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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银行业协会(China Banking Association，CBA)成立于2000年5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和民政

部批准成立，并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是中国银行业自律组织。2003年中国银监

会成立后，中国银行业协会主管单位由中国人民银行变更为中国银监会。2018年3月，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中国银行业协会主管单位由中国银监会变更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凡

经业务主管单位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含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经

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银

行业协会以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依法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相关业务合作

的其他类型金融机构，以及银行业专业服务机构均能申请加入中国银行业协会成为会员单位。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常办事机构为秘书处。秘书处设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若干名。根据工作需要，

中国银行业协会设立32个专业委员会，其中银行业产品和服务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旨在开展银行业产品

和服务标准化工作，包括制定和发布银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标准，积极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规划，参

与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提高银行业产品和服务质量。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按照T/CBA 1—2021《中国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产品和服务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璐、张欢欢、赵小飞、韩毅博、郑广斌、魏薇郦、宋宇诚、林松、刘妍、金

辉、郭晓蓓、欧阳麒、李丽楠、顾蔚、杨欣捷、沈坤平、陈开锋、朱毅、陈天放、张小虎、陈蔚、高娅

楠、何新。 

 

 

 

本文件为中国银行业协会制定，其著作权为中国银行业协会所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20 号交通银行大厦 B 座 11-12 层 

电 话：010-66553368 010-66291132 

邮 编：100033 

邮 箱：cba.china@china-cba.net 

传 真：010-6655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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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针对抵质押物管理,银行业已有基于传统方式的成熟方案，随着新业态和新方案的出现，采用5G以

及物联网的技术方案正在逐步引导抵质押物管理向着实时、动态、智能化方向转变。在当前技术条件下，

抵质押物数据回传需要无线的场景中，当回传网络速率要求上行大于50Mbps或每平方公里抵质押物感

知节点数量超过5万个，就需要采用5G网络回传。在缺乏行业内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通用方案情况下，

增加了实现数据治理与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共识成本，增大了实现互联互通和数据资产利用的难度。 

本文件描述了集成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方案中对抵质押物感知、边缘处理、连接、平台、安

全、数据对接六方面技术实现方案。 

通过实施本文件，银行机构和技术方案商能够得到基础技术和整体框架的参考，以建立全生命周期

的抵质押物管理闭环。本文件聚焦贷前、贷中、贷后风险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风险监测预警

滞后、监管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尤其是银行客户缺少固定抵质押物的业务场景，集成5G与物联网的

方案实现对抵质押物的实时动态管理，结合其他数据输入，能够有效降低业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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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了 5G 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 

技术方案 

1 范围 

本文件结合银行业对抵质押物管理的实际需求，给出了将5G、物联网集成到抵质押物管理应用的技

术实现，以及面向抵质押物的感知、边缘处理、网络连接、管理平台、安全、数据等各层面基础的技术

能力参考。 

本文件适用基于5G与物联网技术形成的抵质押物管理解决方案的构建和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319 银行业产品说明书描述规范 

GB/T 38619—2020 工业物联网 数据采集结构化描述规范 

GB/T 38624.1—2020 物联网 网关 第1部分：面向感知设备接入的网关技术要求 

GB/T 40022—2021 基于公众电信网的物联网总体要求 

GB/T 40473.1—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非功能需求 第1部分：描述框架 

GB/T 40473.2—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非功能需求 第2部分：功能适宜性 

GB/T 40473.3—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非功能需求 第3部分：性能效率 

GB/T 40473.4—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非功能需求 第4部分：兼容性 

GB/T 40473.5—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非功能需求 第5部分：易用性 

GB/T 40473.6—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非功能需求 第6部分：可靠性 

GB/T 40473.7—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非功能需求 第7部分：安全性 

GB/T 40473.8—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非功能需求 第8部分：可维护性 

GB/T 40473.9—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非功能需求 第9部分：可移植性 

GB/T 40474—2021 银行业应用系统 代码与编码处置指南 

JR/T 0071.2—2020 金融行业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引 第2部分：基本要求 

T/SDIOT 011—2020 物联网加密通信模组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IoT 

通过感知设备，按照约定协议，连接物、人、系统和信息资源，实现对物理和虚拟世界的信息进行

处理并作出反应的智能服务系统。 

[来源：GB/T 33745-2017，2.1.1] 

 

第五代移动通信 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5G 

国际电信联盟官方定义的“IM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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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条目注 1：本文件中均采用其缩略语形式，即“5G”。 

 

抵质押物 mortgage and pledge 

抵押物和质押物的统称。指由债务人或第三人以转移或不转移占有方式而提供的，用于确保债权人

的债权得到清偿的特定物或权利。 

[来源：JR/T 0170.1-2018，3.2] 

 

蓝牙 Bluetooth 

BT 

在短距离内交换数据的通信协议。 

[来源：ISO 13111-1:2017，3.1.1] 

 

超宽带通信 ultra wideband  

UWB 

利用纳秒至微秒级的非正弦波窄脉冲传输数据的无线载波通信技术。 

 

窄带物联网 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NB-IoT 

基于E-UTRAN技术，使用180kHz的载波传输带宽，支持低功耗设备在广域网的一种蜂窝数据连接技

术。具备广覆盖，支持海量连接，支持低时延敏感、低功率的特点。 

[来源：YDB 165—2017，3.1.1] 

 

无线局域网 wireless fidelity 

Wi-Fi 

允许电子设备主要使用2.4GHz和5GHz的无线电波段联网的无线局域网技术 
术语条目注 1：“Wi-Fi”是 Wi-Fi 联盟的商标。 

术语条目注 1：“Wi-Fi”通常被用作“WLAN”的同义词，因为大多数现代 WLAN 都基于这些标准。 

[来源：ISO/IEC 27033-6:2016，3.11] 

 

远距离无线电 long range radio 

LoRa 

低功耗广域无线网络技术，基于扩频技术，实现低功耗物联网节点远距离数据传输。 

 

紫蜂 zigbee 

低速短距离传输的无线通信协议。 
术语条目注 1：其底层采用 IEEE 802.15.4。 

4 总体架构 

按照 GB/T 40022—2021，物联网总体框架分为感知延伸层、网络层、业务能力层、应用层。将该

框架应用到集成 5G 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总体架构中，具备抵质押物感知、边缘处理、连

接、管理平台、安全、数据对接六方面能力，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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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总体架构 

图 1 中金融机构抵质押物管理平台通过本技术方案能够支撑或提升业务管理质量的典型情况包括： 

a) 动产定位管理； 

b) 融资租赁物风险管控； 

c) 供应链金融中资产管理； 

d) 特定不动产的监测管理； 

e) 其他需要在允许的时限内掌握相关管理对象的特定状态的情况。 

采用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形成独立的银行产品服务的，按照 GB/T 32319向

客户进行描述，且按照 T/CBA 207-2020向内部员工进行描述。 

5 功能性要求 

总体要求 

集成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功能性要求以感知、边缘处理、连接、管理平台4个逻辑

组件展开，并通过边缘处理和数据对接实现协调工作，无论其具体实现与物理组件的对应关系，按照

GB/T 40473.2—2021进行功能分析能够提升功能适宜性。 

在按照GB/T 40473.2—2021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各条内容是集成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

方案的特定功能要求方面，予以充分和足够的考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列出指标，是制定有效的集成5G与

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的基础。 

感知技术 

对抵质押物感知硬件，从具体场景需求出发进行选择。其基本的功能性要求包括： 

a) 采用的传感器具备功能完备性，符合 GB/T 34069-2017的基本要求； 

b) 传感器接口具有标准化、多样化特征，支持市场常见的大部分协议； 
注： IETF-RFC 959、IETF-RFC 2616等均为在本文件发布时市场常见的协议。 

c) 能够对感知对象属性进行按照 GB/T 38619—2020中的数据格式进行描述和封装，支持形成金

融机构风控业务中要求监测或者呈现的参数值。 

d) 能够针对感知对象确定相关数据的精度。 
示例1：抵质押物室外和移动场景下的经纬度，室内场景下水平和垂直距离精确到米级以内。 

示例2：运行状态是否离线或在线，位移偏离（米级精度），移动速度（公里/小时计量）等属性。 

示例3：温湿度、压力等物理和化学类感知信息，根据具体场景设置精准度和测量范围。 

示例4：视频类感知信息，根据具体场景设置清晰度和采集范围，对于使用图像识别等自动化手段的，明确特征、动

态精度等。 

边缘处理 

网络层 感知延伸层 业务能力层 应用层 

抵质押物 

库存 

设备 

活体资产 

不动产 

…… 

连接 
5G 

Zigbee 
Wi-Fi 

…… 

管理平台 

设备监控 

数据管理 

应用开发 

…… 

金融机构抵

质押物管理

平台 

安全  

感知 

物理状态 

位置信息 

运行状态 

…… 

数据对接 
边缘处理 

分布式 

本地计算 

平台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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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侧具备对抵质押物原始感知的数据进行就近处理的能力，功能性要求如下： 

a) 边缘设备基本功能符合 GB/T 38624.1—2020的基本要求； 

b) 边缘设备具备感知信息的汇聚和网络连接的汇聚功能； 

c) 边缘设备能够支持终端传感器的接入，包括（但不限于）GB/T 6107-2000中的接入规范； 

d) 边缘设备支持多感知终端的可靠接入： 

1) 可靠性在 99%-99.9%， 

2) 并发量按照场景及感知设备性能和边缘设备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e) 边缘设备能够实现现场级的分布式数据处理： 

1) 统计分析， 

2) 分类识别， 

3) 实时处理， 

4) 本地部署， 
示例：以蓝牙接入的感知设备，边缘设备应部署 10 米以内。 

5) 管理鉴权： 

(1) 支持设置管理员， 

(2) 支持鉴别机制，包括口令、证书、生物特征， 

(3) 支持本地管理功能； 

f) 边缘设备支持的终端能够通过主流方式实现接入，边缘硬件能够通过主流技术方式将数据回

传至物联网平台； 
注1：Zigbee、蓝牙、Wi-Fi、UWB、LoRa均为终端接入的主流技术。 

注2：在本文件发布时，4G、5G、Wi-Fi、有线均为边缘硬件与服务器通信和服务器之间通信的主流技术。 

g) 边缘系统能够做到信息共享、统一校验。 
注3：信息共享的一种典型情况，是根据业务规则，能够实时将计算的结果共享至云平台和其他终端设备。 

注4：统一校验是指按照给定的规则，边缘硬件和边缘平台均能进行必要的校验。 

连接技术 

连接技术功能要求如下： 

a) 能够支撑抵质押物感知信息的传递、路由，支撑感知设备、边缘系统和平台之间的安全可靠通

信，能够支持主动访问端侧以进行运维管理； 

b) 能够根据业务类型和抵质押物特征，设置不同的连接方式； 

c) 能够根据业务要求，灵活配置网络服务质量。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具备以下功能。 

a) 角色和用户管理： 

1) 设定角色组， 

2) 明确不相容角色， 

3) 设定用户组和管理策略， 

4) 设定角色与用户的初始化， 

5) 支持不同角色单点登录。 

b) 设备管理功能： 

1) 能够实现对抵质押物相关设备的： 

(1) 参数配置，包括物理端口、解析协议， 

(2) 功能设定，包括感知、存储、传输、处理， 

(3) 维护管理，包括设备升级、扩容， 

(4) 其它相关设备允许且为实现业务必要的功能； 

2) 能够管理维护抵质押物相关设备的： 

(1) 基本信息，包括标识、描述、版本号、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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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数据，包括运行状态、运行时长等， 

(3) 设备命令，包括激活、关闭、操作， 

(4) 设备事件，包括升级、故障、维护， 

(5) 设备日志，包括登录记录、操作记录、升级记录、电源管理， 

(6) 设备档案，包括设备描述、软硬件版本。 

c) 设备监控功能： 

1) 具备项目级数据可视化监控能力； 

2) 能够通过可视化技术分析，按项目确定： 

(1) 抵质押物相关设备总数， 

(2) 产品总数， 

(3) 激活/关闭设备， 

(4) 设备在线离线比例， 

(5) 设备激活率， 

(6) 设备地理分布， 

(7) 设备告警数据， 

(8) 异常设备日志， 

(9) 故障数据统计。 

d) 数据资源管理功能： 

1) 具备数据资源的存储功能； 

2) 能部署多类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管理系统； 

3) 能提供数据管理功能： 

(1) 存储， 

(2) 编目， 

(3) 索引， 

(4) 去重， 

(5) 合并， 

(6) 质量评估； 

4) 数据种类包括： 

(1) 终端采集的数据， 

(2) 非终端数据， 

(3) 平台自身运行产生的数据； 

5) 数据格式应符合 GB/T 36478.3-2019的要求； 

e) 应用开发功能： 

1) 提供开发环境、开发工具开发 SDK、API等接口； 

2)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 

(1) Java， 

(2) C++， 

(3) Python， 

(4) Go， 

(5) 其他适宜的编制语言； 

3) 具备图形化、可视化开发能力； 

4) 满足平台原生 APP开发需求。 

f) 数据处理功能： 

1) 具备大数据实时处理能力； 

2) 具备大数据历史统计分析能力。 

数据对接 

5.6.1 物联网管理平台与金融业务平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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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管理平台与金融业务平台数据对接主要功能如下。 

a) 物联网平台提供： 

1) 仓储信息， 

2) 监管信息， 

3) 风险预警。 

b) 金融业务平台提供融资信息。 

c) 金融机构业务平台与具体金融场景服务平台之间实现对接的交易包括： 

1) 仓储信息同步， 

2) 押品管理， 

3) 融资， 

4) 质押， 

5) 赎回， 

6) 对账。 
注： 交易能够是联机处理的，也能够是批量处理的，也能够两者兼而有之。 

d) 对接方式支持： 

1) API， 

2) 报文， 

3) 文件。 
注： 文件对接方式仅在相关信息处理时效能满足业务需求时考虑。 

5.6.2 物联网管理平台与监管系统对接 

物联网管理平台与监管系统对接主要功能性要求如下。 

a) 监管风控模型设计中具备对物联网元数据的要求； 

b) 建立预警规则机制，能够做到押品感知信息与抵质押档案信息不符时及时告警，包括： 

1) 抵质押物是否在线， 

2) 抵质押物位置信息， 

3) 抵质押物状态信息， 

4) 抵质押物是否非法移动。 
注： 上述信息能够辅助监管平台获得做出响应，但监管平台对风控措施的调整采取人工或自动化的方式，超出本文

件的范畴。 

6 非功能要求 

总体要求 

按照GB/T 40473.1—2021，非功能需求涉及到性能效率、兼容性、易用性、可靠性、安全性、维护

性和可移植性七类，由于集成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的特点，某些涉及到非功能性要求或

其某个方面可能已经在第5章提及。 

集成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中非功能需求的每个方面，均按照GB/T 40473.1—2021

中的一类展开描述。其中，本文件可能给出了对某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提示，也可能给出了典型的实

施指标。对本文件中未涉及到的内容，按照GB/T 40473相关部分进行分析和设计，有助于整体提升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的整体质量。 

性能效率 

6.2.1 集成 5G 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整体及各环节的性能效率按照 GB/T 40473.3—2021

进行分析与设计。 

6.2.2 抵质押物感知端对效率的最低要求，是实际采样的数据由于本地处理和传输导致的丢失控制在

阈值内。 

a)推荐丢失的数据量控制在0.01%-0.1%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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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边缘处理对性能效率的要求包括： 

a) 边缘接入系统允许由于吞吐量不足而丢失的数据量控制在阈值内； 

1)推荐丢失的数据量控制在 0.01%-0.1%以内； 

b) 边缘接入系统向服务器端发送的速率能满足所有需要的数据能够被及时上送的阈值要求； 

c) 对于要求低于 20 毫秒时延的高实时性无线场景，能够基于 5G 低延时能力实时从云端下载符

合自己的规则、模型算法，实现分散式的边缘计算，并上传计算结果给云端。 

6.2.4 通过公众无线网络接入的抵质押物，在以下场景中推荐采用 5G网络回传： 

a) 回传网络带宽速率要求上行大于 50Mbps； 

b) 每平方公里抵质押物感知节点数量超过 5万个。 

6.2.5 参考 GB/T 40473.7—2021 5.2，物联网平台联机响应时间不高于其他第三方系统联机响应平均

时间。 

兼容性 

6.3.1 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整体及各环节的兼容性按照 GB/T 40473.4—2021进

行分析与设计。 

6.3.2 抵质押物感知数据接入多个平台时： 

a) 调用同一来源数据，平台不会对其他同类平台造成影响； 

b) 当抵质押物管理有互操作需求时，与其他平台之间能够交换信息。 

6.3.3 感知系统能利用业界通用的技术实现抵质押物节点的定位，根据抵质押物所处场景选择合适技

术。 
示例：在室内环境中，定位精度要求 50厘米以下能够采用 UWB定位，而定位精度要求 10米以下能够采用蓝牙定位；

在室外环境和移动场景中，则能够采用全球定位系统。 

6.3.4 边缘设备与抵质押物之间支持主流协议接入，同时支持脚本方式灵活扩展支持新的接口协议。 

易用性 

6.4.1 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整体及各环节的易用性按照 GB/T 40473.5—2021进

行分析与设计。 

6.4.2 所有涉及到人机交互的界面，要全面考虑工作惯例、设备限制等因素，以人能快速理解为佳。 

6.4.3 所有涉及到的提示信息，以采用业务语言惯例的提示处理信息为佳。 

6.4.4 所有涉及到的警示信息，以多渠道推送且对响应动作有记载为佳。 

可靠性 

6.5.1 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整体及各环节的可靠性按照 GB/T 40473.6—2021进

行分析与设计。 

6.5.2 感知设备、边缘设备的硬件可靠性能够根据实际工作环境特性进行分类，并按照相应类别对以

下内容进行匹配，包括： 

a) 电气可靠性 

b) 结构可靠性； 

c) 续航可靠性； 

d) 数据可靠性； 

e) 其他应考虑的可靠性目标； 
注1：环境特性包括：气压、温度、湿度、盐雾、砂尘、振动、噪声、冰雪、浸渍、冲击等； 

注2：对于非市电供电的方案，设备续航能够通过灵活组态的方式选择满足业务可用性要求； 

6.5.3 感知设备和边缘设备具备数据缓存能力，在一段时间内缓存一定数量的采集数据以确保在传输

前数据不丢失。 

6.5.4 对于暂存于感知设备及边缘设备中的未及时同步数据，在自然灾害、突发事故等极端情况下，

具备必要的可恢复性，包括： 

a) 数据存储介质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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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据存储机制的抗风险能力； 

c) 风险发生后数据的可恢复能力。 

安全性 

6.6.1 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整体及各环节的安全性按照 GB/T 40473.7—2021进

行分析与设计。 

6.6.2 终端设备具备软硬件防护机制，在受到攻击时，能够立即进入不可用状态，并发出预警。 

6.6.3 抵质押物感知终端操作系统安全保障感知侧数据安全，能够： 

a) 终端所采用的操作系统面向应用场景和感知对象计算资源的有限性，具备针对性的安全框架，

从内核、传输、API访问、应用加载等层面提供相应的安全机制； 

b) 在硬件所能承受的情况下，能适当采用轻量的区块链加载以支持物联网设备数据上链。 

6.6.4 抵质押物数据采用的安全加密模组能满足 T/SDIOT 011—2020基本的要求； 

6.6.5 5G、4G、NB-IoT等蜂窝物联网卡符合工信部提出的物联网卡基本安全要求，并具备物联网卡身

份认证功能。 

6.6.6 边缘设备具备敏感数据加密、应用加固、安全监控、操作审计等安全能力，符合 YD/T 3987-2021 

的基本要求。 

6.6.7 抵质押物感知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传输过程中，采用公有网络上传输的数据，数据传输采用安全

通信协议，达成端到端的安全。 

6.6.8 设备认证具备实现一机一密、一型一密以及有 PKI证书认证的能力。 

6.6.9 抵质押物管理方案所选的云服务商具备在安全检测、安全攻防、漏洞修复等方面较强能力。 

6.6.10 物联网平台能够对请求接入的终端节点、网关进行认证、鉴权。 

6.6.11 抵质押物管理方案能够达到网络安全第三级要求，具备符合 JR/T 0071.2—2020 8.4 规范的

能力。 

6.6.12 接入网关中能支持灵活的多类型传感器扩展接口，并移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为抵质押物提

供安全可靠的实时任务处理环境。 

6.6.13 在 5G回传场景，边缘计算网关中具备集成 5G通信技术的能力，并在该网关中能集成高性能的

主控处理器和专用的加速处理模块保障安全，同时该网关可作为区块链中间件平台承载主体之一，与接

入网关配合构造可信的信息通路。 

维护性 

6.7.1 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整体及各环节的维护性按照 GB/T 40473.8—2021进

行分析与设计。 

6.7.2 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中涉及到代码与编码的，按照 GB/T 40474—2021 进

行分析与设计。 

6.7.3 边缘硬件接入各模块能够支持集群部署，保障随着业务处理增长可以在多个微服务上运行的组

件上分担载荷，并方便动态扩容提升系统处理能力。 

6.7.4 连接设备具备模组标识，以便平台对终端设备进行管理。 

6.7.5 连接设备具备状态管理功能，即具备状态信息的检测和上报能力，状态信息包括硬件状态、软

件状态和通信功能状态等。 

6.7.6 连接设备能够提供软件下载和升级的通信通道，具备支持通过本地升级或远程升级的方式进行

自身软件下载与升级的能力，如果发生升级失败，能够实现回退能力，即退回到升级前版本，并正常工

作。 

6.7.7 抵质押感知系统具有可扩展性，适应抵质押物数量和种类的增加。 

6.7.8 通信方案具备扩展性，适应抵质押物管理应用层业务数量和种类的增加。 

移植性 

6.8.1 集成 5G与物联网的抵质押物管理技术方案整体及各环节的移植性按照 GB/T 40473.9—2021进

行分析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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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接入网关中能支持灵活的多类型传感器扩展接口，并移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为抵质押物提

供安全可靠的实时任务处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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