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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 年信息安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承担单位 工作组

标准制定项目（10 项）

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密

码应用基本要求
制定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密码

管理局商用密码检测中心、成都卫士通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吉大正元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金融电子

化公司、上海交通大学

WG3

2. 信息安全技术 可信平台控

制模块规范
制定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全球

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北京可信华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兆芯集成电路有限

公司、中船重工集团 709 研究所、北京

新云东方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浪潮

（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北京

工业大学、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蓝

玛卓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WG3

3. 信息安全技术 实体鉴别保

障框架
制定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数

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中国科学

院软件研究所、国民认证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WG4

4.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生物

特征识别信息的保护要求
制定

北京赛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广州

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国民认证科技

（有限）公司

WG4

5.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家居安

全通用技术要求
制定

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

WG6

6.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

息安全事件管理 第 2部
分：事件响应规划和准备指

南

制定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三六

零科技有限公司、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

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WG7

7. 信息安全技术 健康医疗信

息安全指南
制定

清华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国软件测评

中心、中电长城网际、东软集团、腾讯、

阿里、泰康集团、北京邮电大学

SWG-B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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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承担单位 工作组

8.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

全工程指南
制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阿里巴巴

（北京）软件服务有限公司、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浙江蚂蚁

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百度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强韵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

SWG-B
DS

9. 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互联网

平台安全要求及评估规范
制定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

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有限

公司

SWG-B
DS

10. 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

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制定

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国家

信息中心、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公安部信息安

全等级保护评估中心、成都卫士通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电长城网际系统

应用有限公司、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国

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

SWG-B
DS

标准修订项目（8 项）

11. 信息安全技术 XML数字签

名语法与处理规范
修订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格尔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数安时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WG4

12.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消息

鉴别码 第 1部分：采用分

组密码的机制

修订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成都卫士通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

WG4

13. 信息安全技术 服务器安全

技术要求和测评准则
修订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联想

（北京）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联想（北京）

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曙光信

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国家保密科

技测评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

所

WG5

14. 信息技术 系统安全工程

能力成熟度模型
修订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

W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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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承担单位 工作组

15.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漏

洞标识与描述规范
修订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

心、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

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

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WG5

16.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漏

洞分类分级指南
修订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信息技术安全

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

理协调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蚂

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长亭科技有限公司、国家计算机网络

入侵防范中心、北京中电普华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邮电大学、腾讯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上海犇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新网络信息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WG5

17.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漏

洞管理规范
修订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

心、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国家信息

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信息安全测评

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

WG5

18.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修订

北京时代新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数据服务中心

WG7

标准研究项目（23 项）

19. 信息安全技术 云密钥管理

技术研究
研究

中国科学院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

心、北京三未信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泰

方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弗兰科信

息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WG3

20.
信息安全技术 采用非接触

卡的门禁系统密码应用指

南

研究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兴唐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

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申智能卡应用

系统有限公司、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大智宝

电子系统有限公司、复旦大学

W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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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承担单位 工作组

2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消息

鉴别码 第 2部分：采用专

用杂凑函数的机制

研究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成都卫士通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

WG4

22.
网络关键设备安全检测方

法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设备）

研究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

六研究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公安部第

三研究所、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广

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工业和

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中国信息安全认证

中心、烽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网神信

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中
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子(中国)有限公

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京和利时

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南大傲拓科技江苏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腾控科技有限公司

WG5

23.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态

势感知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研究

北京锐安科技有限公司、公安部第三研

究所、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中

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中国信息安全测

评中心、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阿

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

限公司

WG5

24. 政务云网络安全服务接口

指南
研究

北京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深信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国家信息中心、北京启明

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安恒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安信天行科技

有限公司

WG5

25. IPv6网络安全标准研究 研究

北京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邮电大学、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WG6

26. 信息安全技术 防范通讯信

息欺诈实施指南
研究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国家

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恒

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北京邮

电大学、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

W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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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承担单位 工作组

27. 工业互联网安全标准体系

研究
研究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

烽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江苏徐工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

标准化研究院、青岛海尔工业智能研究

院有限公司、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国家工

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大学、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网神信息技术（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息安全测评

中心

WG6

28. 互联网恶意软件治理规范 研究

阿里巴巴（北京）软件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蚂蚁小微

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奇安信科

技有限公司、成都亚信网络安全产业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机

网络信息中心、浙江华途信息安全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开源互联网安全技

术有限公司、浙江大学

WG7

29. 国家网络安全应急标准体

系研究
研究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

心、北京安天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中

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WG7

30. 个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 研究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四川大学、颐信科技有限公

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SWG-B
DS

31. 云计算服务运行监管指标

及接口要求
研究

四川大学、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北京

安信天行技术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有

限公司、西安未来国际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

司

SWG-B
DS

32.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态

势感知数据规范
研究

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360）、中国

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国家计算机网络应

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公安部第三研究

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信息中

心、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中电

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复旦大学、

四川大学

SWG-B
DS

33. 混合云安全技术要求 研究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三六零科技有限公司

SWG-B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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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承担单位 工作组

34. 大数据服务安全可控评价

指标
研究

清华大学、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

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启明星辰信息技

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软件评测中

心、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腾讯

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SWG-B
DS

35. 政务信息资源安全分级指

南
研究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科学研究院

SWG-B
DS

36.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

参考框架
研究

北京国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通

大学、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北京奇安

信科技有限公司

SWG-B
DS

37. 重要数据业务运营安全规

范
研究

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

务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颐信科技有限公司

SWG-B
DS

38. 人工智能安全标准研究 研究

北京赛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工业大学、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阿里巴巴（北京）软件服务有限公

司、三六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浙江蚂蚁小微金

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

SWG-B
DS

39. 云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研究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三六零科

技有限公司

SWG-B
DS

40. 能源企业大数据应用安全

防护指南
研究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北京启明星辰

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观安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SWG-B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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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承担单位 工作组

41. 区块链安全标准体系研究 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公安部第三研究

所、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众享比

特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

有限公司、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兴唐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中金国盛认证有限公司、中钞信用卡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秘猿科技有

限公司

SWG-B
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