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通标协 [2014J260 号

2014 年度"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
评奖结果公示
各相关单位:

2014 年度"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在经过专家初评、中
评和高评，评出了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2 项，三等奖 10 项。根据《中
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规定，现将获奖项目进行公示。
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20 日内(自 2014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5
日)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公布的获奖项目和项目完成人、主要完成单

位有异议，可以书面向我办提出，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为便于核实、
查证，确保实事求是、公正的处理异议，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表
明真实身份，并提供联系方式。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在书面异议材料
上签署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我办
承诺按有关规定对其身份予以保护，凡匿名异议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

受理。

特此公告。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花园北路 52 号

邮编:

100191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评奖办公室
联系电话:

010-62302419

附件: 2014 年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抄送:协会内部:各誉理事长，理事长，副理事长，高级顾问，秘书长，
副秘书长(副理事长、副秘书长为电子版)。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办公室

2014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2014年度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评奖结果
序号 项目名称

l

t基于终端翩译的 IPv6过渡技术 E 等41 项 IETF 国际、
行业和企业标准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段晓东、邓辉、陈同 IJ 、孙滔、杨天乐、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t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
刘大鹏、 m 辉，赵锋.蒋胜、吴钦，李
公司
欢、苑红、黄璐、 ~J超、任兰芳

获奖等级

一等奖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电信集团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

2

<TO-LTE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基站设备技术要求(第
一阶段) »等 37项行业标准

徐霞艳、徐菲、范斌、熊尚坤、苏洁、
彭宝、尹挂杰、马于江、张增洁、李星
海〉有限公司、 t 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贺敬、余勇、池连同IJ 、宋丽娜、张光
公司、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展讯高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诺
辉
基亚通信有限公司、重庆革邮信科股份有限公司、新邮通信设备有限
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诺基亚通信(上

一等奖

公司

3

4

5

6

7

8

9

(COMA和 LTE混合组网技术 E 等 29项3GPP2国际标准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等24 项国
家标准
t 移动智能终端安全能力技术要求 B 等2项行业标准

<TO-SCOMA和TO-LTE用户设备-~史性规范.测试代码集
E 等2项3GPP国际标准

(NX 10∞bit/s光波分复用(晒的系统技术要求，等
2项行业际准

4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 il 规范» ITU 国际、
国家际准、

、李路鹏、赵孝武、赵畔、李侠字、主 IJ

二等奖

继兴

4 网问号码携带集中业务管理系统与业务受理系统'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7 项行业标准

李文i1l:、制沛荣、辛伟、陆婷、王絮明

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龚双瑾、吕军、林美玉、黄荷仙、李如
壳、王晓琦、周仁杰、赵慧琴、王伟、

程淑玲、陈永诗、刘骋、陈黎明、胡鹏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潘娟、匡晓短、落红卫、汪坤、于璐、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袁广翔、何挂立、史德年、李巍

TO产业联盟、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业与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北

京星河亮点技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大唐联仪科技有限企司、青岛海
信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巾海恩半导体有限公司

二等奖

高玲

金毅敦、陈晓忠、杨骋、陈商、孔飞、

赵琛、王晰、熊健翔、聂黯青、张思英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李俊杰、赵文玉、汤瑞、杨玉森、马亦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武汉邮电科
然、张海路、张德江、易小波、王海军 二等奖
学研究院、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篇晓莉

中11\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刘吉克、迟永生、朱消峰、陈强、熊
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 1膏、戴传友、牛年增、王志肉、相征、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 i-I 院有限公司

l

林涌双

二等奖

2014年度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评奖结果
序号 项目名称

10

II

12

4 基于策略控制的用户用最监控增强，等 6项 3GPP 国际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梅放力、夏旭、周晓云、词阳、李金艳
、王海宁、聪杰、聂衡、宗在峰、周伟

二等奖

公司

标准

4 云计算框架及高层需求)

主要完成单位

ITU 国际标准

t 多接入网络支持 eMMTel 业务能力》等 4 项 ITU 国际标
准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ill 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北京邮电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13

(TO-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终端设备技术要求(第一
阶段) )等 12 项行业标准

张忠平、顾曼霞、程莹、张云勇、黄文

利

二等奖

马彦、迟永生、郭爱鹏、周先涛、赵耀
、黄文利、王亚晨、顾曼霞、唐雄燕、

二等奖

段晓东、

TO产业联盟 (TOl 川、北京旦河亮点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朵激、果敢、主 IJ 蝶、金极敦、姜军、孔

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北京展讯高科

飞、来志京、李孟喜、崔滑、周品

二等奖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4

15

16

17

18

f 更新的伪线控制字协商机制 B 等 IO JJjj IETF 国际、行业
标准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技术要求钢培架》等 5项行业
、 ITU 国际标准

《互联网数据中心和豆联网接入服务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技术要求》等 3项行业标准

4 超高吞吐的 6GHz 以下频段的 WLAN 的物理层 (PHY) 和媒
介接入层 (MAC) 技术规范) IEEE 国际标准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研究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
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天津市通信管理局、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山东

省通信管理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f 电子健康监护的业务需求和能力需求 B 等2项 ITU 国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南京邮电大学
、行业标准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北京邮电大学、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2

陈然、魏月华、刘志华、

I马军、吴放、

罗鉴、喻敬海

陆'*松、孙向前、齐殿元、郭琳、李海

滨、石泊、孙韬

告f敏、张新、李冠华、强{青、王维晨、
柳青、刘警武

孙被、罗报东、吕开颖、李楠、

III 开放

、张力、杨萌

贾雪琴、黄文利、陈豪、周光涛、李海
花、沈苏斌、徐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2014年度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评奖结果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19

(LTE 全球漫游终端系列规范 E 等4 项行业、企业标准

20

《无源光网络业务开通及保障技术'等 3项TMF 国际标准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21

(NGN 业务平台的 NMS-EMS 管理接口需求 F 行业标准

22

f 中国移动不良信息监控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B 等 2S 项
ITU 国际、企业标准

主要完成人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颐曼霞、严斌锋、周品、库伟、张{盘、

徐克航、宁小洲

汪海强、赵拱波、张淑建、张静、吴艳

芹、尚逢亮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燕 )11 、严磊、侯良、王智萍、富云平
、陈将

杨光华、张峰、肖子玉、粟栗、温暖、
王 tl 艳、张二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获奖等级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

23

f 互联网数据中心技术及分级分类标准'等 4 项行业标
准

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讨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
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华三通信技术

何宝宏、李洁、郭亮、高蝇、唐华斌、
蔡永顺、房秉毅

三等奖

有限公司

24

<3 36V直流电源系统'等 4项企业标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讨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3

彭广香、彭军、高健、李玉丹、陈东旭
、郭武、王桂花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