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通 信 标 准 化 协 会
通标发〔2018〕272 号

关于印发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2018 年第三批
研究课题项目计划的函
各技术工作委员会：
由协会会员提出、相关技术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经协会技
术工作委员会联席会议函审通过了 2018 年第三批研究课题项目
计划 11 项（见附件），现将上述项目计划印发。
请各技术工作委员会、各会员/观察员及项目承担单位围绕
研究课题项目积极开展各项研究活动，严格项目计划进度，保证
文件编写质量。

附件：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2018 年第三批研究课题项目计
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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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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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2018 年第三批研究课题项目计划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2018B70

5G 核心网网络智
能化分析和控制架
构与关键技术研究

2018B71

后 5G 系统愿景与
需求研究

2018B72

5G 网络下的 LAN
服务技术研究

计划起
止时间
2018/12本项目主要研究数据驱动的 5G 核心网网络智能化分
析和控制架构与关键技术研究，包括但不限如下方面： 2020/12
—5G 核心网网络智能化分析和控制的典型场景需求。
—5G 核心网网络智能化分析和控制架构设计。
—对网络数据分析实体以及核心网各相关功能节点的
功能要求。
—对网络数据分析实体以及核心网各相关功能节点的
接口要求。
—5G 核心网网络智能化分析和控制的业务流程。
等等。
主要研究内容

本项目主要针对后 5G 系统的愿景和需求进行研究。依
据 5G 发展情况，一方面分析现有系统的不足，另一方
面分析未来的潜在业务需求，从而总结出未来移动通
信系统的特征，设计未来移动网络需求愿景，并进一
步探讨频率需求、技术和运营挑战、潜在创新机会等
问题。基于研究成果，一方面支撑向国内的专项三等
政府项目立项提出建议，另一方面支撑向 ITU 等国际
组织输入，推动国际上正式启动 6G 的研究工作。
为了支撑 5G LAN 服务的应用，研究利用 5G 技术提供
虚拟移动局域网服务的场景和实现方案，包括：
-5G 网络使能本地交换，提供一对一通信和一对多通
信，支持 5G LAN 服务的移动性与业务连续性，与存
量 LAN 互通等能力
-5G 网络提供 LAN 服务群组管理，根据终端、第三方
应用或者运营商的请求，动态创建、更新、删除 5G LAN

TC

WG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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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集团有限公司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TC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诺基亚贝
尔股份有限公司

WG12

2018/122020/12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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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5

WG6

2018/12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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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TC5

W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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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2018B73

5G NR 超高可靠低
时延通信技术研究

2018B74

移动通信网络智能
化能力分级研究

计划起
止时间

主要研究内容
服务
-5G LAN 服务的发现，选择和限制
研究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本项目以 3GPP Rel-15 中 URLLC 所涉及的相关规范和
研究报告以及 Rel-16 关于 URLLC 的立项报告为基础，
展开针对 5G URLLC 业务需求以及技术方案的研究工
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URLLC 业务需求分析和应用场景研究
（2） NR 时延降低方案
a) Mini slot
b) 上行调度免授权
c) pre-emption 指示
d) 调度/HARQ/CSI 处理时间线增强
e) 上行 UE 间 Tx 优化/复用
（3） 可靠性提升研究
a) 专有 MCS/CQI 设计
b) PDCP 包复制
c) PDCCH 增强：紧凑的 DCI,PDCCH 重复，PDCCH
监控能力
d) UCI 增强：HARQ 反馈增强，CSI 反馈增强
e) PUSCH 增强：mini-slot 跳跃及重传增强
f) 增强的 UL 配置授权（免授权）传输，例如显式
HARQ-ACK，确保时隙内的 K 次重传以及 mini-slot
重传。
1、项目的技术内容与适用范围：本研究课题对移动通
信网络智能化能力分级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主要研
究点包括：
1) 移动通信网络智能化能力分级的研究背景；
2) 自动驾驶分级标准参考；
3) 移动通信网络智能化能力分级方法；
4) 移动通信网络智能化能力分级的应用。
其中，研究背景部分包括网络智能化的需求、研究现
状和能力分级的意义；能力分级方法部分包括分级的
维度，网络整体分级方法，网络架构与网络智能化能

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2018/12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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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集团公司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中讯邮电咨询设计
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爱立信（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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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高
通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
司，联发博动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TC5

WG9

2018/122020/1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
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电信
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邮电
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京信通信系统（中
国）有限公司

TC5

W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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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WG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2018B75

面向 PCB 行业智能
制造信息集成标准
研究

2018B76

窄带物联网技术在
智慧消防领域的应
用研究

2018B77

5G 支持高级自动
驾驶关键技术的研
究

2018B78

车联网业务架构技
术研究

计划起
止时间

牵头单位

2018/122020/12

深圳捷讯智能系统有限
公司

ST8

WG2

2018/122020/12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

TC10

WG2

2018/122020/1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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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
电大学

TC10

WG1

2018/122020/1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高通
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
司，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TC10

WG1

主要研究内容
力等级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网络各子系统的智能化
能力分级方法。
该标准研究将定义智能工厂建设中的联网设备和信息
子系统集成需要遵循的统一通信链路、协议和编码标
准，从通讯、数据交互、业务逻辑、程序模块、报文
协议等角度引导设备接入物联网信息交换平台。
主要内容包括智能装备与中央控制软件的通信方式、
智能装备的通信内容、中央控制软件与智能设备之间
的指令报文等。本标准适用于智能工厂建设方以及智
能设备提供商前期 IT/OT 网络通信及信息子系统互联
互通的规划设计。
该研究课题技术内容包括：
1） 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2） 窄带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技术特点；
3） 窄带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消防设施管理；
4） 窄带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消防应急救援；
5） 相关的国内外标准情况研究；
6） 相关的国内外产业链发展状况研究；
该项目适用于智慧消防建设领域的各个关键环节。
本项目主要研究高级自动驾驶用例所需的关键技术以
及对 5G 通信网络的影响与需求。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1）分布式感知
2）动态 HD-Map 高精地图更新
3) 分布式感知数据融合技术，例如高精度同步、边缘
计算加速等
4) 高级自动驾驶用例所需的 QoS 监测、预测和保证
5）高级自动驾驶用例中高精度定位信息的获取与交互
6）高级自动驾驶用例所涉及的其他关键技术
7）高级自动驾驶关键技术对 5G 通信网络的影响与需
求
本项目结合车联网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现有相关技术，
对车联网业务架构展开研究。本项目研究内容包括：
1)车联网业务架构的功能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对车联
网网络以及各种车联网应用的连接管理，跨连接、跨

3

参加单位

TC

WG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2018B79

面向物联网的区块
链与人工智能融合
技术研究

2018B80

智能硬件设备互联
的框架和技术研究

计划起
止时间

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2018/122020/1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重庆邮电大学

TC10

WG1

2018/122020/12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TC10

WG1

主要研究内容
运营商的支持、应用使能、设备管理、用户管理等；
2)车联网端到端业务流程；
3)展望未来支持自动驾驶的车联网业务架构的发展方
向和需求。
此研究课题研究面向物联网的区块链与人式智能融合
技术和解决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1）在物联网领域，区块链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研
究，包括在消息广播方式、共识参与者的选择、记账
者的选择、合约的监控与预测、数据复本的策略、数
据访问、隐私与安全、参与者身份的确认等方面。
2）在物联网领域，人工智能利用区块链的应用研究，
包括分布式计算与学习，分布式服务等。
3）相关标准化建议。
1. 本标准是面向智能硬件设备互联提出的协议框架，
定义了智能硬件的多种交互场景。
2. 包括设备与设备间直接交互，设备通过网关交互和
设备通过平台交互等。
3. 通过对交互的协议框架的定义，实现智能硬件控制、
交互、协同等操作。

4

TC

WG

抄送：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信息通信发展司、信息通信管理局、网络
安全管理局、无线电管理局。
协会内部：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副理事长和副
秘书长为电子版）,技术部。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