了“基于近场通信（NFC）
的移动通信终端和非接触式销售点（POS）的互操作要求和测试方法”行业标准送审稿，对具有 NFC 移动
支付功能的移动终端和和销售终端间互操作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进行了规范，以促进移动支付业务的快
速发展。会议还审查通过了“移动设备用户身份免密认证技术要求”行业标准送审稿，规定了用户使用移
动设备利用硬件令牌、数字证书、生物特征识别和 KBA（Knowledge-based Authentication）等非密码方
式实现身份认证的技术框架，规范移动设备上此类身份认证的处理流程和技术要求等。从而提高整个移动
互联网产业链的研发效率、减少上下游接口的磨合时间，帮助终端厂商增强设备基础安全能力、应用提供
商及时推出用户体验更佳的应用产品，推动整个行业生态积极发展。
此外，总体协调工作组（WG1）和 WG3 同期召开了联合会，审查通过了“面向消费电子设备的远程 SIM
配置平台技术要求”行业标准送审稿，该标准以 GSMA 消费电子领域的 SGP.21 和 SGP.22 规范为基础，制
定消费电子领域 eUICC 远程配置平台的技术要求，包括远程配置系统架构、实体的功能以及接口的技术要
求，关键业务流程等内容。会议还审查通过了“面向消费电子设备的支持远程 SIM 配置的嵌入式通用集成
电路卡（eUICC）技术要求”行业标准送审稿，该标准制定消费电子领域可远程配置的 eUICC 卡的技术要
求，包括 eUICC 卡的架构、Profile 的结构、硬件及平台特性、安全域及 SCP 安全通道、Profile 包翻译
的技术要求，本地 Profile、eUICC 管理的功能和流程、并且对 eUICC 卡与平台、终端 LPA 的接口等方面
提出要求。(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紧急情况下移动终端位置信息传送测试方法”行标通过审查
当处于紧急情况下时，移动用户在报警的同时能将移动终端的精确位置信息传送至接警指挥中心，以
便更加快速准确的接处警，使报警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响应和救助。2018 年，工信部已发布并实施了由中
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应急通信特设任务组（ST3）组织完成的 YD/T 3390《紧急情况下移动终端位
置信息传送技术要求》。为了推动报警及位置信息传送技术的发展，ST3 及时启动了与之配套的“紧急情
况下移动终端位置信息传送测试方法”行标制定工作，并在日前召开会议上审查通过该项标准送审稿。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高精度卫星定位系列行标制定工作启动
日前，导航与位置服务特设任务组（ST9）在北京召开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高精度卫星定位辅助
信息在移动通信网中播发体系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第一阶段）”、“基于蓝牙定位技术的室内分布系统
技术要求”和“纳秒级 GNSS 相对授时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三项行业标准立项建议。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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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精度 GNSS 是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之一。近二十年来，高精度 GNSS 定位技术已
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算法到软件、从终端到服务系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各类代表性的高精度 GNSS
服务系统的改正数播发服务都是基于现有的互联网络和同步卫星，还没有面向大众应用，在移动通信网络
中进行播发尝试，且各种系统所播发的改正数格式都不统一，阻碍了跨系统服务的可能。为此，ST9 在参
考 3GPP 相关标准基础上，对高精度卫星导航信息在移动通信网中播发体系进行了研究，完成了研究报告。
提出制定“高精度卫星定位辅助信息在移动通信网中播发体系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第一阶段）”行业标
准立项建议，目的是推进高精度 GNSS 在大众服务应用，如自动驾驶、智能交通、消费类等领域的普及，
为各类高精度 GNSS 平台系统的互联与互操作建立标准上的沟通基础。
此外，此次会议还讨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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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物联
网的用户面 A-GNSS 定位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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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项国、行标草案的讨论稿/征求意见稿，
讨论了 “导航与位置服务标准体系”等研究课题。以上项目将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在下次会议继续讨论。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ITU 发布首个两化融合国际标准：以中国方案为基础
近日，国际电信联盟（ITU）正式发布首个两化融合国际标准“Methodology for building digital
capabilities during enterprises’digital transformation”（中文译名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可持续竞争能力建设方法论》）。
该国际标准以我国国家标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GB/T23000-2017）《信息
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要求》（GB/T23001-2017）的核心成果为基础，明确了两化融合的内涵、特征和
基本要素，提出了基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基本框架的企业数字能力建设核心理念、关键过程和主要方法，
可为企业开展技术应用、流程优化和管理变革，加速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
英国、美国、日本、西班牙、埃及、马来西亚等国家有关组织和机构代表均对该国际标准给予了广泛
关注和充分肯定，并为标准研制提供了支持。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制、实现大范围应用且成功向国际推广的管理体系类标
准，由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技术委员会（SAC/TC573，简称“两化融合标委会”）归口管理，
已正式发布 5 项国家标准和 1 项国际标准。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将在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工作中坚持标准引领，
充分发挥两化融合标委会作用，加快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建设与应用推广。（摘编工业互联网世界）

华为当选 5G 标准组织 3GPP CT4 工作组主席
近日，
3GPP CT4 工作组第 90 次会议在中国西安举行。会议完成了工作组的换届选举，华为公司的 Peter
Schmitt 成功当选 CT4 工作组主席，任期两年。CT4 工作组负责制订核心网协议、定义描述协议要求的规
范等，作为 5G 核心网基础架构的 SBA（Service-based Architecture，基于服务的网络架构）详细技术
规范就是在 CT4 工作组中完成的。
3GPP（Thi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成立于 1998 年，是全球最
编辑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推进部电话：010-820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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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通信行业国际化标准组织。过去二十年，3GPP 成为引领全球通信业发展的主导性标准化组织，特别
是进入 5G 时代，3GPP 的影响力进一步彰显。3GPP 共分为 4 个技术规范组（TSG）
，
分
别 是 TSG GERAN（GSM/EDGE
无线接入网）、TSG RAN（无线接入网）、TSG SA（业务与系统）和 TSG CT（核心网与终端），每一个 TSG
下面又分为多个工作组，CT4 即为 TSG CT 技术规范组下的一个工作组。
华为一直是 3GPP 的主要贡献者。Peter Schmitt 拥有 18 年的电信标准领域经验，自 2012 年 6 月开
始代表华为参加 3GPP CT4 研究和标准化工作，担任多个 TS（Technical Specification，技术标准）和
WID（Work Item Description，工作项目描述）的报告人，并于 2016-2019 年期间担任 CT4 工作组副主席，
对核心网标准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扎实的贡献，获得了各成员组织的广泛认可，在行业内具有很高的影响
力。(摘编自通信世界网)

LiFi（可见光无线通信）技术
去年，美国一家名为 LightPointe 公司就曾宣布了一项重磅技术：LiFi（可见光无线通信）技术，这
也是 LiFi 技术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LiFi 是 Light Fidelity 的缩写，简称为“光保真技术”，
这是一种利用可见光波普（例如 LED 灯泡发出的光），来进行数据传播的全新无线传输技术。可见光是整
个信息传输系统中的发射源，利用控制器控制光源的通断，从而可以控制终端接收器之间的信息传递。这
项技术最早是由德国的物理学家 HaraldHass（哈拉尔德·哈斯)教授发明。
简单点说，“光保真技术”就是运用已铺设好的设备(无处不在的 LED 灯)，通过在 LED 灯泡上植入芯
片，从而可以形成类似于 WiFi 热点（AP）的设备，能够让消费者随时随地的加入到网络，根据实验室数
据显示，LiFI 最高传输速度达到 100GB，不仅要比 WIFI 的传输速率快了近一百倍，同时也要比 5G 网络快
上不少，速度更加的强，信号连接会更加的好，也是目前 LIFi 技术中心最为独特的优势，随着技术的进
一步成熟，或许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将会取代 WiFi，成为人们全新的上网工具。
虽然 LiFI 是一种全新的网络传输介质，借助光来进行传播，它并不需要网线，也不需要路由器，相
对来说会更加的方便，也会更加的稳定。但 LiFI 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由于其需要借助光来进行传播，
所以必须要有光的地方才能够进行，并且光线的亮度也会影响 LiFi 的正常传输，信号变差，传输速率变
慢等等，不像 WiFi 技术那样灵活，能够穿墙或穿透一些其他物质。这也是这个 LiFi 新技术所存在的最致
命的缺陷。
LiFi 相比 WiFi 有两大优势：安全性强、速度快。但 LiFi 技术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不适合做信息双
向通信传输、抗干扰能力弱、缺乏相对成熟的芯片以及干扰环境(阻断光源)等等。目前这项新兴的技术 ，
还不够特别的完善，是限制其全面推广的原因之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优越的传输速度和安全环保
的性能，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普及甚至取代 WiFi 或许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了。
（摘编自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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