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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印发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 2018 年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名单的通告
接入网等 6 项国家标准、182 项通信行业标准批准发布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全国通信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 2018 年度工作会议
“量子通信领域前沿技术”报告会在京召开
TC5 成功举办“5G 核心网关键技术和产业进展研讨会”
TC1 召开第 32 次全会 大数据等标准确定为 2019 年工作重点
“宽带互联网业务质差率评价方法”等多项行业标准草案获审查通过
TC4 召开第 33 次全会 启动通信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系列行标研制
TC5 召开第 47 次全会 家庭基站安全标准送审
5G 网络管理系列标准启动研制
“通信网智能维护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基本原则”等多项行标通过审查

工信部印发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8 年 12 月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为加快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大力培育新增长点、
形成新动能，印发了《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实现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跨行业融合取得突破，具备高级别自动
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实现特定场景规模应用，车联网综合应用体系基本构建，智能道路基础设施水平
明显提升，适应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和安全保障体系初步建立。2020 年后，通过持续努力，推
动车联网产业实现跨越发展，技术创新、标准体系、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和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建成，高级
别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和 5G-V2X 逐步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人-车-路-云”实现高度协同，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行动计划对完善标准体系，推动测试验证与示范应用提出要求：加快推进实施《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加快制定与完善基础通用类、技术类、测试评价类、服务规范类和安全认证类标准，增
加标准有效供给。鼓励同步推进关键技术的国际标准化，以标准引领技术发展和水平提升。
开展 5G-V2X 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推进多接入边缘计算与 LTE-V2X 技术的融合创新和标准研究。加
强与智慧城市建设等相关基础设施标准之间的衔接，加快基站设备、路侧单元和车载终端设备的技术要求
与测试方法研究制定。推动制定车联网服务平台、交通管控信息服务平台之间的端到端互联互通标准。构
建电动汽车、充电桩和平台间的互联互通与数据交互标准。推进车联网无线通信安全、车联网平台及应用
安全、数据安全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标准研究制定。（摘编自工信微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 2018 年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名单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要求，大力培育发展团体标准，支持团体标准的推广应用，
经社会团体自愿申报、地方或行业推荐、专家审查和社会公示等环节，工业和信息化部遴选出 102 项 2018
年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11 项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团体标准入选，其中“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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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被工信部评为优秀团体标准项目。入选项目如下：
1. YDB 189-2017 公众无线局域网网络管理 第 4 部分：接口测试方法；
2. YDB 175-2017 泛在物联应用 电子健康与电子医疗 业务场景分类；
3. YDB 190-2017 灵活栅格光波分复用（WDM）系统技术要求；
4. YDB 199-2018 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总体要求；
5. YDB 201-2018 智能家居终端设备安全能力技术要求；
6. YDB 195-2018 移动通信终端用快速充电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7. YDB 184-2017 便携式移动电源通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8. YDB 196.1-2018 无线电源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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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YDB 191-2017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要求；
11. YDB 192-2017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光网络终端。（摘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接入网等 6 项国家标准、182 项通信行业标准批准发布
2018 年 12 月 28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 646 国家标准，
其中包括 6 项国标通信类标准，主要包括接入网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GPON、EPON 系统互通性）系列标
准、接入网技术要求 10Gbit/s 以太网无源光网络(10G-EPON)、公共预警短消息业务测试方法等。
2018 年 12 月 2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2018 年第 67 号]公告，批准 365 项行业标准,其中通信行
业标准 182 项，主要包括面向物联网的蜂窝窄带接入（NB-IoT）、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空中接
口技术要求、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工程设计规范、基于公用电信网的宽带客户网络网关、光收发合一模块、
不同运营商 IMS 网间互通、手机阅读业务、软件定义分组传送网、基于 LTE 技术的宽带集群通信、光纤活
动连接器、多模移动终端电磁干扰、IPTV 机顶盒及媒体交付系统等系列标准，满足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车联网、光通信网等发展建设急需。（摘编自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2018 年第 17 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批准
GB/T 23003-201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评定指南》（以下简称《评定指南》）发布实施，是继
GB/T 23000-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GB/T 23001-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融
合管理体系 要求》、GB/T 23002-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相继发布之后，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制定的又一重要进展。
《评定指南》提供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原则，给出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组织和评定过程，按
过程方法实施评估审核的要求，可与 GB/T 23001-2017 等标准相配套，针对第三方评定服务提供总体性指
导，帮助相关方评价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是我国首套原创且实现大范围应用、并向国际推广的管理体系类标准，目
前由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技术委员会（SAC/TC573）归口管理，已完成 9 项国家标准立项和
3 项国际标准立项，正式发布 5 项国家标准、1 项国际标准在 ITU 获得通过。截至目前，全国近 13000 家
企业开展贯标，在企业战略转型、管理优化、技术融合、数据应用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方面成效日益彰显。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将指导两化融合标委会积极做好标准的宣贯实施工作，
加快标准应用推广，以规范第三方评定服务，引导企业科学开展数字化转型变革和新型能力建设，确保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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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融合取得实效，服务制造强国与网络强国建设。（摘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全国通信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 2018 年度工作会议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全国通信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543)在京召开 2018 年度工作会议，共有 21
名委员出席会议。会议由 TC543 主任委员代晓慧、副主任委员杨泽
民和副秘书长潘峰共同主持，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标准处徐鹏调
研员出席会议并讲话，代晓慧主任委员在会上做了 TC543 2018 年
工作报告。
徐鹏调研员首先肯定了 TC543 一年来的工作，重点强调了通信
服务领域是通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抓好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的同时，也要做好服务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工作，他同时强调 2019
年是建国 70 周年，也是持续推进标准化全面建设的关键之年，要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使
命感和责任感，凝心聚力，开拓进取，继续推进新时代信息通信服务国家标准化工作。
代晓慧主任委员在 TC543 2018 年工作报告中首先总结了 2018 年 TC543 取得的成绩：完成国标委考核
评估工作；加强了标准体系建设，做好顶层设计工作；稳步推进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归口管理行业标准取
得实效，同时创新思路，积极推进通信服务团体标准建设工作。其次强调了要充分认识国家标准化工作新
形势新要求，重点围绕通信产业政策、发展规划、重大工程，结合信息通信产业实际，找准新时代信息通
信服务国家标准化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稳步推进信息通信服务国家标准化工作。最后提出 2019 年工
作思路和工作要点：围绕两个标准强国政策，扎实做好标准支撑；完善国家标准化工作机制，加快推进标
准制定；严格把关标准质量，提高标准技术水平；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经委员认真审议，通过了 2018 年 TC543 工作报告，同时还通过了 2018 年 TC543 财务报告和《标准体
系》更新内容等事项。
会上，委员们对“电信和互联网服务 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技术要求”等 2 项国家标准及“呼叫中心营
销业务运营管理规范”等 3 项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还审议通过了“电信业务客服
中心管理等级划分和评定”等三项通信服务领域团体标准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量子通信领域前沿技术”报告会在京召开
2018 年 12 月 26 至 27 日，量子通信与信息技术特设任务组第 7 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潘峰副秘书长出
席会议并讲了话。
她首先介肯定了 ST7 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并对 ST7 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一是加强量子通信的理论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二是建立与
其它行业跨界标准化合作工作机制，推动标准广泛应用；三是按
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的定位和范围，做好标准体系
规划；四是要保证项目进度，提高标准质量；五是主席、组长和
会员都要运用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渠道，协会宣传协会
宽大影响，壮大会员队伍。
敖立副主席代表 ST7 作 2018 年工作总结报告。
他归纳了 ST7
在 2018 年取得的工作成果以及国际标准化推动和交流活动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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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动态，特别重点介绍了 ST7 专家作为中国代表团在 ITU TSAG 会议上推动设立“面向网络的量子信息技
术（QIT4N）”焦点组的工作情况，分享了 2019 年将在中国举行 ITU 国际量子信息峰会的信息。
为使与会代表了解量子通信领域前沿技术的发展，本次会议组织了专题技术报告会。清华大学马雄峰
教授介绍了量子密钥分发原理、安全性证明及诱骗态方案，重点介绍了新型测量设备无关的量子密钥分发
技术原理、优势；中国信通院赖俊森博士介绍了量子信息技术，包括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三方
面的技术背景、研究和应用发展现状以及标准化工作进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洋博士介绍了量子随机数
原理，器件无关的量子随机数（DI-QRNG）技术研究和试验情况；清华大学/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王向斌教
授介绍了 BB84 协议、PNS 攻击及其应对方案诱骗态技术原理，同时还介绍了诱骗态方案在 MDI-QKD、TF-QKD
等新型 QKD 协议优化中的最新进展。四位业界专家的精彩讲演获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 2019 年工作计划，确定“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架构”、“量子密钥分发与经典光通
信共纤传输技术要求”、“基于 BB84 协议的量子密钥分发（QKD）用关键器件和模块”等 5 项行标及“量
子保密通信组网关键技术研究”、“空间量子保密通信技术研究”和“基于诱骗态方法的优化协议研究”
等 3 项研究课题作为 2019 年立项建议提交协会 TC 联席会审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5 成功举办“5G 核心网关键技术和产业进展研讨会”
第五代移动通信（5G）目标主要是满足增强移动宽带、低时延高可靠场景、大连接低功耗三大场景的
通信需求。为满足 5G 多场景的需求，打造一个先进的网络，5G 核心网从 IT 化、互联网化、极简化、服
务化四个系统设计理念出发，通过 SBA、CU 分离、网络切片、边缘计算等 8 大技术方向推进了网络架构的
变革。5G 商用在即，如何深化 5G 核心网的关键能力并赋能垂直行业，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2018 年 12
月 4 日，在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第 47 次全会的首日，成功举办了“5G 核心网关键技术和产
业进展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 TC5 副主席杨峰义主持，邀请到相关基础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和科研机构的八位专
家，围绕 5G 核心网关键能力、标准制定情况和未来 5G+新技术展开，共同探讨了 5G 核心网最新产业进展。
来自中兴通讯 5GC 首席架构师陆光辉探讨了如何快速构建高效敏捷的 5G 核心网实现 5G 快速商用；中
国电信高级研究员刘洁分析了构建运营商级边缘计算服务系统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华为公司 5G 核心网网
关产品总监胡春哲分享了 5G 核心网切片部署与思考；诺基亚贝尔的核心网标准总监沈洋介绍了 5G 系统架
构和分阶段的核心功能集。中国信通院高级工程师朱浩介绍了 5G 标准的进展，并探讨了当前 5G 建设面临
的主要问题和建议的推进方法；爱立信资深产品专家朱金银提出了在 5GC 初始部署阶段应进行适当的简化，
从而加快运营商 5G 网络部署进程；大唐资深标准专家王胡成介绍了在 Rel15 和 Rel16 阶段 5G 移动性管理
及 eLCS 的关键技术和标准进展；最后，中国移动高级专家刘超介绍了 5G 网络架构设计的驱动和设计的思
路，并对未来网络架构的演进方向提出思考。以上丰富多彩的内容为我国 5G 标准研究和制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1 召开第 32 次全会

大数据等标准确定为 2019 年工作重点

互联网与应用技术工作委员会（TC1）第 32 次全会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
TC1 主席何宝宏、副主席孙少陵共同主持。全会同期召开了总体工作组（WG1）、业务与应用工作组（WG2）、
信源编码工作组（WG3）、数据中心工作组（WG4）、云计算工作组（WG5）、大数据与区块链工作组（W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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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会议以及 WG2 和 WG3 联合会议。
全会分别听取了各工作组组长所做的年度工作总结，会议要求各工作组在 2019 年继续围绕当前互联
网新热点技术、前瞻性技术领域和行业化需求，加强标准化研究工作，进一步提高标准质量和标准进度的
管理。
在各工作组充分审议基础上，全会审查通过了“通信用多用途音频编解码”、“云计算服务客户信任
体系能力要求 第 5 部分：块存储”、
“研发运营一体化（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 第 4 部分：技术运营”、
“大数据 分布式批处理平台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等 11 项行业标准送审稿，讨论通过了“数据中心无损
网络典型场景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4 项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及“人工智能在电信网络演进中的应用研
究”协会研究报告。
会议还对各工作组提交的立项建议进行了逐项审议，最终通过了 78 项作为 2019 年的标准研制计划，
包括“中文域名总体技术要求”、“微模块数据中心总体技术要求”等 9 项国标立项建议；“面向电信业
务的语音合成系统指标要求和评估方法”、“基于云技术的 IPv4-IPv6 业务互通总体技术要求”、“IPTV
数字版权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第 7 部分：DRM 客户端”、“边缘数据中心技术要求及分类分级标准”、“边
缘云平台架构及接口规范”、“基于大数据的存证取证系统技术要求”等 58 项行业标准立项建议。为行
业标准化需求，全会还审议通过了“保险行业基于容器的云计算平台架构”等 10 项团体标准立项建议和
“国内互联网视频内容源规格参数情况调研报告”协会研究课题的立项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宽带互联网业务质差率评价方法”等多项行业标准草案获审查通过
日前，网络与业务能力技术工作委员会（TC3）网络总体工作组（WG1）、业务与应用工作组（WG2）
以及新型网络技术工作组（WG3）同期召开会议，审查讨论了各工作组的标准文稿以及立项建议。
会议重点审查了“宽带互联网业务质差率评价方法 网页/视频/测速业务”行业标准，该标准是基于
目前已经建立的宽带互联网用户业务体验测量和评价体系、与现有的网络 KPI 评价建立关联映射来实现建
设和优化最佳业务体验网络的原则制定。在传统的统计处理方法中，对大量测试样本的原子指标数据取平
均值的方法抹平了需要改进的一部分用户群体的差异，不利于识别网络的薄弱环节和改进点，不是理想的
处理指标的方法。而该标准制定将进一步对网络整体质量提供评价方法，可有效利用前述宽带互联网用户
业务体验测量和评价体系的原子指标，识别和改进影响网络整体质量的区域薄弱环节，不断提升网络服务
质量，降低用户投诉率和离网率。
会议上 WG1 审查通过了“IP 网络切片总体架构及技术要求”和“云化 IP 城域网参考架构及接口技术
要求”两项行业标准立项建议，通过了“IP 承载网络智能化使能技术研究”和“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业
务量预测及应用场景研究”研究课题立项建议。
WG2 审查通过了“基于点到点协议（PPP）的 IPv6 用户接入技术要求”、“分布式运营级网络地址翻
译（NAT）的集中备份测试方法”、“电信运营商网络的自动化质量测量（Telemetry）技术要求”、“宽
带互联网业务质差率评价方法 网页/视频/测速业务”、“基于边界网关协议/多协议标记交换的以太网虚
拟专用网（BGP/MPLS EVPN）技术要求”、“基于统一 IMS（第二阶段）的分布式 ENUM 系统技术要求”、
“网络汇聚分流设备技术要求”共 7 项行业标准送审稿；通过了“支持 IP 网络切片的增强型虚拟专用网
（VPN）技术要求”等 5 项行业标准立项建议以及“基于 EVPN 的虚拟网络互联技术要求”研究课题立项建
议。
WG3 审查通过了“基于 SDN 的 IPRAN 网络信息模型及接口技术要求”、“基于 SDN 的移动性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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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虚拟机交换网络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还讨论通过了“软件定义广域网（SD-WAN）总体技术
要求”行标立项建议。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4 召开第 33 次全会 启动通信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系列行标研制
2018 年 12 月 19 至 21 日，通信电源与通信局站工作环境技术工作委员会（TC4）在北京召开第 33 次
全会，共有 73 家单位 130 名代表出席会议。余斌主席对 TC4 在 2018 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详述了
TC4 在 2018 年的工作亮点，对 TC4 的已完成标准和在研标准进行了梳理，同时要求各起草单位严格按照
协会要求完成标准的起草工作，并对 TC4 在 2019 年的工作计划做了安排。
会议经充分讨论，通过了 2019 年 TC4 立项建议，包括“通信局站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系统 第
7 部分：监控单元协议（B 接口）”、“通信用铅酸蓄电池在线监控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通信局（站）
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 第 1 部分：系统技术要求”、“通信局（站）电源、空调及环境集
中监控管理系统 第 3 部分：前端智能设备协议”等十项行标，“数据中心服务器用液冷系统 第 2 部分：
喷淋式”和“基于磷酸铁锂电池的通信用便携式电源”等两项协会标准，以及“信息通信用太阳能供电方
案在通信局（站）的应用研究”研究课题。(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TC5 召开第 47 次全会 家庭基站安全标准送审
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TC5）第 47 次全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6 日在北京市召开，全会期间举
办了“5G 核心网关键技术和产业进展研讨会”，TC5 下设各工作组同期召开了会议及相关联合会，近三百
位代表出席本次全会。
在无线安全与加密工作组（WG5）组织下审议通过了“家庭基站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行标送审
稿，对家庭基站的安全进行规范和要求。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移动业务的需求飞速增长，然
而室内覆盖成为当今移动通信业务增长的瓶颈。为了提升用户的室内通信质量，近年来运营商采用家庭基
站来增强室内覆盖。与传统宏基站相比，家庭基站发射功率低，覆盖半径小，可置于室内通过宽带网络连
接至核心网。但由于家庭基站安装在商场、咖啡厅、家庭等室内小覆盖场景中，处于不可信的环境，攻击
者可能利用家庭基站监听篡改用户数据、向本小区发送虚假信息，甚至可能对运营商网络发起拒绝服务攻
击，使家庭基站、用户终端和核心网的安全都将面临严重挑战。因此，该标准的制定是非常必要的，将。
能更好得通过指导厂家制造和运营商部署，保障用户通信安全，提高移动通信网络安全能力。
此外，在各工作组充分审议基础上，全会通过了“IMT 网络和系统与其它无线电业务系统的兼容共存
分析参数、建模与仿真方法”等 14 项通信行业标准草案送审稿；通过了“高空平台通信系统候选频段研
究””等 10 项研究课题结题。还通过了“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安全保障要求 归属用户服务器（HSS）”等
9 项通信行业标准项目立项建议；通过了“5.9GHz LTE V2X 通信系统内部干扰研究”等 3 项研究课题立项
建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5G 网络管理系列标准启动研制
当前，世界各国都将 5G 建设及应用发展视为国家重要目标，各电信运营商和设备提供商都积极开展
了 5G 标准制定和商用网络的部署和试验，对 5G 网络管理的标准化需求越来越强烈。3GPP SA5 已于 2018
年 8 月完成了 5G 网络管理 Release 15 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我国 5G 网络管理行业标准的制定也已具备
条件。
近日，网络管理与运营支撑技术工作委员会（TC7）无线通信管理工作组（WG1）在京召开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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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 5G 网络管理技术要求系列标准共 6 项行标的立项建议，分别是“总体要求”、“通用管理服务”、
“管理服务（暂定）”、“网络资源模型”、“性能测量数据”、“关键性能指标”。该系列标准完成后
将为 5G 网络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
使上层业务的拓展更加顺利，并可促进 5G 产业的尽快成熟。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供稿)

“通信网智能维护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基本原则”等多项行标通过审查
在网络管理与运营支撑技术工作委员会（TC7）ICT 与服务管理与运营工作组（WG3）近期召开会议上，
审查通过了“通信网智能维护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基本原则”“电信运营维护管理数据的管理技术要求”
两项行标送审稿；另外会议对“通信网智能维护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智能维护支撑系统”“通信网智能
维护技术要求 第 4 部分：智能维护信息模型”“通信网敏捷运营管理框架”等 3 项行标送审稿进行了审
查。
受制于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不充分，长期以来，对构成网络的非智能属性部分（设备、线
路等哑资源）的现场维护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参与，维护流程难以有效闭环，智能化程度低，哑资源
信息难以保证一致性和完备性，严重影响了网络管理的质量。随着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
智能可穿戴技术的实用化，以及人机交互能力的友好性不断提升，基于智能可穿戴技术的维护技术已经在
大型航空和军事装备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在通信网络领域进行了示范应用。建立“通信网智能维护技
术要求”的标准体系，制定包括功能、接口、信息模型等在内的系列技术标准，可进一步对可穿戴的维护
设备、智能化机器巡检设备提出相应规范，将推动交互式电子技术手册（IETM）技术在通信网运维领域的
进一步良性发展。
2019 年，WG3 将计划重点抓好“智能可穿戴维护设备”、“无人机巡检设备”、“机器人巡检设备”
等智能维护技术要求标准的制定工作，以满足网络维护技术的发展和实际的运维需求。(中国通信标准化
协会供稿)

通信机房环境工作组审查通过了“通信基站基础设施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通

ITU-T 网络 2030 焦点组第二次全会成功召开
ITU-T 网络 2030 焦点组（Focus Group on Technologies for Network 2030，简称 FG NET-2030）第
二次全会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香港理工大学成功召开。来自运营商、设备商、服务提供商、研
究机构和大学等众多单位的代表出席会议，共同回顾了网络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探讨了未来网络面临的挑
战和网络技术的未来新趋势。网络 2030 焦点组主席 Richard Li 和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 Prof. Alexander
Wai 到会致辞，介绍了网络 2030 焦点组的宗旨和规划以及相关研究。
本次论坛共有 10 位网络领域专家带来了精彩的演讲。演讲嘉宾分别介绍了未来网络协议发展趋势，
现有数据网络的问题和面向未来的创新需求，物联网发展趋势以及面向未来的新的智能化的使能技术和应
用场景，新网络技术的构建中应重视技术的商业价值及安全和隐私，数字和物理世界深度融合的趋势及技
术发展，未来网络的关键诉求以及网络数据分析和网络智能化的重要性及对核心基础架构的思考，基于服
务和名字的网络架构及其方案和应用等。
此外，该焦点组第二次全会按用例和需求组、服务和技术组、架构组三个子工作组分别对提交的文稿
及工作组的工作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聚集了众多令人激动的未来网络应用案例，包括光场三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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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技术支撑的工业监测和远程医疗、卫星通信、灵活寻址/实时预警/云化 PLC、未来虚拟农场、网络
智能运维、新型网络服务等。同时，这些新兴应用也对未来网络提出了技术和商业模式上的需求及挑战。
中国的网络 5.0 创新联盟有众多的成员单位参加了会议，贡献了坚实的技术内容。中国的数据网络技
术创新能力已经融入到国际舞台中，成为重要的贡献者。 (摘编自 CCTIME 飞象网)

全球首个雾计算标准已发布 将为智慧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移动通信网络和物联网应用正处高速发展期，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服务日益丰富，“雾计
算”技术应用而生。IEEE 发布的全球首个雾计算参考架构的国际标准（IEEE 1934），为积极推动开发雾
计算节点设备提供了基础。
雾计算能够充分利用网络环境中分散存在的计算、存储、通信和控制等能力，通过资源共享机制和协
同服务架构以实现更短的服务响应时间、更强的本地化计算能力、更少数据传输负载、更安全的分散式服
务架构、以及更快更精准的分析、决策和控制。特别是在数字化和信息化全面发展的智慧城市中，从产业
领域的工业控制系统、智能电网、物流系统，到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无人驾驶、智能服务机器人，人们
对数据处理和决策的速度要求会越来越高。在雾计算技术的加持下，生产效率和用户体验都将被大大提升。
当前，雾计算的研究和标准化工作刚刚起步，正在努力推动解决如何在雾计算节点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如何推动节点间的充分资源共享与复杂任务的公平分配，如何在云、雾、边缘等多层次架构间实现高效通
信和紧密协作。可以预见，随着雾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和普及应用，智能物联网将越来越便捷、高效，
雾计算将和云计算互补协作，为每个人提供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智能服务，为万物互联的智能城市注入
发展动力。” (摘编自 C114 通信网)

vOLT
目前宽带接入网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传统互通方式下异厂家设备互通难度大、成本高，二是网络
架构不灵活，升级困难，难以快速地适应新功能、新业务发展需求。
传统家庭业务以单一的宽带上网为主，随着高清视频、智能家居和家庭物联网等丰富的智慧家庭业务
的发展，宽带接入网需要支持快速业务创新和功能迭代升级。由于当前接入网络架构比较封闭，即使扩展
一项小的新功能，均需要对 OLT 或网关设备进行整体升级并中断业务，不适应未来网络和业务的发展要求。
为响应国家“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实现“千兆入户”目标，解决千兆家庭网关成本高、规模部署困
难等制约因素，中国移动提出了面向统一集中管控的 vOLT 技术架构和开放式 CAMI 接口（通用接入管理接
口），既适应未来网络开放架构演进趋势，又通过自主研发统一标准化的南北向接口及模块，有效解决传
统互通模式解耦周期长、问题定位难度大和一致性难以保障等问题，实现宽带接入设备管控平面和转发设
备分离，通过云化部署实现开放、统一、集中的管控，提供快速灵活的业务创新与交付能力。
目前 vOLT 已完成架构设计、CAMI 接口技术研制和行业标准立项，原型系统的研发和试验，充分验
证了该技术路线的先进性和可行性。各方专家表示，vOLT 创新技术架构一方面可有效解决网络互通和开
放问题，另一方面更加满足接入网云化发展趋势，是千兆时代繁荣产业发展、实现“提速降费”的关键技
术举措，是继接入网光纤化以来宽带领域又一项重要技术革新。（摘编自 C114 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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