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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要 说 明

为做好工业通信业标准化工作，我们组织编制了 2020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一、编制原则

围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以建立健全满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标准体系为出发点，进一步加强重点专项标准和基础公益类标准制

定，提升标准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程度。

（一）产业发展原则。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培育信息消费等新需求增长点为主线，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材料标准制定，

强化节能减排、安全等基础公益类标准制定，及时修订低水平标准，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提升标准技术水平，突出标准对服务产业发展、促进

自主创新的作用；

（二）市场需要原则。紧密围绕行业管理，产品设计、生产、检验和使用等活动，以及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加强市场急需标准的

制修订，突出标准对保证和提升产品质量、规范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作用；

（三）重点突出原则。区分重点专项标准项目、基础公益类标准项目与一般标准项目。重点支持专项、基础公益类标准制修订；

（四）成体系原则。以各行业（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为指导，加强标准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成体系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

不断优化标准体系结构，充分体现标准制修订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配套性。

二、编制重点

（一）《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中重点领域的标准项目；

（二）重点产业发展急需的标准，具有创新技术和国际先进性的标准；

（三）基础通用、试验方法以及关键共性技术等基础类标准项目；

（四）节能减排、工程建设等具有社会公益属性的标准项目；

（五）不适应当前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需要，亟需修订的标准项目；

（六）其他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亟需的标准项目。

三、2020 年第一批共安排项目计划 415 项。其中制定 287 项，修订 128 项；重点专项标准 177 项、基础公益类标准 39 项、一般标准 199

项；产品类标准 396 项，节能与综合利用标准 1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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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汇总表

主管部门 行业 合计
性质 制修订 标准类别 采用国际

和国外先
进标准数

重
点

其他项目

强制 推荐 指导 制定 修订
节能与综
合利用

工程
建设

安全
生产

产品类
标准
样品

基础
公益

一
般

合计 415 0 415 0 287 128 19 0 0 396 0 4 177 39 199

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19

化工 5 0 5 0 5 0 5 0 0 0 0 0 4 0 1

钢铁 12 0 12 0 12 0 12 0 0 0 0 0 6 5 1

黄金 2 0 2 0 2 0 2 0 0 0 0 0 0 1 1

原材料工业司 63

化工 30 0 30 0 21 9 0 0 0 30 0 0 11 0 19

建材 12 0 12 0 9 3 0 0 0 12 0 0 2 1 9

钢铁 10 0 10 0 10 0 0 0 0 10 0 0 5 0 5

有色 7 0 7 0 7 0 0 0 0 7 0 0 4 2 1

稀土 4 0 4 0 3 1 0 0 0 4 0 0 2 1 1

装备工业一司 113
机械 51 0 51 0 35 16 0 0 0 51 0 0 21 7 23

汽车 62 0 62 0 15 47 0 0 0 62 0 2 5 4 53

装备工业二司 97
机械 49 0 49 0 10 39 0 0 0 49 0 0 2 6 41

航空 48 0 48 0 46 2 0 0 0 48 0 0 14 11 23

消费品工业司 28 轻工 28 0 28 0 22 6 0 0 0 28 0 0 11 1 16

电子信息司 1 电子 1 0 1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信息通信发展司 23 通信 23 0 23 0 23 0 0 0 0 23 0 0 23 0 0

信息通信管理局 46 通信 46 0 46 0 42 4 0 0 0 46 0 2 42 0 4

网络安全管理局 25 通信 25 0 25 0 24 1 0 0 0 25 0 0 2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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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G 及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1. 2020-0001T-YD 5G 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安全保障

要求 核心网网络功能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

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业

集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上海诺基亚贝尔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

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2. 2020-0002T-YD 5G 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安全保障

要求 基站设备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

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大唐

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电信

科学技术研究院）、上海

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3. 2020-0003T-YD 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安全技

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

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科技网络

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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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G 及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4. 2020-0004T-YD 5G 移动通信网 N4（核心网控制

面与用户面）接口技术要求和

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爱立信（中国）

通信有限公司、上海诺基

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大

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电

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中

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5. 2020-0005T-YD 5G 移动通信网 服务化接口技

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第一阶段）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爱立信（中国）

通信有限公司、上海诺基

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大

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电

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中

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6. 2020-0006T-YD 5G 多模单卡终端设备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无线电管

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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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G 及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

业集团（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北京三星通信技

术研究有限公司、OPPO 广

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维

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

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

司、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北京展讯高

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

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

司、英特尔（中国）有限

公司、联发博动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中磊电子

(苏州)有限公司、国家无

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

7. 2020-0007T-YD 5G 多模单卡终端设备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无线电管

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

业集团（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北京三星通信技

术研究有限公司、OPPO 广

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维

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

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

司、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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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G 及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国)有限公司、北京展讯高

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

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

司、英特尔（中国）有限

公司、联发博动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中磊电子

(苏州)有限公司、国家无

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

8. 2020-0008T-YD 5G 通用模组技术要求（第一阶

段）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OPPO 广东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北京展讯高科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维沃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大唐

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电信

科学技术研究院）、高通

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

公司

9. 2020-0009T-YD 终端MIMO天线性能要求和测量

方法 第 3部分：5G NR 无线终

端（mmWave）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无线电管

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电信集团有限公司、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

司、联想移动通信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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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G 及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限公司、北京中科国技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高通无

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

司、北京三星通信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苹果电脑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国

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

心

10. 2020-0010T-YD 5G 有源一体化系统空口电磁特

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无线电管

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信

息通信研究院、北京中科

国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

有限公司、国家无线电监

测中心检测中心

11. 2020-0011T-YD 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非

手持终端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无线电管

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国

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

心

12. 2020-0012T-YD 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非

手持终端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无线电管

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国

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

心

13. 2020-0013T-YD 靠近头部和身体使用的无线通

信设备对人体的电磁照射的功

率密度评估规程（频率范围

6GHz～300GHz）

推荐 制定 IEC 63195

(CD),IDT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无线电管

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

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

心

14. 2020-0014T-YD 靠近头部和身体使用的无线通

信设备对人体的电磁照射的功

率密度计算方法（频率范围

推荐 制定 IEC 62704

-5(CD),IDT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无线电管

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

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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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G 及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6GHz～300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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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人工智能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15. 2020-0015T-YD 移动智能终端可信人工智能安

全指南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高通无

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

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16. 2020-0016T-YD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仪表识读服

务系统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北京羿娲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

17. 2020-0017T-YD 智能空间智能化等级评估规范

第 1部分：通用评估准则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小

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18. 2020-0018T-YD 智能空间智能化等级评估规范

第 2 部分：家居空间智能化评

估方法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小

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19. 2020-0019T-YD 智能摄像头功能和性能评估规

范 第 1 部分：人形检测功能评

估方法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

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联

想（北京）有限公司、南

京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究院

有限公司、北京小米移动

软件有限公司、公安部第

三研究所、北京奇虎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羿娲科技

有限公司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09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01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04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05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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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工业互联网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20. 2020-0020T-YD 工业互联网 基于 SD-WAN 的网

络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信息通信

发展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

21. 2020-0021T-YD 工业互联网 园区网络总体技

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信息通信

发展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

22. 2020-0022T-YD 工业互联网 基于 5G 网络的工

业室内定位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信息通信

发展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3. 2020-0023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权威解

析服务器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4. 2020-0024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代理解

析服务器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5. 2020-0025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注册服

务器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6. 2020-0026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标识数

据采集网关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7. 2020-0027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标识数

据采集方法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8. 2020-0028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标识数

据参考模型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复旦大学、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

29. 2020-0029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标识数

据发现服务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复旦大学、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

30. 2020-0030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标识数

据信息服务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

31. 2020-0031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标识数

据安全和隐私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网络安全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

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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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工业互联网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管理局

32. 2020-0032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服装 个

性化定制应用标识服务接口规

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

息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

33. 2020-0033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能源 标

识编码规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34. 2020-0034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装备 标

识编码规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35. 2020-0035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航天 标

识编码规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36. 2020-0036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航空 标

识编码规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37. 2020-0037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船舶 标

识编码规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38. 2020-0038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汽车 标

识编码规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39. 2020-0039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食品 标

识编码规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40. 2020-0040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机械 标

识编码规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41. 2020-0041T-YD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药品 标

识编码规范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34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35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36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37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38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39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40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42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44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0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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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IPv6 及新一代互联网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130. 2020-0130T-YD 互联网边缘数据中心术语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31. 2020-0131T-YD 互联网边缘数据中心分布式协

同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32. 2020-0132T-YD 互联网边缘数据中心虚拟化技

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33. 2020-0133T-YD 互联网边缘数据中心运维管理

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34. 2020-0134T-YD 互联网数据中心动态运营维护

能力等级评估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阿里云

计算有限公司、北京百度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腾讯云计算（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135. 2020-0135T-YD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人员能

力要求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

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

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36. 2020-0136T-YD 基于远程直接内存访问的数据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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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IPv6 及新一代互联网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中心网络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司 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137. 2020-0137T-YD 通信机房电源和环境测评方法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

计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中天宽带技术

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易事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维

谛技术有限公司、中通服

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常州太平通讯科技有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科华恒盛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南方电

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

司、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科士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赛尔通

信服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3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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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通信技术融合应用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138. 2020-0138T-YD 视频处理业务需求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139. 2020-0139T-YD 融合无线通信技术的民用机器

人天线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

北京邮电大学

140. 2020-0140T-YD 面向消费电子设备的支持远程

SIM 配置的服务管理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北京中广瑞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果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141. 2020-0141T-YD 基于 WLAN接入 LTE网络的语音

业务互联互通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142. 2020-0142T-YD IMS 网间互通现网测试验收技

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143. 2020-0143T-YD 非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支持携号

转网的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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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通信技术融合应用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144. 2020-0144T-YD 携号转网非点对点短消息网间

转发的质量要求和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145. 2020-0145T-YD 互联互通及携号转网企业间工

作协调机制和网间问题处理要

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146. 2020-0146T-YD 携号转网服务用户交互界面及

程序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612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613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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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网络数据安全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147. 2020-0147T-YD 5G 数据安全总体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亚鸿世

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48. 2020-0148T-YD 电信网与互联网数据安全事件

应急响应实施指南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成都思维世纪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亚鸿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149. 2020-0149T-YD 电信网和互联网数据资产识别

与管理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150. 2020-0150T-YD 电信网和互联网数据生命周期

日志通用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

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

151. 2020-0151T-YD 电信网和互联网数据安全日志

审计规范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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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网络数据安全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152. 2020-0152T-YD 电信网和互联网数据安全评估

服务机构能力认定准则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153. 2020-0153T-YD 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信息

识别及报送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154. 2020-0154T-YD 区块链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检测

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55. 2020-0155T-YD 无人机管理（服务）平台安全

防护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56. 2020-0156T-YD 5G 移动边缘计算平台通用安全

防护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157. 2020-0157T-YD 5G 移动通信网虚拟化编排管理

安全防护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158. 2020-0158T-YD 5G 业务安全通用防护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

159. 2020-0159T-YD 物联网安全态势感知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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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网络数据安全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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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计院有限公司、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

160. 2020-0160T-YD 面向电信网的威胁信息分析系

统安全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神州绿

盟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奇

虎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

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161. 2020-0161T-YD 电信大数据平台敏感数据识别

实施指南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

162. 2020-0162T-YD 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隐私保护

技术指南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

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

处理协调中心、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163. 2020-0163T-YD 内容分发网络技术要求 日志

留存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恒安嘉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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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网络数据安全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京）科技股份公司、阿里

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164. 2020-0164T-YD 5G 网络非独立组网（NSA）日志

留存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恒安嘉新（北

京）科技股份公司

165. 2020-0165T-YD 5G 网络独立组网（SA）日志留

存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恒安嘉新（北

京）科技股份公司

166. 2020-0166T-YD 云服务安全及分级分类评估要

求

推荐 制定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重

庆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

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67. 2020-0167T-YD 移动互联网中终端设备识别码

防护要求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

星通信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维沃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北京小米移动软

件有限公司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321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322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317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32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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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未来网络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168. 2020-0168T-YD 面向电信云资源池场景的 NFV

和 SDN 协同组网及设备要求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爱

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

司、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

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

产业集团（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

169. 2020-0169T-YD 面向电信云资源池场景的 NFV

和 SDN 协同管理编排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爱

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

司、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

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

产业集团（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

170. 2020-0170T-YD 面向电信云资源池场景的 NFV

和 SDN 协同管理编排接口要求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爱

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

司、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

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

产业集团（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

171. 2020-0171T-YD 软件定义广域网络（SD-WAN）

关键技术指标体系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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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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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新华三技术

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诺基亚贝

尔股份有限公司、赛特斯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阿

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奇安

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电讯盈科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172. 2020-0172T-YD 软件定义广域网络（SD-WAN）

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奇

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上海诺基亚

贝尔股份有限公司、赛特

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

173. 2020-0173T-YD 软件定义广域网络（SD-WAN）

增值业务技术要求 安全服务

推荐 制定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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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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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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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赛特

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4. 2020-0174T-YD 软件定义广域网络（SD-WAN）

增值业务技术要求 广域网加

速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电讯盈科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

司、赛特斯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信息通信

研究院、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奇安信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

175. 2020-0175T-YD 软件定义广域网络（SD-WAN）

增值业务技术要求 敏捷运维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信息通信

管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赛特斯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信息通信研究院、奇安信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176. 2020-0176T-YD 电信运营商网络的自动化质量

测量（Telemetry）测试方法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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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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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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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

177. 2020-0177T-YD 航空机载通信 舱内局域网子

系统技术要求

推荐 制定 2022 信息通信发展

司、无线电管

理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电科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航广卫星网络有限责任公

司、恺信国际检测认证有

限公司、中国卫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国家无线电

监测中心检测中心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ZT062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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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其他标准项目计划表

通信行业

序

号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主管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一般项目

411. 2020-0411T-YD 电信网和互联网安全风险评估

实施指南

推荐 修订 YD/T

1730-2008

2021 网络安全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412. 2020-0412T-YD IPTV 智能机顶盒技术要求 推荐 修订 YD/T

2726-2014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

413. 2020-0413T-YD 不同运营商 IMS 网间互通技术

要求

推荐 修订 YD/T

3369-2018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414. 2020-0414T-YD 不同运营商 IMS 网间互通网关

设备技术要求

推荐 修订 YD/T

3370-2018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415. 2020-0415T-YD 不同运营商 IMS 网间互通网关

设备测试方法

推荐 修订 YD/T

3371-2018

2023 信息通信管理

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XT0308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XT0602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XT0610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XT0608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DCPXT06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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