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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网络安全国家标准项目立项清单

序号项目名称 工作组
标准
类型

申请单位

标准制定项目（28 项）

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
统密码应用设计技术要
求

WG3 制定
鼎铉商用密码测评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
心、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

2.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
统密码应用测评要求

WG3 制定
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检测中心、中国
科学院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公
安部第三研究所等

3. 信息安全技术 人脸识
别数据安全要求

WG4 制定
北京赛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浙江蚂
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旷视科技有限公司等

4. 信息安全技术 基因识
别数据安全要求

WG4 制定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医科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5. 信息安全技术 步态识
别数据安全要求

WG4 制定
银河水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6. 信息安全技术 声纹识
别数据安全要求

WG4 制定
北京得意音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
学、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等

7. 信息安全技术 零信任
参考体系架构

WG4 制定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

8. 信息安全技术 可信执
行环境服务规范

WG4 制定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大学、
复旦大学等

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
全态势感知通用技术要
求

WG5 制定
北京锐安科技有限公司、公安部第三研究
所、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
心等

10.
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网
络安全监测平台技术规
范

WG5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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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1. 信息安全技术 区块链
信息服务安全规范

WG5 制定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浙江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等

12.
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安全开发
和生命周期管理指南

WG6 制定
武汉安天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三六零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赛西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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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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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

13.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
全信息报送与态势研判
指南

WG7 制定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浙
江分中心、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
理中心、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中心江苏分中心

14.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
全信息共享指南

WG7 制定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
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中国信
息安全测评中心等

15.
信息安全技术 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应
急体系框架

WG7 制定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国家工业信
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

16. 信息安全技术 网上购
物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SWG-BDS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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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长城网际
系统应用有限公司等

17. 信息安全技术 即时通
信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SWG-BDS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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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算机网络应
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等

1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支
付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SWG-BDS 制定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浙江大学等

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预
约汽车服务数据安全指
南

SWG-BDS 制定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
证中心等

2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音
视频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SWG-BDS 制定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
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等

21. 信息安全技术 快递物
流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SWG-BDS 制定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2. 信息安全技术 重要数
据识别指南

SWG-BDS 制定
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等

2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
息去标识化效果分级评
估规范

SWG-BDS 制定
清华大学、北京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国
软件评测中心等

24.
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APP）
个人信息安全测评规范

SWG-BDS 制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5. 信息安全技术 区块链
技术安全框架

SWG-BDS 制定
清华大学、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等

26.
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APP）
SDK安全指南

SWG-BDS 制定
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网络安全
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等

27. 信息安全技术 机器学
习算法安全评估规范

SWG-BDS 制定
北京赛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大
学、清华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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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信息安全技术 边缘计
算安全技术要求

SWG-BDS 制定
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
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计算机网络应
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等

标准修订项目（13 项）

29.
信息安全技术 IPSec
VPN安全接入基本要求
与实施指南

WG3 修订
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等

30.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实
体鉴别 第 3部分：采用
数字签名技术的机制

WG4 修订
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公安部
第一研究所等

3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带
附录的数字签名 第 1
部分：概述

W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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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
限公司等

32.
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
础设施 PKI 系统安全
等级保护评估准则

WG4 修订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等

33.
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
础设施 PKI 系统安全
等级保护技术要求

WG4 修订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等

34.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
统安全保障评估框架
第 1 部分：简介和一般
模型

WG5 修订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国家信息技术安
全研究中心、吉林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等

35.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
息技术安全性评估方法

WG5 修订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吉林信息安全测
评中心、清华大学

36.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型
入侵防御产品技术要求
和测试评价方法

WG5 修订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等

3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
统安全审计产品技术要
求和测试评价方法

WG5 修订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
限公司、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

38.
信息安全技术 反垃圾
邮件产品技术要求和测
试评价方法

WG5 修订
中认信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
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上海市
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等

39. 信息安全技术 公共域
名服务系统安全要求

WG6 修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
心

40.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
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

WG7 修订
北京时代新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软件研究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

4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
息安全管理体系 指南

WG7 修订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上海三零卫
士信息安全有限公司、山东省计算中心等

标准研究项目（2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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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边缘计算密码应用基本
要求研究

WG3 研究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北京数
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等

43. 信息安全技术 时间戳
接口规范

WG3 研究
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
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格尔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等

44. 用于网络用户身份鉴别
的区块链应用指南研究

WG4 研究
国网区块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深圳
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5. 基于密码令牌的可信通
信服务技术规范

WG4 研究
微位（深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大学、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
等

46.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漏洞
管理体系指南

WG5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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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技术安
全研究中心等

47. 信息安全技术 视频会
议系统安全指南

WG5 研究
杭州路享科技有限公司、联通系统集成有
限公司、浙江华创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等

48. 拟态防御技术框架 WG5 研究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49. 拟态安全产品通用技术
要求

WG5 研究
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等

50. 5G 边缘计算安全体系
及技术研究

WG6 研究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

51. 信息安全技术 5G 供应
链安全评估指南

WG7 研究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国家信
息中心、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
调中心等

52. 网络安全审计规范研究 WG7 研究
中认信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
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网络安全审查
技术与认证中心等

53.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
全态势感知评价指标

WG7 研究
上海辰锐信息科技公司、公安部第三研究
所、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等

54. 电子发票状态管理安全
要求

WG7 研究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等

55.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
全意识评价指标体系

WG7 研究
北京红山瑞达科技有限公司、国家计算机
网络与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北京理工
大学等

56.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安
全能力体系建设指南

W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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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算机网
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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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网络安全保险核保评估
指标

WG7 研究
北京源堡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寿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等

58. 数据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实施指南

SWG-BDS 研究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北京安华金和科技有限公司、奇安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 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防
护指南

SWG-BDS 研究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
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

60. 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
体系研究

SWG-BDS 研究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中国网
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等

61.
信息安全技术 多方数
据安全交换共享技术要
求

SWG-BDS 研究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
术标准化研究院、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等

62. 区块链智能合约安全指
南研究

SWG-BDS 研究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国家计算机
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北京奇虎科
技有限公司等

63. 区块链安全监测技术要
求

SWG-BDS 研究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中钞信用卡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64. 区块链服务技术安全要
求

SWG-BDS 研究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腾讯云计算（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