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itu.int itu.int/C&I 合规性和互操作性 

国际电信联盟系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其使
命是推动扩展与不断完善电信和信息网络
并推广普遍接入，让世界各地的居民都能
参与和受益于日渐壮大的信息社会和全球
经济。

秉承政府和私营部门间国际合作原则而成
立的国际电联是一全球性论坛，政府和行
业可在其中就影响重要性与日俱增的信息
通信技术行业未来走向的广泛问题寻求共
识。

国际电联成员除代表政府外，还是电信和
信息技术行业的典型代表，其中既有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制造商和运营商，也包括奋
斗在新兴领域的小规模的创新型新成员。

有意成为国际电联成员吗？详见： 
itu.int/members，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embership@itu.int 。

背景
 2008年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76号决议 

 itu.int/publ/T-RES-T.76-2008/en

 国际电联理事会2009年会议批准开展以 
 下行动方面的工作： 

 1. 建立一个合规性评估数据库 
 2. 举行互操作性会议活动 
 3. 开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4. 援建发展中国家测试设施 
 5. 制定供长期实施的商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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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信息通信技术标准，让您能够随时
随地与所有人保持联系。

大量全球性信息通信技术标准源自国际电
信联盟（ITU）。它们为在包括发展中国家
在内的全球范围内更顺利和更经济地推广
技术，提供了方便。

设备必须符合标准（达标），而且不同厂
商的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相互沟通（互操
作性）。

国际电联以开展合规性
和互操作性工作，支
持制造商、业务提
供商和最终用户实
现各自的商业目
标。



互操作性
itu.int/interop

合规性
itu.int/conformity

国际电联正在举办一系列互操作性会议
活动，其中一些是与相关标准制定机构
（SDO）、论坛或企业集团合办的。未来
的互操作性会议活动可能包括：IPTV；家
庭网络（Home Networking）；VDSL2；吉
比特无源光网络（GPON）。

希望成为互操作
性合作伙伴吗？
您对互操作性
有什么意见或
建议吗？请将
给我们的信件
发至interop@
itu.int

国际电联正在开展试点合规性数据库的开
发工作，该数据库罗列和展示经测试达到
国际电联建议书标准的产品。国际电联成
员目前可通过以下网址访问该数据库：
itu.int/conformity。

标准制定机构、论坛或企业集团 – 尤其是
职责范围相同且产品符合国际电联建议书
标准的机构 – 可向以下数据库链接提交意

向书：conformity@itu.int。

您想就合规性
提出意见或建议

吗？请将写给我
们的信件发至

conformity@itu.int。

 能力建设 
 国际电联正在拟定一项有关合规性和互操

作性测试的能力建设活动计划。  

 测试中心  
 国际电联正与其它国际组织和私营实体一

道，向测试设施的建设工作提供援助。  

 合规性和互操作性测试
联合协调行动组  
（JCA-CIT）

 
 itu.int/ITU-T/jca/cit



互操作性
itu.int/interop

合规性
itu.int/conformity

国际电联正在举办一系列互操作性会议
活动，其中一些是与相关标准制定机构
（SDO）、论坛或企业集团合办的。未来
的互操作性会议活动可能包括：IPTV；家
庭网络（Home Networking）；VDSL2；吉
比特无源光网络（GPON）。

希望成为互操作
性合作伙伴吗？
您对互操作性
有什么意见或
建议吗？请将
给我们的信件
发至interop@
itu.int

国际电联正在开展试点合规性数据库的开
发工作，该数据库罗列和展示经测试达到
国际电联建议书标准的产品。国际电联成
员目前可通过以下网址访问该数据库：
itu.int/conformity。

标准制定机构、论坛或企业集团 – 尤其是
职责范围相同且产品符合国际电联建议书
标准的机构 – 可向以下数据库链接提交意

向书：conformity@itu.int。

您想就合规性
提出意见或建议

吗？请将写给我
们的信件发至

conformity@itu.int。

 能力建设 
 国际电联正在拟定一项有关合规性和互操

作性测试的能力建设活动计划。  

 测试中心  
 国际电联正与其它国际组织和私营实体一

道，向测试设施的建设工作提供援助。  

 合规性和互操作性测试
联合协调行动组  
（JCA-CIT）

 
 itu.int/ITU-T/jca/cit



互操作性
itu.int/interop

合规性
itu.int/conformity

国际电联正在举办一系列互操作性会议
活动，其中一些是与相关标准制定机构
（SDO）、论坛或企业集团合办的。未来
的互操作性会议活动可能包括：IPTV；家
庭网络（Home Networking）；VDSL2；吉
比特无源光网络（GPON）。

希望成为互操作
性合作伙伴吗？
您对互操作性
有什么意见或
建议吗？请将
给我们的信件
发至interop@
itu.int

国际电联正在开展试点合规性数据库的开
发工作，该数据库罗列和展示经测试达到
国际电联建议书标准的产品。国际电联成
员目前可通过以下网址访问该数据库：
itu.int/conformity。

标准制定机构、论坛或企业集团 – 尤其是
职责范围相同且产品符合国际电联建议书
标准的机构 – 可向以下数据库链接提交意

向书：conformity@itu.int。

您想就合规性
提出意见或建议

吗？请将写给我
们的信件发至

conformity@itu.int。

 能力建设 
 国际电联正在拟定一项有关合规性和互操

作性测试的能力建设活动计划。  

 测试中心  
 国际电联正与其它国际组织和私营实体一

道，向测试设施的建设工作提供援助。  

 合规性和互操作性测试
联合协调行动组  
（JCA-CIT）

 
 itu.int/ITU-T/jca/cit



www.itu.int itu.int/C&I 合规性和互操作性 

国际电信联盟系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其使
命是推动扩展与不断完善电信和信息网络
并推广普遍接入，让世界各地的居民都能
参与和受益于日渐壮大的信息社会和全球
经济。

秉承政府和私营部门间国际合作原则而成
立的国际电联是一全球性论坛，政府和行
业可在其中就影响重要性与日俱增的信息
通信技术行业未来走向的广泛问题寻求共
识。

国际电联成员除代表政府外，还是电信和
信息技术行业的典型代表，其中既有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制造商和运营商，也包括奋
斗在新兴领域的小规模的创新型新成员。

有意成为国际电联成员吗？详见： 
itu.int/members，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embership@itu.int 。

背景
 2008年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76号决议 

 itu.int/publ/T-RES-T.76-2008/en

 国际电联理事会2009年会议批准开展以 
 下行动方面的工作： 

 1. 建立一个合规性评估数据库 
 2. 举行互操作性会议活动 
 3. 开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4. 援建发展中国家测试设施 
 5. 制定供长期实施的商业计划 

 

 itu.int/md/S09-CL-C-0028/en

 2009年磋商会议 
  itu.int/ITU-T/worksem/wtsa-08/   
 res76/200907

05
.2

00
8 

   
   

ts
bp

ro
m

o@
itu

.in
t

当今的信息通信技术标准，让您能够随时
随地与所有人保持联系。

大量全球性信息通信技术标准源自国际电
信联盟（ITU）。它们为在包括发展中国家
在内的全球范围内更顺利和更经济地推广
技术，提供了方便。

设备必须符合标准（达标），而且不同厂
商的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相互沟通（互操
作性）。

国际电联以开展合规性
和互操作性工作，支
持制造商、业务提
供商和最终用户实
现各自的商业目
标。



www.itu.int itu.int/C&I 合规性和互操作性 

国际电信联盟系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其使
命是推动扩展与不断完善电信和信息网络
并推广普遍接入，让世界各地的居民都能
参与和受益于日渐壮大的信息社会和全球
经济。

秉承政府和私营部门间国际合作原则而成
立的国际电联是一全球性论坛，政府和行
业可在其中就影响重要性与日俱增的信息
通信技术行业未来走向的广泛问题寻求共
识。

国际电联成员除代表政府外，还是电信和
信息技术行业的典型代表，其中既有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制造商和运营商，也包括奋
斗在新兴领域的小规模的创新型新成员。

有意成为国际电联成员吗？详见： 
itu.int/members，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embership@itu.int 。

背景
 2008年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76号决议 

 itu.int/publ/T-RES-T.76-2008/en

 国际电联理事会2009年会议批准开展以 
 下行动方面的工作： 

 1. 建立一个合规性评估数据库 
 2. 举行互操作性会议活动 
 3. 开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4. 援建发展中国家测试设施 
 5. 制定供长期实施的商业计划 

 

 itu.int/md/S09-CL-C-0028/en

 2009年磋商会议 
  itu.int/ITU-T/worksem/wtsa-08/   
 res76/200907

05
.2

00
8 

   
   

ts
bp

ro
m

o@
itu

.in
t

当今的信息通信技术标准，让您能够随时
随地与所有人保持联系。

大量全球性信息通信技术标准源自国际电
信联盟（ITU）。它们为在包括发展中国家
在内的全球范围内更顺利和更经济地推广
技术，提供了方便。

设备必须符合标准（达标），而且不同厂
商的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相互沟通（互操
作性）。

国际电联以开展合规性
和互操作性工作，支
持制造商、业务提
供商和最终用户实
现各自的商业目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