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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作组全会日程安排 
一、会议时间：2021 年 3 月 23-25日 

二、会议地点：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

银滩路 1号） 

三、会场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会议室 

23日 

09:00-15:30 网络设备安全工作组（WG9）会议 
清澜湾 1 

15:30-18:00 认证工作组（WG8）会议 

09:00-18:00 智能产品评测工作组（WG7）会议 清澜湾 2 

09:00-12:00 
物联网工作组（WG5）及能源系统物联网

焦点工作组（FG2）会议 

清澜湾 3 13:00-16:00 物联网设备安全焦点工作组（FG1）会议 

16:00-18:00 能源系统物联网焦点工作组（FG2）会议 

24日 

09:00-12:00 卫星终端工作组（WG6）会议 
清澜湾 2 

13:00-17:00 移动互联网与软件工作组（WG2）会议 

09:00-18:00 信息安全与用户数据保护工作组(WG4)会议 清澜湾 3 

25日 

09:00-18:00 绿色能源工作组（WG10）会议 清澜湾 1 

09:00-12:00 电子标志工作组（WG11）会议 清澜湾 2 

09:00-18:00 信息安全与用户数据保护工作组(WG4)会议 清澜湾 3 

四、会议酒店信息： 

请参会代表自行联系酒店销售人员预定房间。需提供健康码、行程码

“绿码”办理入住。 

酒店名称：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销售人员：符啟旭；                电话：13976590243； 

价格：大床房，350 元/间含单早；双床房，450元/间含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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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内容： 

（一）网络设备安全工作组（WG9）会议 

日期  3.23 议题内容 

09:00-09:10 2021工作计划 

09:10-10:00 智能网关 TAF认证介绍 

10:00-10:45 标准送审稿讨论《SDN网关设备安全技术要求》 

10:45-11:30 标准送审稿讨论《政企网关设备安全技术要求》 

11:30-13:00 午餐 

13:00-15:30 
供应链标准立项建议讨论（3项） 

SRv6标准立项建议讨论（1项） 

（二）认证工作组（WG8）会议 

日期  3.23 议题内容 

15:30-16:00 评审《物联网设备安全平台认证实施规则》 

16:00-17:30 
讨论 TAF行业认证的管理框架，以及《TAF行业认证管理工作

规范》（初稿） 

17:30-18:00 评审《TAF分包评测机构管理办法》（修改稿） 

（三）智能产品评测工作组（WG7）会议 

日期 3.23 议题内容 

09:00-12:00 

《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移动终端未成年人保护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智能轮椅监控系统技术要求》立项 

12:00-14:00 午餐 

14:00-18:00 

《智能手杖终端功能技术要求》立项 

《耳机音频性能测试方法及要求》立项 

《移动游戏质量技术要求》立项 

《游戏手机性能测评方法》标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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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联网工作组（WG5）及能源系统物联网焦点工作组（FG2）会议 

日期  3.23 议题内容 

09:00-09:20 《物联网设备统一编码方法》标准更新讨论 

09:20-09:40 TAF行业认证建设工作介绍 

09:40-10:00 《物联网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征求意见稿讨论 

10:00-10:20 
《物联网终端与模组测试优化研究报告 第一部分：公众移动通

信》版本 2.0研究报告更新讨论 

10:20-10:40 
《基于 NB-IoT&eMTC 的物联网终端应用场景适应性评测体系标

准》送审稿讨论 

10:40-11:00 《物联网终端可信上链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讨论 

11:00-12:00 能源系统物联网焦点工作组工作安排 

（五）物联网设备安全焦点工作组（FG1）会议 

日期  3.23 议题内容 

13:00-16:00 

《物联网设备安全模块安全能力认证实施规则》（征求意见稿） 

《TEE（可信执行环境）安全认证实施规则》 

冷链物流全流程介绍 

冷链物流全链条安全服务技术系列标准立项 

（六）能源系统物联网焦点工作组（FG2）会议 

日期  3.23 议题内容 

16:00-18:00 

验测因子的元素讨论、编写意义和方法讨论 

验测因子在线验测的实施方案，最终形成能源设备的确认方案 

讨论附带验测因子后，工厂的生产流程 

形成生产标准的初步架构 

讨论下一步行业标准制定办法，任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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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卫星终端工作组（WG6）会议 

日期  3.24 议题内容 

09:00-09:10 领导发言、介绍与会代表 

09:10-09:40 无障碍终端高精度导航工作介绍 

09:40-10:40 《无障碍移动通信终端导航定位技术要求》标准征求意见 

11:00-11:30 北斗认证工作介绍 

11:30-12:00 警情定位研究工作介绍 

 (八) 移动互联网与软件工作组（WG2）会议 

日期 3.24 议题内容 

13:00-13:30 《移动智能终端用户体验发热测评方法》 征求意见稿 

13:30-14:00 《移动智能终端用户体验流畅性测试方法》 征求意见稿 

14:00-14:30 《移动智能终端触控性能评测方法》 征求意见稿 

14:30-15:00 《移动应用适老化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征求意见稿 

15:00-15:30 
《移动应用内容可访问性信息无障碍技术服务评测规范指引》

征求意见稿 

15:30-16:00 《智能通信终端回收再流通行业技术安全标准》 立项申请 

16:00-16:30 《移动智能终端人脸识别能力评测方法》 征求意见稿 

16:30-17:00 《面向移动终端的训练资源库评测方法》 讨论稿 

（九）绿色能源工作组（WG10）会议 

日期  3.25 议题内容 

09:00-12:00 《移动终端融合快速充电测试方法》(送审稿)项目审查与讨论 

12:00-14:00 午餐 

14:00-18:00 
《移动通信终端充电系统能效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征求意

见稿）项目审查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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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信息安全与用户数据保护工作组(WG4)会议 

日期 3.24 议题内容 

09:00-12:00 

《移动智能终端安全能力测试细则》（修订） 

《NFC卡模式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研究》（草稿） 

《T/TAF 050-2019 移动智能终端及应用软件用户个人信息保

护实施指南第 2部分个人信息分类分级》（修订-送审稿） 

《T/TAF 077.9-2021 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 

短信信息》（修订立项） 

《智能终端的业务风险防控安全技术要求》（草稿） 

《业务提供方可信服务管理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 剪切板信息》（立

项） 

12:00-14:00 午餐 

14:00-18:00 

《安卓系统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后台启动行为规范研究》（送审

稿） 

《安卓系统补充设备标识技术规范》（送审稿） 

《移动智能终端及应用软件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实施指南 第 5

部分 终端权限管理》（修订-送审稿） 

《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调用行为记录能力要求 保存和展

示》（立项+草案） 

《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调用行为记录能力要求 API 接口》

（立项+草案） 

《移动应用分发平台系列规范：APP开发者信用评价体系》（立

项+草案）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 图片信息》（修订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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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25 议题内容 

09;00-12:00 

《智能终端设备间互操作数据保护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智能终端设备间互信操作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移动终端已安装应用软件列表权限实施指南》（立项+草案） 

《安卓系统移动应用程序数字签名技术规范 第 1部分 数字证

书格式规范》（送审稿） 

《安卓系统移动应用程序数字签名技术规范 第 2部分 数字签

名格式规范》（送审稿） 

《安卓系统移动应用程序数字签名技术规范 第 3部分 数字签

名应用规范》（送审稿） 

《智能可穿戴设备安全 医疗健康设备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试评

估方法》（征求意见稿） 

12:00-14:00 午餐 

14:00-18:00 

《基于差分隐私的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技术要求和测试评估方

法》（草稿） 

《移动应用分发平台 APP上架审核规范》（草稿） 

《移动智能终端与应用软件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实施指南 第 9

部分 注销账户》（送审稿） 

研究课题《智能终端生物特征识别协同认证安全技术要求》 

《移动应用广告行为规范标准》（立项） 

《智能电视安全能力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送审稿） 

《智能可穿戴设备安全 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试评估方

法》（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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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电子标志工作组（WG11）会议 

日期  3.25 议题内容 

09:00-09:10 介绍标准立项情况和工作组成员单位 

09:10-09:40 秘书处介绍信息通信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09:40-10:40 秘书处介绍物联网标识体系 

10:40-11:00 讨论标准制定详情 

11:00-11:30 通过工作组副组长提名人选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