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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费系统功能介绍 

• 全部基于 WEB 的管理控制台和用户自助界面，同时各界面均有手机

版。  

• 支持按限速如 2M 包月，包季度，包半年，包年等购买服务并到期

后准确下线。  

• 支持本地对接，远程对接，系统自带 VPN 服务器【PPTP 和 L2TP】

均支持。  

• 支持短信通知，支付宝在线支付，微信支付。  

• 卡片系统支持金额卡，用户自助可按金额购买套餐，也同时支持套

餐卡，直接充卡就续上了套餐。  

• 支持各权限划分，顶级二级管理员角色区域可设置不同权限管理不

同范围的用户。  

• 运营管理支持购买套餐，变更套餐，手动更改，用户直充，办理迁

移，用户退费，停机保号，补交欠费，停用启用。  

• 支持迁移时变更用户账号继承原账号各套餐及资料设定。  

• 详细的财务管理，不同人员不同的收费账单各自分开确保账单准确

无误。  

• 支持各财务系统账单打印功能，自定义打印内容。  

• 支持工单管理，可分派不同人员报装及报修。  

• 上线日志可以按权限查看在线人数，流量，区域。  

• 每 2小时备份一次数据，支持远程 FTP及邮箱备份，确保数据安全。  



• 超大带机量，支持数万用户在线。  

• 支持过期前后提醒，可不同区域提醒不同的内容。  

• 支持地址池设置，可按不同套餐分配到不同地址池。  

• 支持批量开户，立即记时以及上线才开始记时。  

• 支持用户账号上线立即做 VLAN绑定/QINQ绑定/MAC绑定/NAS绑定  

 

 

 

 

 

 

 

 

 

 

 

 

 

 

 

 

 

 

 

 

 

 

 

 

 

 

 

 

 

 

一、认证计费对接 

进入计费系统设置 IP 地址，网关，要设置好双方通讯。 



 

  

进入维盟路由器--认证设置中开启 WEB与 PPPOE认证 

 

开启认证之后进入到 Radius 设置 

路由器当中的认证与计费的地址通计费系统中设置的地址需要是同一个网段的。 



 

 

 

 

进入到计费系统中的联网设置中，查看计费系统与路由器的通信。 

 

  

至此，维盟路由的设置已经完成，回到认证计费设置 

在全局设置里面，效验好系统时间，时间不对会导致乱账（检验时间非常重要）。 

 



计入计费系统 NAS管理配置对应设置 

秘钥，NAS标识需要与路由器中配置的一致。 

 

 

认证里面默认带了数个 2M，4M，6M的套餐了，用户也可自定义套餐 



  

客户自定义套餐 



 

我们新开户一个用户，指定 8M套餐 

 

 



 
 

宽带连接拔号。ok拔号成功，可以在在线用户里面看到用户已经上线了，且获取到了认证

下发的限速。 

 

 

计费系统中也可以看到在线的用户状态。 

 



 

  

 

同时加入手机移动版前后台自适应页面，方便的远程管理。 

 
手机版客户端界面 



 

 

 

 

 

 

 

 

 



二、功能简介 

（一）、全局设置篇 

 

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改下，日志保存天数，这里一般用默认的不必更改，除非有特别需要 

 

 

必需填写实名资料：后面有这个的说明，一般请不要开启会造成用户显示在红色不能通过。 

 

开户后绑上用户 MAC：  

开户后绑上用户接口[VLAN]：  



开户后绑上 NAS地址：  

开户后绑上 NAS标识： 

 

这些参数的意思是，开户就绑上用户的相关，但是用户还没上线，所以需要等用户上线一刻

就立即绑定了。 

批量绑定需要在同步数据里面操作。 

 

开户不强制填地址和手机：开户时用户地址和手机会默认显示成一个无字，以便提交时不会

提示您的地址和手机不能为空之类【方便特定需求的用户】 

开户时不需要购买套餐：开户成功后用户立即过期并且要购买套餐后才可以认证通过。 

检测用户离线时长[秒]：这个一般不需要改，计费在每 4分种验证路由上报的数据，路由里

面一般上报时长填 60秒，计费用四倍时长来验证用户数据。如果 4分钟后路由没有上报状

态认证就认为用户不在线。 

 

统一用户过期时间：这个统一的时小时，比如两用户是 2015-05-01 12:10:00 2015-06-08 

03:22:12，这里如果设置用 16，则过期时间统一变为 2015-05-01 16:10:00 2015-06-08 

16:22:12 

 

 

 

 

 

过期前多久不算更换套餐：默认设置为 3天，自助系统也按这个规则，如用户 2M，今天是 5

月 5 号，他过期时间是 5 月 7 号，他来交费说换成 4M，这时会自动跳到购买套餐页面，点

击变更套餐也会跳到购买套餐页面，购买套餐里面的套餐也不再是原来的全 2M，而是所有

的 2M，4M等都在。 

管理员新用户开户初装费：用户开户时默认的初始费用。 

购买套餐绑定原套餐组：这个特殊用途，一般不理会，勾上后不管用户是不是过期，只能买

原套餐组的，比如 2M只能买 2M。 



变更套餐自动算差价：这个有需要开启，用户在 2M变更套餐到 4M时，系统自动换算差价。 

 

2M50 块包月，算 30.5天，每天=1.64 四舍五入 

3M 170 包季度，算 91.5天，每天=1.86 四舍五入 

距离过期还有 10天，补差价 (1.86-1.64)*10=2.2块四舍五入，2块 

用户 2M变 3M，首先 3M的套餐钱照收。另外。还要把剩余的差价补过来，因为套餐是立即生效。 

变更套餐只算差价：操作变更套餐的时候，就不再续费了只算以前的差价。 

购买后允许撤单时长：如果角色允许撤单的话，如上图，营业员刚购买的套餐【买错了】可

以在 1小时内撤消再重新购买。 

购买后撤单当天截至：如果角色允许撤单的话，最长在当天 23点时可以撤单 

【这两个撤单超级管理员不限制，已结算的不允许撤单】 

 

允许欠费用户连接[天]： 

针对运营里面购买套餐使用的不是现金，而用欠费使用时，允许这个用户欠费后能连接多少

天，比如今天是 5月 5号，用户过期时间是 5月 5号，用户 5月 1号欠费使用到 6月 5号，

这里欠费允许用三天，则会在 5月 8号后不能再使用必需先补交欠费。 

 

过期欠费多久后能撤消[天]： 

这个理解比较的绕，这主要针对二级管理员，前提是角色里面允许了二级管理员可以用欠费

使用和撤消欠款。 

 

举个例子，如果我这里设置成为 1天。 

今天 5月 5号，用户过期时间是 5月 5号，用户 5月 1号欠费使用到 6月 5号，如果这里设

置成了 1天，他在 5月 6号前二级管理员可以撤消这个欠费单，重新交费或购买其他套餐。 

不限制的后果，用户用到 5月 15号，要求撤单，二级管理员私自同意，撤单后用户立即过

期，再购买套餐，其间，5 月 5号-15号 10天白用白送。 

限制了后，二级管理员虽然有撤单权限，但不可以随意撤，在未过期的状态下，5月 5号之

前都可以撤，因为他原套餐是 5月 5号过期，之后一天内允许撤，一天后如果用户还是要撤

单，必需上报权限更高的人处理。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第三个，更换套餐还欠款的用途。 

比如用户用的是 2M包月，并且欠费使用的，他在还款的时候，并不想按默认的给这 2M包月

的费用，他要用 2M包季度【因为有优惠】，这就更换套餐还欠款，如图 

 

这个继承上次的金额，一般是开户费，变更套餐差价费，这个从上改到下也要补上这些相关

费用。 

 

 

 

如果角色管理开启了权限，限制列表，而二级管理员不能看到全部用户，每次搜索只能显示

多少个这里指定，且没有统计，不分页，【方便有的小区客户不愿意二级管理员知道他一共

多少用户】 

快捷跳转不限制列表，他开了限制列表，但不希望用户管理的快捷跳转也只显示成了这 5

个。 



 

 

 

 

 

 

（二）、短信网银 

要用到短信功能，先需要认证系统能连接上网，网络设置要有网关，并且能 ping能外网。 

 

 

短信设置上面有合作方，起步 1万条开始购买，买到短信后第一步就是把各功能的内容备好

案。 



 

点击查看报备模板，把你修改好后的内容报备上去。报备地址就是短信设置上面的网址后台。 

 
 

 

报备成功后，填入短信账号和密码，启用这两个功能保存好后，给自己开一个账号做为测试。 

 

 



 

 

 

请注意下图，这四个位置发自动大量发送短信，短信清单可以查询到发送数量。 

 

二级管理员需要发送短信，还得另外在角色管理里面开启发送权限。 

这个发送成功除了报备要签名外，短信商也要给您强制签名，如果仍然发送失败，查询短信

数量却又是成功的，可能是短信商没有给您强制签名，可以把内容和报备都加上强制签名试

试。 

 

最近很多人咨询支付宝，支付宝必需申请企业支付宝账号，有网站并备案好，认证需架立在

公网上通过网站域来的解析来进去访问才可以在线支付，内有详细说明，这个比短信设置简

单，但申请要麻烦点。 

 



 

支付宝申请到需要打开用户自助登陆系统。 

 

取消这个勾后用户便可以登陆上来了。 

打开自助系统后，用户和管理员在一个页面上了。 

 
 



 

 

 

用户自助系统如果有充值卡，要开了充值卡后才会显示充值界面，如果有支付宝，要填好支

付宝的 KEY后，再用域名访问才有支付宝充值界面。 

 

其在线客服将显示在自助系统里面，如果没有开启自助系统无法显示在线客服。 

 

（三）、套餐管理篇 

 

默认情况下，维盟认证计费使用的是套餐区域，就是一个套餐可以绑定多个区域。 



 

 

 

 

如图，可以指定 2M包月，给一区和三区使用，二区不使用。 

但这样也有一个弊端，如果套餐数量大，而且加上区域用户多各套餐不一样，差异非常大的

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第二种。 

区域套餐。 

我们在全局设置开启 



 

 

这样各区域都有自己的套餐，各套餐不能变更区域范围，不能绑定多个区域。 

 

 

 

也很方便的让我们放开权限把区域设定为一个管理员，他自行管理自己的区域，套餐，用户

及相关。 

建议不要混用套餐区域和区域套餐，使用其中一个便可。 



 

套餐区域-->套餐绑区域，可以绑多个区域，量大有点乱，量小比较方便。 

区域套餐-->区域绑套餐，单个区域下建立多个套餐，套餐只在这个区域下不能转到别的区

域，量大比较方便，量小不方便。 

大家根据情况选择使用其中一种。 

 

（四）、用户管理篇 

 

 

 

点击序号可以选定一页，列表设置可以设置一页显示的数量及相关条件，表头点击可以排序。 

更新信息：可以更新单条或一页的备注，管理员，区域。 

网络设置：可以设置用户的固定 IP，如有的账号不管他怎么上线，IP总是这一个，以前 MAC，

接口，NAS 的绑定与解绑【全局设置如果开自定绑定则上线又会绑上】。 

解绑用户：清理用户的 MAC，接口，NAS的绑定【全局设置如果开自定绑定则上线又会绑上】。 

踢下用户：置在线用户离线。 

上线信息：查看用户的上线记录，有最近记录和历史记录，可以切换。 

修改用户：修改用户登记的资料。 

批量禁用：批量停用用户【点击序号可以选定一页】。 

批量启用：批量启用用户【点击序号可以选定一页】。 

文件管理：可以管理用户上传的一些如身份证扫描件，开户协议，文本文档。 

永不过期：点击后用户过期时间为 2100年。 

删除用户：谨慎操作，删除后不可恢复，账单记录仍保留。 

 



 

也可以直接点击用户名单个更改，点击套餐可以直接转入运营。 

运营的相关说明请查看另一文档。 

 
可以把用户导出为表格文档，导出为标准格式是方便批量导入另一个计费，批量改管理员和



区域配合更新信息一次改一页。 

导出的条件为搜索的格式。 

 

也就是您按什么格式搜索的用户，就能导出哪部分。 

比如我要把区域为一村的导出来，再导入到另一个维盟计费，如果导入数据请查看另一文档。 

 



（五）、运营管理篇 

1．购买套餐 

 
购买套餐，为用户续费购买套餐，如果用户未过期，只能购买同组套餐，如果用户已经

过期，则可挑选各组套餐，支付方式如果收到现金，用现金支付，如果未收到现金就有不少

变数，用欠费使用功能。如果用户账号有充值卡充进去的金额，则可以采用余额扣款。 

受限于全局设置的以下两设置项 

 

如上图，用户在只有三天过期的时候，可随意挑选套餐而不会归为变更套餐类型。 

如果购买套餐绑定用户原套餐组后，则购买套餐只能购买同组套餐不能分组。 



2．变更套餐 

 
使用环境：2M用户距离过期还有 1个月，过来续一个月费用并要求改为 3M用户，当然

2M的钱上次购买套餐已经付过了，来续费 3M不可能只按 3M包月的费用，因为变更套餐 3M

是立即生效的，其中要补一下差价，如果 2M 50，3M 60，这里差价上可填 10块共收 70。 

如果全局设置，运营套餐相关，开启了变更套餐自动算差价，这里的差价系统会自动算

出来，如要手动修改需要有角色权限。 

系统自动算差价原理： 

2M50块包月，算 30.5天，每天=1.63 

3M 170包季度，算 91.5天，每天=1.85 

距离过期还有 10天，补差价 (1.85-1.63)*10=2.2块四舍五入，2块 



3．手动更改 

 
手动更改主要用在两种环境，一种是如上图备注，手动指定套餐，手动改过期时间，手

动改补交金额，手动更改不允许欠费使用。 



4．用户直充 

 
直接充值金额到用户账户的余额里面，如果不用充值卡的话也一般不开启这个功能，这

个功能使用看上图备注说明，这个只能现金支付。 



5．办理迁移 

 

用户从一村搬家到二村，如果套餐有绑区域则要选择用户所在区域的套餐。如果没有多

区域则这个功能角色管理里面不要开给二级管理员，同时也可以变更用户账号名。 



6．用户退费 

 

如上图备注，退费会清掉用户的余额，用户账号也会被设置为立即过期。 



7．停机保号 

 
适用环境，用户回家过年[或出差]，假期 15天，要求停机保号，回来后适当付差价再

开通，确定后账户将不可使用。 



8．保号恢复 

 

适用环境，用户回家过年[或出差]，假期 15天满了，原本是 10月 09过期，加 15天为

10月 24过期，并交保号费用 15元，这里只能用现金支付。 



9．补交欠费 

 
使用环境，用户购买套餐 2M包月，没有来交现金，电话里面说过三天来交，三天后用

户过来交上了费用，补交里面选择默认还款。 

三天后用户过来交费，说是不要用 2M包月套餐了，交半年的吧，用下面的更换套餐还

款。 



10．查询密码 

 

11．停用用户 

停用的用户无法继续上网，一般针对恶意欠费的用户。 

12．启用用户 

启用被管理员停用的用户，一般也是针对恶意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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