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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IPv6流量提升三年专项⾏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

⼯信部联通信〔2021〕84号

各省、⾃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信主管部门、⼯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相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推进互联⽹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动计划》和《关于加快推进互联⽹协议第六

版（IPv6）规模部署和应⽤⼯作的通知》（中⽹办发⽂〔2021〕15号）任务要求，现将《IPv6流量提升三年专项⾏动计划（2021-2023

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7⽉8⽇

IPv6流量提升三年专项⾏动计划

（2021-2023年）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推进互联⽹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动计划》和《关于加快推进互联⽹协议第六

版（IPv6）规模部署和应⽤⼯作的通知》（中⽹办发⽂〔2021〕15号）任务要求，促进IPv6流量规模持续提升，加速推进互联⽹向IPv6平滑

演进升级，制定本专项⾏动计划。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贯彻党的⼗九⼤和⼗九届⼆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抓全球互联⽹演进升级的重要机遇，以IPv6流量提升为主要⽬标，重点突破应⽤、终端等环节IPv6

部署短板，着⼒提升⽹络和应⽤基础设施服务能⼒和质量，⼤⼒促进IPv6新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创新发展，同步推进⽹络安全系统
规划、建设、运⾏，促进IPv6各关键环节整体提质升级。

⼆、主要⽬标

⽤三年时间，推动我国IPv6规模部署从“通路”⾛向“通车”，从“能⽤”⾛向“好⽤”，基本形成应⽤驱动、协同创新的IPv6良性发展格局，

我国IPv6流量规模⼤幅提升，IPv6应⽤⽣态持续完善，⽹络和应⽤基础设施IPv6服务能⼒显著增强，主要商业互联⽹⽹站和应⽤IPv6升级改
造取得突破，⽀持IPv6的终端设备规模加快提升，IPv6安全保障能⼒不断强化。

（⼀） 到2021年底

——移动⽹络IPv6流量占⽐超过20%，固定⽹络IPv6流量规模较2020年底提升20%以上。

⾸页 > 政策 > 国务院政策⽂件库 > 国务院部门⽂件 收藏 留⾔    

http://www.gov.cn/index.htm
https://mail.gov.cn/nsmail/index.php
http://www.gov.cn/hudong/xzlwh.htm
http://app.www.gov.cn/download/Chinese.html
http://www.gov.cn/home/2014-02/18/content_5046260.htm
http://www.gov.cn/home/2014-02/18/content_5046260.htm
javascript:void(0);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
http://english.gov.cn/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gov.cn/index.htm
http://www.gov.cn/guowuyuan/index.htm
http://www.gov.cn/premier/index.htm
http://www.gov.cn/xinwen/index.htm
http://www.gov.cn/zhengce/index.htm
http://www.gov.cn/hudong/index.htm
http://www.gov.cn/fuwu/index.htm
http://www.gov.cn/shuju/index.htm
http://www.gov.cn/guoqing/index.htm
http://gjzwfw.www.gov.cn/index.html
http://www.gov.cn/index.htm
http://www.gov.cn/zhengce/index.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wenjianku/index.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bmwj/index.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09/content_5623862.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09/content_5623862.htm#


2021/7/28, 10:55⼯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IPv6流量提升…⾏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_信息产业（含电信）_中国政府⽹

Page 2 of 4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09/content_5623862.htm

——国内排名前100的商业移动互联⽹应⽤IPv6平均浓度超过40%，并完成全部省级⾏政单位IPv6覆盖。

——获得IPv6地址的固定终端占⽐超过70%。

——IPv6⽹络平均丢包率、时延等关键⽹络性能指标，连接建⽴成功率、页⾯加载时间、视频播放卡顿率等关键应⽤性能指标与IPv4

基本⼀致。

（⼆） 到2023年底

——移动⽹络IPv6流量占⽐超过50%，固定⽹络IPv6流量规模达到2020年底的3倍以上。

——国内排名前100的商业移动互联⽹应⽤IPv6平均浓度超过70%。

——获得IPv6地址的固定终端占⽐超过80%。

三、重点⼯作任务

（⼀）强化基础设施IPv6承载能⼒。

1.提升⽹络基础设施IPv6服务能⼒。基础电信企业深化⽹络基础设施IPv6改造，千兆光⽹、5G⽹络等新建⽹络同步部署IPv6，新增互联

⽹⾻⼲直联点和新型交换中⼼应⽀持IPv6。完成移动物联⽹IPv6改造，具备为物联⽹终端分配IPv6地址的能⼒，为新增物联⽹终端分配IPv6

地址，建⽴完善物联⽹IPv6连接统计⼿段。互联⽹接⼊服务提供商进⼀步加快⽹络基础设施IPv6改造，具备IPv6业务受理、开通等能⼒。

上述企业持续提升IPv6⽹络运营维护、故障排查等服务⽔平。积极开展IPv6应⽤推⼴，新开通的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业务应⽀持

IPv6，原则上不再提供IPv4单栈专线扩容。进⼀步优化IPv6单栈专线开通流程，2021年对IPv6单栈专线资费再降低10%，⿎励为有需求的政
企客户免费提供IPv6地址代播服务。

2.优化内容分发⽹络IPv6加速性能。主要内容分发⽹络（CDN）运营企业完成全部CDN节点的软硬件设施IPv6升级改造，⽀持基于

IPv6的内容回源功能，新增CDN节点应⽀持IPv6。IPv6应⽤加速性能应不低于IPv4。企业⾃建⾃⽤的CDN节点应⽀持IPv6。

3.加快数据中⼼IPv6深度改造。主要数据中⼼运营企业进⼀步完善数据中⼼IPv6业务开通流程，按需扩容数据中⼼IPv6出⼜带宽，新建

数据中⼼应⽀持IPv6。企业⾃建⾃⽤的数据中⼼应⽀持IPv6。

4.扩⼤云平台IPv6覆盖范围。主要公有云服务平台企业完成公有云全部可⽤域（Region）的IPv6升级改造，并根据⽤户需求默认启⽤

IPv6服务。新增云产品应⽀持IPv6。各云服务平台⽤户排名前30的公有云产品IPv6服务性能应不低于IPv4。

5.增强域名解析服务器IPv6解析能⼒。域名解析服务运营企业继续提⾼IPv6域名解析能⼒，优化IPv6域名解析性能，IPv6域名解析性能

应不低于IPv4。

（⼆）激发应⽤⽣态IPv6创新活⼒。

1.深化商业互联⽹⽹站和应⽤IPv6升级改造。全⾯推进视频、游戏、资讯、社交、电商、⽣活服务等互联⽹应⽤企业继续深化IPv6改
造，实现全业务、全功能优先采⽤IPv6访问，特别是视频类、社交类、直播类、教育类等⼤流量互联⽹应⽤企业要进⼀步提升应⽤IPv6浓
度，带动全⽹IPv6流量提升。国内主要互联⽹应⽤商店按照统⼀标准，对新上架的互联⽹应⽤开展IPv6浓度检测，新上架互联⽹应⽤IPv6

浓度应不低于50%。

2.拓展⼯业互联⽹IPv6应⽤。⼯业互联⽹平台企业加快平台软硬件IPv6升级改造，并优先⽀持IPv6访问。⼯业互联⽹标识解析国家顶级

节点、⼆级节点和递归节点全⾯⽀持IPv6，新增解析节点应⽀持IPv6。⿎励典型⾏业、重点企业拓展⼯业互联⽹IPv6应⽤。

3.完善智慧家庭IPv6产业⽣态。主要智慧家庭相关企业加快智能家居系统平台、设备产品、应⽤等IPv6改造，提升IPv6⽀持能⼒，打造
智慧家庭IPv6产业⽣态。相关企业机构等加快建设完善智慧家庭综合标准体系，明确IPv6⽀持要求。⿎励开展智慧家庭典型业务场景IPv6

试点⽰范。

4.推进IPv6⽹络及应⽤创新。基础电信企业、互联⽹企业、重点⾏业企业加⼤IPv6分段路由（SRv6）等“IPv6+”⽹络技术创新⼒度，加

快技术研发及标准研究进度，扩⼤现⽹试点并逐步实现规模部署。

（三）提升终端设备IPv6⽀持能⼒。

1.推动新出⼚终端设备全⾯⽀持IPv6。主要终端设备企业新出⼚的家庭⽆线路由器、智能电视、机顶盒、智能家居终端及物联⽹终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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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我要纠错】 【关闭窗⼜】

组等终端设备全⾯⽀持IPv6，具备IP地址分配功能的终端设备应默认开启IPv6地址分配功能，能够向⽤户再次分发⽹络侧IPv6地址前缀。

2.加快存量终端设备IPv6升级改造。基础电信企业、互联⽹接⼊服务提供商、终端设备企业加快对具备条件的存量终端设备，通过固件
及系统升级等⽅式⽀持IPv6，引导⽤户开展⽼旧终端设备替换，逐步实现在⽹家庭⽹关、企业⽹关、家庭⽆线路由器等终端⽀持IPv6。主

要电商平台进⼀步加强⽀持IPv6的终端产品推⼴，通过建⽴IPv6终端产品专区等⽅式，⽅便⽤户选择相关产品。

（四）强化IPv6安全保障能⼒。

1.加强IPv6⽹络安全管理和配套改造。各相关企业进⼀步完善针对IPv6的⽹络安全定级备案、风险评估、通报预警、灾难备份及恢复等

⼯作。基础电信企业、重点IDC、CDN运营企业、云服务商和DNS服务商要做好僵⼫、⽊马、蠕⾍、移动互联⽹恶意程序等监测处置系统
的IPv6配套改造⼯作，加强⼯业互联⽹IPv6应⽤安全保障，强化IPv6环境下漏洞监测发现与处置等。

2.持续推动IPv6安全产品和服务发展。持续开展⽹络安全技术应⽤试点⽰范⼯作，推动IPv6环境下⽹络安全产品和服务研发应⽤。依托
⽹络安全卓越验证⽰范中⼼，构建5G+IPv6全新场景下安全产品测试验证和⽰范环境，推动在研IPv6安全产品孵化，强化IPv6安全产品应⽤

性能验证。

四、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保障。在深⼊推进IPv6规模部署和应⽤统筹协调机制下，进⼀步发挥推进IPv6规模部署专家委和IPv6规模部署专项协

同推进⼯作组作⽤，组织开展评测，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到位，形成⼯作闭环。加强电信设备⽀持IPv6的进⽹检测，确保新进⽹电信

设备全⾯⽀持IPv6。修订⽆线局域⽹相关⽆线电管理规定和技术要求，明确⽀持IPv6相关要求。

（⼆）做好督促检查。各地通信管理局、⽹信主管部门、⼯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等进⼀步加强属地管理，按照各地具体职责分⼯，结

合实际细化落实⽅案，依托国家IPv6发展监测平台，对属地内相关企业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开展⽇常监督和抽查抽测，定期向⼯业和信息化

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和中央⽹信办（信息化发展局）报送阶段进展报告，确保各项任务⽬标如期完成。

（三）强化标准指导。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基于前期IPv6标准化⼯作的良好基础，进⼀步汇聚产业⼒量，继续在IPv6监测评测、

“IPv6+”新技术、IPv6单栈应⽤等领域加强⾏业标准研制，并积极推进相关国家标准建设，为IPv6部署改造和应⽤推⼴提供指导。⽀持国内
科研机构、相关企业等深⼊参与IPv6国际标准化⼯作。

（四）加强宣传推⼴。组织开展IPv6规模部署优秀案例征集、IPv6应⽤创新⼤赛等活动，交流推⼴⽹络基础设施、应⽤基础设施、互

联⽹商业应⽤、终端产品⽀持等⽅⾯的优秀经验做法，激发市场主体IPv6应⽤创新活⼒，形成可复制、可推⼴的应⽤模式。

附件：IPv6改造相关指标和测试⽅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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