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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本节介绍本文档的内容，对应的产品版本，适用的读者对象，历史修订记录等。 

 

产品版本 

与本文档相对应的产品版本如下所示： 

产品名称 产品版本 

紫金山实验室客户自助门户操作手册 V1.07 

 

读者对象  

本手册适合紫金山实验室客户自助门户代理商用户和企业客户 

 

修改记录 

修订记录累积了每次文档更新的说明。最新版本的文档包含以前的所有文档版本的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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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工作 

1.1 创建代理商 

➢ 输入平台业务管理员(pmladmin)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系统管理】-【代理商管理】 

 

➢ 点击【新增】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代理商名称、代理商联系人、联系人电话、联系人邮件和备注

等相关信息，点击【确定】按钮，即新增代理商成功。 

 

➢ 点击【系统管理】-【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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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代理商用户 

➢ 输入平台业务管理员(pmladmin)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系统管理】-【用户管理】 

 

➢ 点击【新增】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用户名称、用户类型选择代理商用户、手机号码、

邮箱、用户昵称、用户密码，选择角色，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新增代理商用户成功。 

 

1.3 创建企业客户 

➢ 输入代理商管理员(TEST_AG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系统管理】-【客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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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新增】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客户名称、客户联系人、联系人电话、联系人邮件、地区、

详细地址、行业分类、归属代理商等相关信息，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新增客户成功。 

 

1.4 创建客户管理员 

➢ 输入代理商管理员(TEST_AG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系统管理】-【用户管理】 



紫金山实验室客户自助门户 V1.07                                                              

 

 

➢ 点击【新增】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用户名称、用户类型选择企业用户、手机号码、

邮箱、用户昵称、用户密码，选择角色，选择企业，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新增企业

用户成功。 

 

1.5 创建租户 

➢ 输入代理商管理员(TEST_AG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系统管理】-【租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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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新增】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租户名称、归属代理商、备注等相关信息，点击

【确定】按钮即可新增租户成功。 

➢  

1.6 创建 CPE设备 

➢ 输入代理商管理员(TEST_AG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配置】-【网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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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新增网元】，进入 CPE 设备配置页面，配置内容如下： 

 

(1) 名称：通用名称校验，全局唯一性校验 

(2) 别名： 

(3) 管理 IP：设备的管理 IP 地址 

(4) 序列号：全局唯一性校验，用于标识设备 

(5) 地区：下拉框（全国范围省/市/区） 

(6) 详细地址：便于运维服务 

(7) 厂商：下拉框，设备厂商如新华三 

(8) 型号：下拉框，设备对应型号如华三对应型号为 MSR3610 

(9) 软件版本： 

(10) 登录用户：设备登录用户名 

(11) 登录密码：支持隐式/显示密码切换 

(12) BGP AS 号：范围校验 1~65536 

(13) 代理商：选择对应的代理商 

➢ 点击【确定】，进入 CPE 设备生成，网元列表界面展示网元名称、所在城市、接入 VPE

设备、管理 IP、环回端口信息、同步结果、同步时间、运行状态和配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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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需要同步的 CPE 设备记录，点击【信息同步】 

 

➢ 同步成功，与 CNOS 系统同步成功 

 

➢ 选择需要配置的 CPE 设备记录，点击【详细】，进行 LAN 配置、WAN 配置、互联配置、

业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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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LAN 配置】，录入 LAN 配置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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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N 口：CPE LAN 口接口 

(2) 企业：对应企业 

(3) 类型：支持 Static、DHCP 和 OSPF 

(4) LAN 口地址：CPE LAN 口的 IP 地址 

(5) VLAN ID: LAN 口对应子接口 VLAN 号（使能 VLAN 模式后才有） 

(6) 路由发布，配置路由。路由配置的是 CPE 和用户侧的路由，有静态路由和 OSPF 两种，可以多选。

所有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新增配置。注意，只有 LAN 配置中选择了 OSPF 类型，

路由配置中的 OSPF 才可以被选择。 

➢ 点击【WAN 配置】，录入 WAN 配置相关数据 

 

 

➢ 点击【互联配置】，录入互联配置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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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业务配置】，录入业务配置相关数据 

 

 

➢ 点击【保存】，CPE 设备创建成功 

 

 

1.7 创建专线接入点 

➢ 输入代理商管理员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配置】-【专线接入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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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新增接入点】，进入接入配置页面，配置内容如下： 

 

(7) 接入配置： 

接入点名称、所属企业、接入网元（设备选择当前数据中心的 PE 设备）；VLAN 

模式默认关闭，若打开 VLAN 模式，需要配置 VLAN ID，VLAN ID 是一个从 2-4094 的整数值（1 不建议

使用，作为默认的 native vlan），设备上一个接口的 VLANID 不能重复使用。 

接入网元端口（此处显示是过滤了子接口和管理口 0/0/0 的 LAN 接口）； 

接口 IP、路由类型（支持静态路由、直连路由、BGP 和 OSPF）。 

(8) QoS 配置： 

underlay 方式分为 SR-TE 和 SRv6 Policy 

➢ 点击【保存】，专线接入点配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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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虚网（SDWAN） 

2.1 企业订购 SDWAN产品 

➢ 输入客户管理员(TEST_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产品】->【产品门户】进入企业专线产品介绍列表界面。 

 

➢ 点击【订购产品】 进入产品订购录入界面，输入接入点数量、租约时间、企业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其他要求 

 

➢ 点击【提交】，完成产品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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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订单创建虚网 

➢ 输入代理商管理员(TEST_AG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订单】-【订单列表】 

 

➢ 点击订单列表中的 SD-WAN 订单的【开通网络】 

 

➢ 进入创建虚拟网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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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虚拟网络基本信息 

 

(1) 虚拟网络名称：输入名称，名称长度为 4-20 个字符； 

(2) 虚拟网络描述：输入描述信息，描述信息长度为 1-255 个字符 

(3) 租户：选择租户管理中创建的租户 

(4) 路由规划：选择是否手工填写路由规划，默认路由规划开关关闭，由控制器自动生成 RD 和 RT 的

值，打开路由规划开关可以手工填写路由标识(RD)、引入路由(RT)、发布路由(RT)的值，RT 可以填

写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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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下一步】，绑定 CPE 接入点 

 

(1) 选择接入点:如果没有符合订单要求条件的 CPE 接入点，必须根据要求创建 CPE 接入点，创建步骤

详见 1.6 创建 CPE 设备章节； 

(2) 选择网络类型：IPv4、IPv6； 

(3) 骨干网承载方式默认 Overlay 

(4) 绑定隧道方式默认自动绑定 

 

➢ CPE 接入点信息绑定完成后，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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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WAN 的虚拟网络创建成功 

 

2.3 订单办结确认 

➢ 输入代理商管理员(TEST_AG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订单】-【订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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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订单列表中【办结确认】 

 

➢ 点击【确定】，订单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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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订单查询 

➢ 输入客户管理员(TEST_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订单】->【订单列表】进入订单列表界面，查询网络订单的处理情况 

 

2.5 开通可视化 

➢ 输入客户管理员(TEST_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选择一条已办结的订单，点击【开通可视化】，显示此订单的整体开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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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虚网（专线接入点） 

3.1 企业订购专线产品 

➢ 输入客户管理员(TEST_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产品】->【产品门户】进入企业专线产品介绍列表界面。 

 

➢ 点击【订购产品】 进入产品订购录入界面，输入接入点数量、租约时间、企业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其他要求 

 

➢ 点击【提交】，完成产品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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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根据订单创建虚网 

➢ 输入代理商管理员(TEST_AG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订单】-【订单列表】 

 

➢ 点击订单列表中企业订单中【开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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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创建虚拟网络页面 

 

➢ 输入虚拟网络基本信息 

 

(1) 虚拟网络名称：输入名称，名称长度为 4-20 个字符； 

(2) 虚拟网络描述：输入描述信息，描述信息长度为 1-255 个字符 

(3) 租户：选择租户管理中创建的租户 

(4) 路由规划：选择是否手工填写路由规划，默认路由规划开关关闭，由控制器自动生成 RD 和 RT 的

值，打开路由规划开关可以手工填写路由标识(RD)、引入路由(RT)、发布路由(RT)的值，RT 可以填

写多个。 

➢ 点击【下一步】，绑定专线接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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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接入点:如果没有符合订单要求条件的专线接入点，必须根据要求创建专线接入点，创建步骤详

见 1.7 创建专线接入点章节; 

(6) 选择骨干网承载类型：SR-TE、SRv6 Policy、SR Policy; 

(7) 选择业务模板， 

(8) 骨干网承载方式默认 Underlay 

(9) 绑定隧道方式默认自动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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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入点信息绑定完成后，点击【创建】 

 

➢ 企业专线接入点的虚拟网络创建成功 

 

 

3.3 订单办结确认 

➢ 输入代理商管理员(TEST_AG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 点击【订单】-【订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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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订单列表中【办结确认】 

 

➢ 点击【确定】，订单已办结 

 

3.4 订单查询 

➢ 输入客户管理员(TEST_ENT)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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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订单】->【订单列表】进入订单列表界面，查询网络订单的处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