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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的主要特征

全面实时感知
• 广泛的接入对象：智能卡，传感器、仪器仪表、摄像头等高感知、低处理设备
• 实时、格式多变、海量信息：压力、温度、产品信息、声音、图像…

多目标应用需求、异构技术体制
• 多个应用领域：城市公共安全、工业监控、环境监控、智能交通
• 异构性： 业务需求、运营模式、应用系统、技术体制、产品形态均不同
• 互操作性： 孤岛现象，与原有业务、网络和数据的衔接和融合

信息的智能处理成为关键
•海量数据的处理：传输、整合、管理、存储和挖掘，形成不同的服务成为关键

物联网明显区别于传统网络
•功能：超越了传统网络以传输为主的功能；
•技术：融合了感知、网络、应用等多项技术
•体系结构：从信息技术终端和系统延伸到了感知物理世界和多项应用业务



物联网标识体系现状

多种对象、多种标识体系不兼容、矛盾
 物体：

• 商品条码
• 二维条码
• 出版物:ISBN、DOI
• 手机号码
• RFID：多种

 虚拟对象：
• URI
• 元数据
• 服务(UDDI)
• IP地址
• 地理信息

 人
• 身份证
• 病历
• 学位证编号
• 单位员工号
• 银行账号

 组织
• 组织机构代码（来自于ISO6523-1）
• 银行标识代码(BIC，来源于ISO 

9362)
• 国际银行账户号（IBAN，来源于ISO 

13616）

智能卡

条码

NFC

二维条码

实时定位

GPS

传感器

网关设备



统一标识体系重要性

物联网标识体系
编码规则

编码分配方案

注册机制

解析机制

对象管理机制

互联网标识体系
IP协议

IP地址分配方案

IP地址分配

DNS解析

域名管理

物联网统一标识体系是支撑
产业大规模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物联网标识分类

应用标识：

人、组织
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山川、大气
动态信息：（交通、环境、地理、图像、电子认证证书）
规范信息：（标准、数据结构、元数据）

载体标识： IC卡、一维/二维条码
RFID、GPS、传感器、摄像头
光标识读仪

网络标识：

IP地址、DNS域名

物体
有通信功能     无通信功能
IT设备            车辆、食品

目标：根据业务需求，形成统一、
分布、动态维护的标识体系

要点：兼容性：字母、数字、文字、长度各异
合理分类、统一规划
分布式管理

目标：部分应用标识转化为载体标识

要点：进制、存储空间、识读效率、
成本、抗干扰能力

目标：解析时，利用互联网基础 设施，
快速找到服务器和对象信息

要点：解析效率、可靠性



 关注于应用标识的统一
 兼容性、扩展性强

 标识方案
 业务对象
 可扩展

 总体规划
 行业应用
 商业应用

 行业应用主管部门的支持
 行业内部标识兼容性
 管理相对独立性
 不依赖于载体

• 农产品追溯：二维码/RFID

• 车辆管理：RFID/GPS

 满足行业特别需求：
• 交通：快速解析
• 林业：成本敏感

 各类载体标识方案的支持
 技术成熟、整体解决方案
 安全可靠，无知识产权、信息安全隐患
 管理程序完善

标识体系建立原则



OID元标识

ISO/ITU正在推动基于OID的统一标识体系
 长期关注标识体系兼容问题

 存在太多的标识体系，长期存在

 应建立元标识体系，对现有标识体系进行映射

 ITU NID研究组，转为IoT研究组

 推荐OID适于作为元标识



OID是什么？

OID（Object Identifier，对象标识符）

• 唯一、无歧义地标识对象（实体，或虚拟）

• [ISO/IEC 9834-1| Rec. ITU-T X.660]

• 202个国家采用

• 编码结构：XX.XX.XX.XX…….

• 树状结构，注册机构向下分配OID，无穷结点

• 对象由从树根到结点的路径（OID）进行标识

• 例子：农业部：OID(1.2.156.326)

• 解析：分步解析，分层管理



OID标识体系

标识

描述

分布式解析

对象OID

对象信息
服务器 对象元数据

（属性） 对象
（人、实物等）

关联

OID注册解析系统

标识、
注册、

操作规程

基本记法
规则

编码

编码
规范

解析系统
运营规程



OID应用领域

• 信息安全：X.509证书，证书策略、加密算法；

• 医疗：HL7医疗信息（组织、算法、代码）

• 网络管理（ ASN.1模块，目录服务、SNMP MIB）

• 标准

• 组织（国家、公司）

• 异构标识体系的互操作解决方案



OID树总体规划

ITU-T(0) ISO(1)

标准

（0）

Joint-ISO-ITU-T(2)

国际

注册机构
(1)

国家成员体
(2)

其他标识组织
(3)

国家

（16）

中国

（156）

中国

（156）

澳大利亚

（36）

国家机关

（0-5000）

标准
5001-10000)

标准化机构
(10001-20000)

公共团体
(20001-47999)

其他组织

(100000-……)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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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
行业应用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RFID
传感器网络

二维码

商业运营
公司

组织内部
对象管理

OID注册中心
分层管理

权威公正

国际兼容

国内自主



OID注册情况（1）

应用领域 典型注册机构

食品追溯 农业部、河北广联公司、天辰、万信方达

信息安全
国家密码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协调司、中金金融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天威诚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市、山东省、四川省、广
东省等多家电子认证公司

医疗卫生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北京大学医学院、北医三院、用友医疗卫生信息
系统有限公司、北京亿仁赛博医疗设备公司等

金融 中国银联

网络管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清华大学、无线IP标准工作组、北大方正电子
有限公司、广东华大集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

监察管理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协会 贸促会商业分会、煤炭协会物资分会

教育 中央电化教育馆

家电 中国家电研究院

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

安全生产 安监总局



物联网载体 典型注册机构

RFID、智能IC卡 国家IC卡注册中心 RFID工作组

传感器网络 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国家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

感知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感知中国”物联网商会

二维码 中国二维码产业联盟、 武汉矽感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新

大陆翼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仪器仪表 重庆享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OID注册情况（2）



OID公共服务平台

 主要包含四大系统

• 云注册管理系统

• 物联网增强型DNS平台

• 开放对象解析网关

• 开放对象解析客户端

 系统开通以来，已经与多家

组织和企业的系统完成来对

接：

−万信方达：激光码

−天辰：RFID

−矽感：二维码

−享控：仪器仪表

−中央电教馆：资产管理

−数码大方：阀门追踪



X.66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rocedures for the operation of object identifier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General 
procedures and top arcs of the international object identifier tree 

X.66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Procedures for the operation of OSI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Registration of object identifier arcs beneath the top-level arc jointly administered by ISO and ITU-T 

X.66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Procedures for the operation of OSI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Registration of applic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 entities 

X.66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Procedures for the operation of OSI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Joint ISO and ITU-T reg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X.66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rocedures for the operation of object identifier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Generation of 
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s and their use in object identifiers 

X.66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Procedures for the operation of OSI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Registration of object identifier arcs for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using tag-based identification (2.27)

X.669 Procedures for ITU-T registration of identified organizations 
X.670 Use of registration agents to register names subordinate to country names in the X.660 RH-name-tree 
X.671 Procedures for a Registration Authority operating on behalf of countries to register organization names subordinate 

to country names in the X.660 RH-name-tree 
X.67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Object identifier resolution system (ORS) 
X.674 Procedure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arcs under the Alerting object identifier arc(2.49)
X.68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Specification of basic notation 
X.68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Information object specification 
X.68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Constraint specification 
X.68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Parameterization of ASN.1 specifications 
X.69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SN.1 encoding rules: Specification of Basic Encoding Rules (BER), Canonical Encoding 

Rules (CER) and Distinguished Encoding Rules (DER) 
X.69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SN.1 encoding rules: Specification of Packed Encoding Rules (PER) 
X.69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SN.1 encoding rules: Specification of Encoding Control Notation (ECN) 
X.69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SN.1 encoding rules: XML Encoding Rules (XER) 
X.69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SN.1 encoding rules: Mapping W3C XML schema definitions into ASN.1 
X.69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SN.1 encoding rules: Regist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ER encoding instructions 
X.696 Specification of octet encoding rules (OER) 
X.1500.1 Procedure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arcs under the object identifier arc for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exchange(2.48)

OID国际标准
（发布）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60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62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65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66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67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68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69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70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71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72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74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80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81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82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83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90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91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92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93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94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95
http://www.itu.int/rec/T-REC-X/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T-REC-X.696


X.Orf
OID-based resolution framework for heterogeneous identifiers and locators

基于OID的异构标识和定位解析框架

X.oid-iot
Guidelines for OID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OID在物联网中应用指南

X.oiddev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Use of object identifiers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信息技术 利用OID标识物联网中的设备

OID国际标准
（在研）



标准总体情况（1）

OID基础类国家标准（14项）

OID注册机构操作

规程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注册机构操作规程 一般规程 已经发布

OSI登记机构的操作规程 第3部分:ISO和ITU-T联合管理的顶级弧

下的客体标识符弧的登记

已经发布

OSI 登记机构的操作规程 第5部分 VT控制客体定义的登记表 已经发布

OSI 登记机构的操作规程 第6部分：应用进程和应用实体 已经发布

OSI登记机构操作规程 第8部分：通用唯一标识符的生成和登记及

其用作ASN.1客体标识符组件

已经发布

抽象语法记法

ASN.1

信息技术 抽象语法记法一(ASN.1):基本记法规范 已经发布

信息技术 抽象语法记法一(ASN.1)第2部分信息客体规范 已经发布

信息技术 抽象语法记法一(ASN.1) 第3部分:约束规范 已经发布

信息技术 抽象语法记法一(ASN.1) 第4部分:ASN.1规范的参数化 已经发布

抽象语法记法

ASN.1编码规则

信息技术 ASN.1 编码规则 第1部分：基本编码规则（BER）、正

则编码规则（CER）和非典型编码规则（DER）规范

已经发布

信息技术 ASN.1 编码规则 第2部分：紧缩编码规则（PER）规范 已经发布

OID国家编号体系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OID的国家编号体系和注册规程 已经发布

解析系统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对象标识符解析系统规范 报批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解析系统运营机构的操作规程 报批



标准总体情况（2）

OID应用性国家标准（15项）

物联网
总体规划

物联网标识体系 总则 征求意见

物联网标识体系 OID应用指南 申请立项

传感器网络 传感器网络 标识 传感节点编码规范 报批

传感器网络 标识 解析和管理规范 报批

交通
交通运输 物联网解析系统 征求意见

交通运输 物联网标识规则

交通运输 物联网对象分类

机动车射频识别 标签数据编码和存储分配要求（重庆地标） 发布

林业 林业物联网 标识与解析技术规范 研制

林业物联网 对象分类

林业物联网 标识分配方案

二维码

企业产品追溯体系评价指标

立项
信息技术 供应链平台 产品二维码标识规则

信息技术 供应链平台应用 信息数据要求

信息技术 供应链平台 数据接口要求



OID标识体系优势

特点 OID标识体系

扩展性强

技术成熟

应用广泛

多层编码，多层独立管理，分布式解析

编码、存储、解析，应用，完整技术体系

ISO、IEC、ITU联合推动，202国家应用

国内，智能制造、产品追溯、农业、林业、

安监、医疗卫生、信息安全等领域应用

自主可控

无安全隐患

标准化

ISO/IEC/ITU管理，每个国家，管理维护本国

OID根目录，保持独立的管理权限。

解析系统我国自主研发，无知识产权风险

30余项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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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D应用联盟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顾问：沈昌祥、倪光南、柴洪峰、王恩东、杨海成、董景辰、王立建

理事长：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赵波

理事、成员： （49家）

部委信息中心和直属单位：

农业、林业、卫生、商务、交通、公安、安监、供销总社、密码局等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中心

中兴通讯

家电研究院

阿里巴巴

上海天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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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活动

• 交流沟通：
培训、交流、白皮书、微信

•Generic 

活动活动

factors

• 展示、应用案例

• 政府指导

• 合作：
整体解决方案、项目申报

• 有序发展
分中心、联盟成员

• 标准：联盟、行业、国家、国际

主要
活动



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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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

联络组织、ISO/IEC/ITU

企事业单位

分中心
部委、协会、地方、第三方

国家OID
注册中心

开放共享的平台

技术创新、应用创新

商业创新、投资创新

• 统筹规划、覆盖全国

• 基于现状、分布运行

• 自我管理、安全可控

• 国际兼容、信息共享



基于OID的物联网
统一标识体系评估

评估原则 OID符合度 说明

关注于应用标识的统一 √ 业务需求驱动、逐步发展

兼容性、扩展性强
标识方案、业务对象、

扩展性强
√

分层结构，灵活、无层数限制、无总数限制

最大限度不影响现有标识机制、元标识

扩展性强、国际兼容

总体规划
行业应用、商业应用

√ 已有总体规划

支持行业应用和商业应用

行业应用主管部门的支持
行业内部兼容性

相对独立性

不依赖于载体

√

√

√

卫生、农业、交通、林业、工信部

提出行业应用物联网统一标识设计方法

整体标识规划建议

解析系统部署建议

各类载体现有标识方案的支持 √ RFID、二维码、传感器网络工作组

技术成熟、整体解决方案 √ 分配注册、操作规程、解析、编码存储整体方案

ISO/IEC/ITU力推、多领域成功应用

安全可靠 √ 无知识产权、信息安全隐患

管理程序完善，正式运行 √ 管理机构、管理规程完善、已经运行



农业领域物联网
标识需求

 主要应用场景
 农业资源利用

 农业生态环境监测

 农业精细化生产

 农产品安全监管

 对象种类多样
 农业资源标识

 传感器标识

 传感器采集信息标识

 地理信息标识

 农产品标识

• 已有多种编码、分类标准
– 尽量兼容

• 多种载体：
– 二维码

– RFID

– 传感器网络

农业部OID注册中心

OID（1.2.156.326）

OID（2.16.156326）

字母数字型：ICMO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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