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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固网终端设备包括接入网关、机顶盒等，具有数量多、分布广、产权归属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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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繁多等特点。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设备，实现采购成本的分析、管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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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功能，从固网终端进销存的需求入手，结合现网中电信运营商已有的出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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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深入研究固网终端入网的业务流程、成本摊销、产权转移等内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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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针对电信运营商的固网终端进销存管理平台，实现了所有终端的数字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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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管理。

Abstract：
Current fixed network terminal equipment including access gateway，set-top boxes and other equipment. The quantity，distribution，and property rights are usually complex and business processes is quite sophistic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lecom operator，application process of fixed network terminal has been deeply researched，such as aspects of business process，cost amortization and transfer of property right.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management of the equipment and accomplish
functions of purchase cost analysis，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a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sell and storage of terminals is
put forward for digital，refin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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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目前，电信运营商现网在用的固网终端通常为几
千万量级，资产金额更超过 200 亿。同时，由于家庭固
网终端的安装和运维比较复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运营商的运营成本。通常情况下此类家庭终端采
用手工记录为主，设备流失、错误率高达 80%，导致绝
大多数情况下，家庭侧的固网终端无法进行有效的管
理和回收，此种情况下，运营商承担了较大的风险。
因此运营商需要对现网的固网终端进行精细化管理。
表 1 为 2015 年中国联通固网终端成本分析。
中国联通目前拥有的固网终端包括了接入网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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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终端
①ADSL 猫

②家庭网关

2015 年中国联通固网终端成本分析
数量/万台

价格/（元/台）

总成本/亿

200

70~90

1.6

200~400

30.0

120

110~150

150

170~250

③ONU 终端

1 000

⑤OTT 盒子

200

④IPTV 机顶盒
共计

1 670

150~180

1.5
4.5
3.2

40.8

机顶盒等设备，有数量多、分布广、产权归属复杂、成
本摊销多样等特点，为了实现对固网终端进销存全面
管理，必须针对这些难点进行相应的开发。

2 需求分析
终端管理平台通常是省级定制管理系统，部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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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位于省级运营支撑平台之中。终端管理平台整合
了从终端选型、采购到结算和售后管理的所有功能，
整体的平台通常划分为 2 层管理结构进行完成，总公
司管理功能和省市级公司的管理功能。
采购流程和仓储流程为终端管理的重要过程，整
个平台的完成则以业务流程为推进，并结合 CRM、号
线平台、RMS 等平台的完整数据，对终端的生命周期
进行管理。目前为止，3 家运营商均建立了针对 3G/4G
移动终端的营销管理平台，平台管理的主要业务流程
包括：采购入库、调拨管理、换货管理、退货管理等，同
时，专门的清算和资金结算功能也是定制终端管理平
台的重要功能部件。
对于固网终端进销存管理平台，主要是供电信运
营商的固网终端营销主管、账管员、库管员能够使用，
通过基于固网终端唯一标识，执行入库、出库、调拨、
回退等操作，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涵盖了采购、
发货入库、终端出库使用、终端回收障修、终端报废退
网等全周期的管理。固网终端全生命周期具体包括
终端集采、需求审批、终端采购、厂家发货、终端入库、
终端出库、调拨/回退、终端销售、安装维护、回收再利
用 10 个流程。

3 系统设计概述
现阶段，针对上面 10 个流程，以北方联通某省分
公司现网反馈为例，2014 年 ONU 终端总入库数 397 万
台，总出库数 366.6 万台，当前库存数 2.1 万台，当前
ONU 在网注册数 276.8 万台。现通过人工管理方式对
固网终端进行管理，无法实现固网终端全流程闭环管
理和精细化运营的业务管理目标。
a）固网终端数量大，ONU 出、入库采用手工记账，
未明确区分新购置、撤机回收、翻新等状态，在日常
装、撤、移、修、光改过程中未与终端库存联动；需求领
用审批人工处理，效率较低。
b）与 ONU 网管数据脱节，缺少 ONU 使用状态存
档数据，手工数据统计有偏差。
c）业务管理人员无法准确掌握固网终端库存情
况，不能对固网终端销售趋势进行准确分析。
固网终端进销存管理平台的基本要求是建设一
套集中的固网终端管理系统，以单台设备为最小粒
度，对固网终端全生命周期进行闭环管理，使得各营
销单位业务管理人员能够精确掌握固网终端库存情
况，对固网终端销售趋势做出精准预测，从而实现按

需采购、供需平衡（见图 1）。
统一规划和科学决策 精细化运营管理 高效率营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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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通过对固网终端全生命周期进行闭环管理，打
通采购，库存、出库领用、销售、施工、状态维护各环
节，实现固网终端库存与业务销售的关联互动。
b）实现固网终端进销存精细化管理，支持采购入
库、调拨、领用申请、下发、回退流程，全面提升终端管
理人员进销存管理的严谨性。
c）通过固网终端库存实时统计查询及盘点统计，
使得各营销单位能够精确掌握存量情况，对固网终端
销售趋势做出精准预测。
为完成终端闭环管理的目标，进销存管理平台需
要选取终端的唯一标识号，覆盖终端管理相关环节的
闭环管理，进销存管理平台主要完成的功能如下。
a）根据业务需要，支持管理员进行需求审批流程
（需求接口人上报需求审批单，上级主管审批），并在
系统审批完成后，进行终端采集的操作。
b）根据需求审批结果，系统需支持终端采购订单
的电子化上传可查看，并能够在厂家发货后，由物流
管理人员根据终端串码完成入库操作，完成终端串码
和仓库号的绑定。
c）进销存管理平台应能够与在线商城对接，根据
业务需要完成终端的领用出库。
d）地（市）级公司能完成终端的调拨请求，对问题
终端应能完成回退流程。
e）平台需要支持实时查询和盘点统计功能，从而
方便各级营销单元精确掌握库存情况。
为了实现以上所有的功能，除了系统本身，还必
须考虑和现网已有的网管、资源、IOM 工单甚至采购商
城系统的对接，如图 2 所示。
其中不同的系统主要完成的功能如下：
a）BSS：库管人员从 BSS 系统单点登录到固网终
端系统。
b）IFM：施工人员在障碍单回单时，对领出的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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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效果简介
2015 年开始，中国联通部分省分开始建设固网终
端管理系统，实现从采购、入库、出库、装机全生命周
期管理。主要作法是 ONU 设备串码与用户账号关联，
STB 的 MAC 地址与 IPTV 账号关联，业务受理至终端
出库实现系统穿透，
终端消耗与装修量匹配。
管理层面主要优化如下：
a）细化实物管理流程，明确省、市运维部、市场
部、物资部、信息化部各部门职责和分工。
b）统一领用模式：全省 ONU 终端、STB 领用模式
全部改为后台模式，
由装维人员领用进行上门安装。
c）上线固网终端管理系统后，根据每月发展安装
量计列成本，避免了收货即入账。同时月底进行关
账，确保了固网系统入库与商城确认收货的数量、型
号、账期等相关内容完全一致，实现了以月度终端使
用量来确认客户接入成本的列账金额（而不是以收货
确认量来确认）。
d）启动离网终端回收工作，与系统集成公司商
定，由系统集成公司负责回收终端的检测、维修、翻
新。与系统集成公司签订过保固网终端的维修协议。
e）为加强终端实物管理，省公司每季度组织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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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边界接口示意图

出库占用、对故障终端回收。
c）IOM：施工人员在施工单回单时对领出的终端
出库占用、对旧终端回收。
d）掌上运维：施工人员通过掌上运维对领出的终
端出库占用、对旧终端回收。
e）号线资源：提供在网 ONU 终端信息供固网终端
管理系统核对，展现差异数据，供库管员修正。
f）IPTV 业务平台：提供在网 IPTV 终端信息供固
网终端管理系统核对，展现差异数据，供库管员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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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市分公司每月组织盘库工作。市分公司须说明
盘库中出现的差异原因，并给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启
用合理库存、安全库存的管理模式。
业务流程层面优化如下：
a）实现业务受理至出库系统穿透。固网终端管
理系统以设备串码为唯一标识，通过外线派单系统与
cBSS/ ESS 前端业务受理系统关联，
实现出库闭环管理。
b）梳理了入库、领用、下发、调拨、返修、报废、盘
点、稽核 14 个流程。制定了内部领用终端审批流程。
c）制定了离网终端、故障终端回收、检测、翻新、
入库的流程。
d）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及时发现流程、生产中出
现的漏洞，及时采取措施杜绝终端违规流出。如：同
址已装固话，再装宽带如何规避再次配送终端。
经过几个月的试运行效果明显，有效地对固网终
端的实物进行了盘点和管控、避免无谓的成本流失，
补上了财务核算的漏洞；其次能够基于库存和业务发
展数据对比灵活调整采购时间间隔，提升了终端的利
用率，盘活了库存资金；最后促使一线运维人员大力
回收旧终端进行复用，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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