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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运营商的基础

业务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和挑战，纷纷开始探索以通

信网络能力开放为突破点的互联网化运营新思路。

能力开放市场潜力大，客户需求旺盛，构建通信网络

能力开放平台，并开展核心优势网络能力的研发和应

用集成，已成为运营商未来增长的热点和5G网络发展

的重点。其中，作为用户使用通信网络能力开放平台

的主要载体，网络能力门户的建设至关重要。

统一的门户产品提供开放的门户框架和全面的

标准门户自服务支持，包括个性化门户展现服务、集

成服务、单点登录、门户内容管理、协作服务、搜索、流

程控制、统计分析等。门户中的各服务组件可以无缝

地集成工作，并可在统一集中的自服务平台上进行维

护和管理。常见的门户种类主要有搜索引擎式门户

网站、综合性门户网站、地方生活门户、个人门户、服

务订购门户等。

对于通信网络能力开放门户，不应仅仅局限于建

立一个网站，提供宣传、产品信息等，更重要的是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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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运营商通信能力开放平台的建设需求角度出发，介绍基于能力开放平台的门

户系统架构设计方案。该方案依托运营商通信网络，基于通信服务、网络策略、

安全认证等通信能力，向企业用户和开发者提供标准化能力部件和统一开放接

口。用户只需注册并通过认证，即可在线洽谈合作意向，并开发使用多样化的

能力产品。详细介绍了该门户的系统架构、功能设计以及关键业务流程，为运

营商探索能力开放业务提供了一定参考。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operator communication network capability exposure platform，it

introduces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scheme of the portal system. The scheme relies on the operator's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provides standardized capability components and unified open interfaces to enterprise users and developers based on

communication services，network strategies，security authentication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Users only need to

register and pass the certification，they can negotiate cooperation intentions online，and develop and use a variety of capabili-

ties products. The system architecture，function design and key business processes of the portal are described in detail，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operators to explore the capability exposu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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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对能力开放平台系统中各业务能力系统集成，能

对用户的各种操作要求做出快速响应，并且能够对整

个业务流程进行统一管理。

如图 1所示，通信网络能力开放门户是全国一级

综合门户系统，作为用户使用通信网络能力开放平台

的统一入口，通过对接能力开放引擎，向用户提供能

力产品的订购和使用服务，一点接入服务全国。通过

能力产品上架展示销售实现各项能力对客户和合作

伙伴的显性输出。通信网络能力开放门户将各类底

层资源变得透明易用，不必了解复杂的底层网络和具

备专业的编程能力，客户通过浏览门户陈列能力产品

详情页，任意挑选各类资源API，实现轻松快捷的合作

意向沟通流程及线上签约等，大大降低接入门槛，为

用户提供一站式、标准化、便捷化的服务。

2 门户系统架构功能

2.1 系统架构

如图 2所示，能力开放门户按照功能可以分为以

下几个系统模块。

门户Web网站：用于中国联通通信能力开放平台

业务介绍及推广，为使用平台业务的企业用户注册，

提供通信能力API、号码及应用的展示、体验、订购、使

用的自助一站式服务平台。

门户后台管理系统：门户网站的自管理系统。为

平台管理员提供认证管理、用户管理、资源管理和门

户管理，方便管理员查看用户的认证信息及能力使用

情况，掌握用户实时数据。

能力开放系统集成接口：实现能力开放系统南向

集成服务，集成通信网络能力开放平台中各类已运行

的其他服务平台（主要是能力产品平台）。

图 2和图 3展示了通信网络能力开放门户Web网
站及门户后台管理系统的首页设计图。

2.2 功能点

表 1梳理了能力开放门户架构的所有功能模块、

主要实现的功能点和简要的功能描述。

3 门户关键业务流程

本节主要介绍通信网络能力开放门户架构设计

中，需要实现的若干关键流程，如用户的认证及审核、

能力产品的浏览和批量加入合作意向处理等，这些关

键业务流程是实现一站式能力开放门户使用的关键。

3.1 用户认证及管理员审核流程

图1 通信网络能力开放整体架构

图2 通信网络能力开放门户Web端首页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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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通信网络能力开放平台面对的服务对象是

企业客户及合作伙伴，并不对个人用户开放。因此在

提供能力产品服务前，对企业资质的认证是必须的。

用户注册并认证通过后，方可以购买和使用能力产

品。图 4展示了用户认证及管理员审核流程，其中主

要流程包括：

a）用户登录通信网络能力开放门户Web端账户，

如未注册，根据引导填写注册信息进行账户注册与激

活。

b）用户成功登录账户，点击门户页面右上方头

像，进入个人中心。

c）用户查看个人认证状态；用户认证状态共有未

表1 通信网络能力开放门户功能点设计清单

图3 通信网络能力开放门户管理系统首页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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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开放系统南向集成服务，集成通信网络能力开放平台中各类已运行的其
他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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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待审核、认证通过、认证未通过 4种；当认证状态

为未认证时，点击“申请认证”，跳转到申请认证页面。

d）填写公司名称、所属行业、公司规模，上传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经办人信息等，确认无误后提交审

核申请。

e）个人认证状态显示“待审核”。

f）管理员登录门户管理系统页面。

g）管理员收到用户审核申请提醒，点击查看审核

信息详情。

h）管理员信息审核通过，点击“通过”按钮，提交

审核结果。

i）管理员若信息审核不通过，点击“驳回”按钮，

提交审核结果，跳到步骤k）。

j）用户收到审核认证提醒。

k）用户审核通过，认证状态显示“审核已通过”。

l）用户审核未通过，认证状态显示“审核未通

过”，可重新发起认证信息填写流程。

3.2 能力产品合作意向流程

由于能力产品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运营商网络能

力的服务，因此，区别于传统购买商品的网站购买流

程，并不是一次性的订购支付。按照目前运营商对企

业客户的服务制度，需要对接专门的客户经理，根据

客户的需求，进行事前意向沟通、服务试用、意向商务

签约、服务回访跟踪等环节。因此，对于能力产品合

作意向的处理是该门户的一个核心功能。已认证的

用户可以浏览能力产品详情页的介绍，根据业务场景

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能力产品，在线提交合作意向。图

5为能力产品合作意向流程图，主要流程包括：

a）用户通过门户Web端上方能力产品分类导航

条、首页重点能力产品展示以及关键词检索，定位到

需要查看的能力产品详情页。

b）用户在已登录且账户已认证状态下，点击能力

产品详情页“加入合作意向”，可以将当前能力产品加

入购物车中。

c）用户在购物车中批量勾选已加入的能力产品，

点击“提交”。

d）用户填写合作意向询单，询单内容主要包括企

业信息、意向概述、对接人联系方式等。

e）用户确认后提交意向，提交成功收到站内通

知。

f）管理员收到新的意向询单处理通知。

g）管理员查看意向询单详情，跟据意向具体内

容，选择支配对应客户经理。

h）管理员确认提交，将合作意向发送给客户经理

处理。

i）客户经理收到合作意向任务。

j）客户经理与用户沟通确认能力产品合作意向。

4 结束语

搭建通信能力开放门户系统，立足用户体验需

求，合理设计架构，并随着通信能力的不断增加升级

进行匹配迭代，是运营商通信网络能力开放业务中重

要的一环。运营商通信网络能力开放业务能够将全

国级通信能力开放给业务合作伙伴，融合内外部能力

创造各种新型通信应用，聚合业务开发者、OTT业务提

供商、行业服务集成商，打造新型的产业生态链，最终

实现创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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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能力产品合作意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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