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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本文档属于联通的机密和专有信息，未经联通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复

制、转让、翻印、透露、修改或转录本文档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如果您为本文档中所指的软件产品的授权用户，则您可打印或提供合理数

量的本文档副本，供您及您的雇员内部用于与该软件相关的用途，前提是所有

联通声明和标识必须附在每一份副本上。 

打印或提供本文档副本的权利仅限于此类软件所适用的许可协议的有效期

内。 如果该许可因任何原因而终止，您应负责向联通书面证明已将本文档的所

有副本和部分副本已退还给联通或被销毁。 

本文档仅供参考，联通按需要随时可能对其进行更改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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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联通 DCI 云联网系统（以下简称为：云联网），是一款为企业用户（包括公

有云和私有云）提供可自服务的快捷、弹性、随选、安全隔离并即时生效的点

到点、点到多点及多点到多点的专享云连接服务，实现异构混合云互联，并提

供路径分离等增值服务的软件系统。同时，云联网依托中国联通覆盖全球的大

规模骨干网资源、数据中心资源，整合主流公有云，实现一点接入、全球通达

的运营商级云连接服务，灵活弹性，随需快捷，按日开通业务。 

联通云联网的专线业务开通流程描述如下： 

1. 企业在云联网中注册账号，并登录激活邮箱和账号； 

2. 联通运营管理员通过云联网系统对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注册账号的公司

信息进行核查确认；确认无误审核通过后，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可以在

云联网的系统上进行购买和管理业务操作； 

3. 如果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有 CE 资源需要接入联通 A 网，需要登录云联

网提交 CE 资源接入的申请；如果企业用户的云联网业务不涉及自身公

司的 CE 资源，则无需进行资源申请，直接操作步骤 5； 

4. 联通运营管理员登录云联网系统，对申请的 CE 资源进行核查，并安排

工作人员施工连线。连线成功后，资源申请成功； 

5. 如果企业专线业务需要接入云服务提供商的接入区，则需要在云联网中

选择云服务提供商对应的接入区并选择相应 VPC 或填写相关信息。 

6. 企业用户通过云联网系统提交创建/变更业务的订单，填写业务相关信

息，比如服务等级，有效时间，CE 信息，Qos 等。 

7. 云联网系统通知运营管理员登录云联网系统，并对用户创建的业务订单

进行核查和计费； 

8. 云联网系统自动生成定时任务，在订单业务生效时间按照订单生成网络

参数，并在相应设备上配置业务，并在专线业务配置成功生效后通知企

业用户业务生效。 

本手册主要描述联通运营管理员如何使用联通云联网系统协助企业开通云联

网业务。运营管理员在业务中的作用：完成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账号基本信

息，资源接入以及专线业务申请订单的审核。其相应操作有： 

1. 云联网系统的业务管理员用户为运营管理员创建账号后，运营管理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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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登录系统并验证激活账号； 

2. 登录云联网对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注册帐号的基本信息进行核查，如邮

箱或者电话号码错误，及时修改；如有必要，修改初密码； 

3. 企业用户提交意向接入 DC 点后，线下联系用户明确和准备好接入具体

信息，并通知云服务提供商为该企业创建业务模板； 

3. 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申请站点的 CE 资源接入 A 网后，运营管理员对申

请的资源进行核查； 

4. 企业申请专线业务后，运营管理员对业务申请折扣、审核业务和预计

费。 

5. 帮助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用户修改最大链接和 VPN 数； 

在后续章节中，将对运营管理员涉及到的云联网功能模块进行详细描述。 

 

说明 

 如手册中截图的菜单文字描述与系统实际有出入，请以实际看到为准； 

 如果对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请点击对应位置的 图标查看说明和帮助； 

 在使用云联网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熟知开通流程和操作方式。 

2. 账号管理 

运营管理员的账号由云联网系统的业务管理员用户在系统中创建，并自动以

邮件方式告知运营管理员。对于账号基本信息需线下某种方式提供给业务管理员

用户，比如用户名，密码，电话号码，邮箱等。 

2.1 账号登录 

运营管理员的账号不支持自注册，需有业务管理员创建生成。运营管理员在

使用云联网系统前，应该已经将账号名，密码等相关账号基本信息告知业务管理

员。并且业务管理员已经为运营管理员创建账号，运营管理员已经收到账号创建

成功的通知邮件或者知道账号的用户名和密码。具体操作如下： 

1. 检查相关邮箱，找到账号创建成功通知邮件（一般需要等几分钟，不同

邮箱响应速度不一样）邮件内容样例如图 2.1-1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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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2. 点击邮件下方云联网系统的链接，使用创建的账号名和初始密码登录系

统，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3. 如有需要修改初始密码，参看 2.3 节密码修改。 

2.2 账号激活 

账号的邮箱在云联网中有两个作用：1）用户忘记密码时，可以通过邮箱来重

置密码；2）用户在云联网操作时，云联网系统通过邮箱通知运营管理员相关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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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信息，比如 CE 资源申请审核，业务订单审核等。 

为了确保账号对应邮箱是真实有效，运营管理员在第一次登录云联网系统时，

需要通过验证邮箱的方式来激活账号（以防止 admin 创建账号时输错邮箱），具

体操作如下： 

1. 登录云联网系统，在出现邮箱激活页面上显示当前用户使用的邮箱，如果

邮箱正确有效，请点击【验证邮箱】按钮来发送验证邮箱邮件，如图 2.2-

1 中所示。 

 

图 2.2-1 

2. 如果激活邮箱页面中显示用户当前邮箱有误，请点击【更换邮箱】，并在

修改邮箱页面中填写有效邮箱，并点击【发送验证邮箱】按钮来激活邮箱

邮件，如图 2.2-2 中所示。 

 

图 2.2-2 

3. 登录相应邮箱查收邮件（一般需要等几分钟，不同邮箱响应速度不一样），

如果长时间未收到邮件，请核查邮箱是否有效或者【重新发送邮件】重新

发送激活邮箱邮件，邮件内容样例如图 2.2-3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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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4. 点击邮件中对应链接， 激活邮箱和账号，进入邮箱验证成功页面，如图

2.2-4 中所示。 

 

图 2.2-4 

5. 点击邮箱验证成功页面中的【登录】按钮，进入登录页面重新登录系统。 

2.3 密码修改 

登录云联网系统后，可以对账号的初始密码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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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用户名，并在弹出框中点击用户信息，如图2.3-1所示。 

 

图 2.3-1 

2. 在密码修改页面中，输入旧密码以及新密码，确认无误后提交即可，如图

2.3-2 中所示。 

 

图 2.3-2 

3. 再次登录云联网系统时，需要用新密码登录。 

2.4 密码重设 

用户可以通过登录页面的忘记密码来重新设置密码。具体如下： 

1. 点击忘记密码进入修改密码邮件产生页面，如图 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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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2. 在页面中填入账号对应的邮箱地址，点击【发送】，如图 2.4-2 中所示。 

图 2.4-2 

3. 登录邮箱查收邮件（一般需要等几分钟，不同邮箱响应速度不一样），点

击云联网系统发送的密码重置邮件中的重置密码 url 链接（有效期为 30

分钟），进入密码重置页面，输入新密码，无误后然后【提交】，如图

2.4-3，2.4-4 所示。 

 

图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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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 

4. 再次登录云联网系统时，需要用新密码登录。 

2.5 邮箱变更 

账号的邮箱在云联网系统中十分重要，因此如果账号的实际使用者变更或者

原有邮箱无效时，可以为变更账号绑定新邮箱。具体操作如下： 

1. 登录云联网系统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用户名】，在弹出框中点击【用

户信息】进入个人中心页，如图 2.2-1 所示。 

2. 在个人中心页中点击进入用户信息页，点击邮箱信息行右上的【变更邮

箱】，并在弹出页面中填写新邮箱，确认无误后点击【发送验证邮箱】，如

图 2.5-1 中所示。 

 

图 2.5-1 

3.  登录邮箱查收邮件（一般需要等几分钟，不同邮箱响应速度不一样），点

击云联网系统发送的重置邮箱通知邮件中的激活新邮箱 url（有效期为 30

分钟），邮件内容样例如图 2.5-2，2.5-3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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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图 2.5-3 

4.  再次登录云联网系统的查看账号的邮箱信息，显示为修改后的邮箱地址。 

3. 资源接入管理 

 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需要接入联通 A 网的 CE 资源，需要预先向联通进行申

请。只有申请通过的 CE 资源，才能接入 A 网和用于创建业务模板和建专线业

务。同时，一个站点下不能拥有超过 2 个 CE，一个 CE 下不能拥有超过 2 个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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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如果一个站点下有超过 2 个 CE 或者一个 CE 下拥有超过 2 个 CE 端口，需

要将 CE 及端口拆分到多个站点或者多个 CE 下进行申请和管理。 

CE 资源接入申请是指，提交需要接入 A 网的 CE 设备及端口详细信息待运

营管理员审核和安排连线施工。运营管理员对资源接入功能具体操作如下： 

3.1  接入资源查看 

1.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接入资源页面。 

2. 选中接入资源页面上方的过滤按钮，来查看不同状态的 CE 资源，包括

待审核、待确认、审核被拒绝、确认被拒绝、已删除。 

3. 选中需要查看具体情况的 CE 资源行，点击接入资源页面左上方的详情

按钮，查看 CE 资源的详细信息，如图 3.1-1 中所示。 

 

图 3.1-1 

3.2  接入资源审核 

接入资源审核是对用户 CE 资源信息的核查，确认 CE 相关信息是否有误。

具体操作如下： 

1.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接入资源页面，并选中待审核过滤按钮，查看待审核

状态的接入资源。 

2. 选中需要审核的行，并查看该 CE 资源的详细信息，如图 3.1-1 所示。 

3. 如果上一步骤中确认企业 CE 基本信息无误，重新勾选需要审核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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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页面左上的审核资源，在资源审核页面中，勾选同意，填写 CE 所

对应的 PE 地址并确认提交，如图 3.2-1 中所示。 

 

图 3.2-1 

4. 如 2 中确认企业 CE 基本信息发现与实际不符，重新勾选需要审核行，

并点击页面左上的审核资源，在资源审核页面中，勾选拒绝并填写拒绝

原因提交，如图 3.2-2 中所示。 

 

图 3.2-2 

3.3  接入资源确认 

接入资源确认是指 CE 资源审核通过后，现场实际施工连线结束后，运营管

理员需要在系统为该 CE 资源填写最终接入结果信息。如果现场实际施工连线成

功企业 CE 资源已经成功接入 A 网，运营管理员需要在云联网系统填写具体调

单号和 PE 信息。如果现场实际施工连线失败企业 CE 资源未能接入 A 网，运营

管理员需要在云联网系统填写具体失败原因。 

审核通过但待确认的 CE 资源状态为“待确认”， 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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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接入资源页面，并选中待确认过滤按钮，查看待确认

状态的接入资源。 

2. 对于施工连线成功的 CE，勾选需要确认的 CE 行，并点击页面左上的确

认资源，在确认新增资源页面中，勾选【通过】并填写与该资源相关信

息：调单号和具体 PE 名称和端口，确认无误后保存，如图 3.3-2 中所

示。 

 

图 3.3-2 

3. 对于施工连线失败的 CE 资源，勾选需要确认的 CE 行，并点击页面左

上的确认资源，在确认新增资源页面中，勾选【拒绝】，并填写拒绝原

因，确认无误后提交，如图 3.3-3 中所示。 

 

图 3.3-3 

3.4 接入资源信息补全 

接入资源信息补全是指对经过审核、确认后的 CE 资源信息进行调整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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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如下： 

1.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接入资源页面，并选中成功过滤按钮，查看确认成功

的接入资源。 

2. 对于接入资源状态为成功的 CE，勾选需要进行信息补全的 CE 行，并点

击页面上的信息补全按钮，如图 3.4-1，在补全云商信息页面中，调整、

填写该资源相关信息，如图 3.4-2： 

 PE 信息： PE 名称和端口、调单号、电路号等。 

 云商信息：云商平台、接入区域、物理专线 ID、接入类型等。 

 机房信息：机房名称、机房地址 

 

图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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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4. 业务订单管理 

企业用户通过自服务创建业务申请订单来开通专线业务，订单中包含企业专

线业务涉及到所有详细信息和专线业务的生效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企业用户在

云联网系统上创建业务订单，联通运营管理员会对业务订单进行审核，联通 A 网

运维对运营管理员审核通过的业务订单涉及的资源信息再次核查，审核无误后，

云联网的专线业务会在业务的生效自动开始开通业务。 

业务申请订单的状态和对应的情况： 

1. 待审核：用户已提交，联通未审核； 

2. 审核未通过：用户已提交，联通审核未通过； 

3. 已取消：用户已提交，申请已取消业务； 

4. 审核中：用户已提交，联通运营管理员已审核通过，联通 A 网运维未审

核； 

5. 已审核：用户已提交，联通运营管理员和 A 网运维已审核通过，但业务还

未生效； 

6. 申请成功：用户已提交，联通运营管理员和 A 网运维已审核通过，且业务

已生效。 

7. 下发失败：用户已提交，联通运营管理员和 A 网运维已审核通过，且业务

生效失败。 

业务订单管理用于管理企业用户对专线业务进行操作的所有的订单申请，包

括订单的创建，取消，修改和查看。 

云联网里的专线业务有两种不同种类：1）包日；2）包月。不同的种类的专

线业务对应收费价格不一样，计费周期也不一样。包日业务的计费周期是一天，

包月业务的计费周期是是一个月。 

运营管理员审核业务的操作具体如下： 

4.1 业务订单查看 

运营管理员对企业申请业务册查看，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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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业务订单管理页面，可以看到当前需要审核的专线业

务。 

2. 勾选具体的业务订单行，并点击页面左上的详情或者订单号，可以查看

业务的详细信息。 

3. 勾选页面上方的过滤按钮，查看不同状态的业务申请状态，包括待审

核、审核中、已审核、审核未通过、申请成功、已取消、下发失败。 

4. 使用右上方的搜索按钮，根据不同的维度查找具体订单，如图 4.1-1 中

所示。 

 

图 4.1-1 

4.2 业务订单折扣申请 

业务订单折扣申请，即运营管理员针对新的订单，申请不同折扣的功能。具

体操作如下： 

1.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业务订单管理页面，可以看到新的订单，状态为待审

核的专线业务。 

2. 勾选新业务申请，并点击页面左上的申请折扣。新申请折扣页面中选择

折扣类型：百分比、折后金额，并输入相应数值。 

选择申请折扣的证明文件（图片格式），并点击上传。如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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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确认无误后提交。 

3. 如一上步骤提交的折扣申请，需要由业务管理员审核通过后，折扣即可

生效。 

4. 查看折扣记录。折扣申请由业务管理员审核通过后，运营管理员可通过

订单管理页面中的折扣记录查看该订单的折扣记录。 

4.3 业务订单审核 

业务订单审核的具体操作如下： 

1.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业务订单管理页面，可以看到当前需要审核的专线业

务。 

2. 勾选需要审核的业务申请，并点击页面左上的详情，查看业务的详细信

息。 

3. 如一上步骤中确认用户业务申请信息无误后，重新勾选该需要审核行，

点击页面左上的审核业务，并在审核业务页面中勾选同意，确认无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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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提交，如图 4.3-1 所示。 

 

图 4.3-1 

4. 如 2 确认用户业务申请信息有误后，重新勾选该需要审核行，点击页面

左上的审核业务，并在审核业务页面中勾选拒绝，并填写拒绝原因，确

认无误后确定提交。 

 

5. 计费账单 

运营经理可查看其所属企业用户的计费账单，操作方式如下： 

1.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计费账单页面，可以看到当前的所有计费账单。 

2. 可通过右上角搜索功能，搜索过滤特定账单。 

3. 选择具体的账单行，并点账单编号，可以查看账单的详细信息，如图 5-

1 所示：可根据 VPN 名称、业务类型过滤账单信息。 

 

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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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户管理 

6.1 账号审核 

云联网中注册用户分为普通企业用户和云服务商用户，用户账号包括用户和

企业的基本信息，运营管理员需要核查信息是否合规、正确。 

运营管理员审核用户账号的具体操作如下： 

1.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用户管理页面，查看管理的账号的公司信息，如图

6.1-1 中所示。 

 

图 6.1-1 

2. 选中需要审核的账号，并点击左上角的【企业信息】，在弹出的企业信息

页面中对企业信息进行核查，如图 6.1-2 所示。 

 

图 6.1-2 

3. 如果 2 中企业信息核查通过，则审核用户通过。选中需要审核的账号，

并点上方的审核用户，确认后提交，如图 2.6-3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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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 

4. 如果 2 中企业信息核查不通过，则审核用户不通过。选中需要审核的账

号，并点上方的审核用户，并在用户审核页面中勾选拒绝填写具体拒绝

原因，无误后确认提交。 

 说明 

 审核被拒绝的账号，待用户对相应信息修改提交后，运营管理员需要对

其重新审核，具体操作和第一次审核一样。 

6.2 修改账号最大链路和 VPN 数 

在云联网系统中，企业用户和云服务提供商对接入 A 网专线业务的链路和

VPN 数都是有限制的。企业用户默认的最大链路数为 40，最大 VPN 数为 10。

云服务提供商默认的最大链路数为 5000，最大 VPN 数为 50。如果用户有额外

超出该限制的需求，可联系运营管理员为其修改。运营管理员修改具体操作如下： 

登录云联网系统的用户管理页面，选中需要修改最大链路数和 VPN 数的账号

信息行，并点击上方的【修改链路／VPN 数】按钮，在弹出的修改用户最大链路

／VPN 数页面中修改最大链路或者 VPN 数，确认无误后保存提交，如图 2.7-1

所示。 

 

图 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