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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档说明

本文档目的是指引参与天翼物联泛智能终端招募、省公司产品招标等终端合

作伙伴（以下简称“终端厂商”）申请终端检测的整个流程说明。

本文档的预期读者是：终端厂商。

后续章节为具体的流程说明。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2.总体流程

整体流程：1、测试准备->2、终端信息申报->3、测试申请受理->4、转账付

费->5、样机提交->6、终端检测->7、发布测试报告->8、样机提交/归还样品->9、

入库评审->10、终端抽检。

1、测试准备 2、终端信息申报 5、样机提交

AEP平台适配及
检测8、样机留样/归还样

品

申报信息
审核通过？

3、测试申请受理

测试需付
费？

4、转账付费

完成付费？

6、终端检测

申报信息审核
是否

否

申请通过？

否

否

是

SaaS应用对接

终端检测

好用性测试

7、发布测试报告

9、招募评审

测试报告

合作
伙伴

测试报告

发票

10、终端抽检招募结果

招募结果

检测受理单

检测申请单

申请审核

是

样机分别发
送至：
• 南京检测

地（AEP
平台适配
及检测）

• 上海检测
地（终端
检测、好
用性测试
评估）

是

发票开具 发票

技术服
务协议

缴费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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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试准备

参与终端招募的厂商在申请终端检测前需具备：

 蜂窝类终端

须通过工信部测试，获得《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

核准证》（可以提供终端所采用模组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1）4G 终端要求支持 TD-LTE、FDD-LTE 制式，频率必须符合中国电信的 4G

频率范围；

2）NB-IoT 终端要求支持 NB-IoT 制式，频率必须符合中国电信的 NB-IoT 频

率范围。

 非蜂窝类终端

wifi、蓝牙、Zigbee 等无线通讯功能的终端设备，须通过国家无线电管理

委员会（SRRC)对其发射特性进行型号核准测试，获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

准证》。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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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终端信息申报

参与终端招募的厂商，在申请终端检测前需完成企业注册及终端信息申报。

参与省公司产品招标、实验室终端优化检测的厂商，可跳过此步骤。

厂商需要在物联网开放平台（www.ctwing.cn）（以下简称 CTWing 平台）完

成注册，提交终端产品的信息申报，申报信息包含：产品品牌、产品型号、终端

类型、行业类别等，同时需要提供相关的企业资质、产品第三方认证报告、自测

报告、产品说明书等材料；

终端信息申报若通过审核，则进入到测试申请受理步骤，若申报信息被退回，

则厂商需配合修改相关的申请材料和产品信息，再次提交；

如果前期已经做过企业账号注册，则不需要重新注册。

终端信息申报操作具体见《泛智能终端信息录入系统操作指引（合作伙伴）

V2.0》。

登录CTWing平台 填写拟申报终端信息 申报信息审核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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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试申请受理

厂商需提交终端产品的检测申请，在 CTWing 平台在线申请不支持前，可通

过指定方式（指定人员或平台下载）获取终端检测申请单、客户主数据信息表，

终端检测申请单信息包括：厂商名称、厂商联系方式、终端型号、通信制式、检

测类别、检测服务、预约测试开始日期等，检测申请单完成填写后发送至指定邮

箱（18651635589 iot_test@chinatelecom.cn）；

天翼物联指定人员对终端检测申请单的终端信息、检测服务信息等进行审核，

确认测试开始时间、费用：

 若通过审核，生成终端检测受理单，如需收费，则将终端检测受理单、

技术服务协议发送给厂商联系人，进入到转账付费步骤；如不需要收费，

则将终端检测受理单、样机提交要求发送给厂商联系人，进入到样机提

交步骤；

 若审核被退回，则厂商需要修改相关的申请信息，再次提交。

注意事项：

1. 申请表中，申请检测的终端信息需和终端信息申报中的信息一致。

2. 检测类别，包括终端招募、省公司产品招标两类，可依据检测目的，勾

选检测类别；

3. 检测项目，包括 AEP 平台适配及检测、终端检测评估服务及好用性测试

评估服务三类，厂商可依据检测目的、终端类型进行勾选：

1) 蜂窝类终端，三类检测服务都提供；非蜂窝类终端，不提供终

端检测评估服务；

2) 终端招募，缺省需要勾选“AEP 平台适配及检测”、“终端检测

评估”、“好用性测试评估”三项检测服务；

3) 省公司产品招标，需注明省份，可依据省公司招标需要选择检

获取检测申请单 填写终端检测申请 检测申请审核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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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服务

6.转账付费

转账付费
提供缴费凭证、技术服

务协议
确认费用到帐

厂商确认检测受理单，需要依据收到的终端检测受理单缴纳费用、签订技术

服务协议，将检测受理单中的开票信息（企业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

开户行、账号等）、开票类型（目前仅支持专票）、发票寄送地址等填写完整，

完成汇款后请将汇款回执（电子回单或截屏）、技术服务协议、检测受理单等反

馈给到指定邮箱（18651635589 iot_test@chinatelecom.cn），以便及时查询

到账情况并寄送发票、开始测试等；

费用若确认到帐，各测试节点发送样机提交要求、测试应答表等给厂商，厂

商则依据收到的样机提交要求、测试应答表进入样机提交步骤。

采用公对公转账方式。付款方式暂时支持银行转账，

收款单位信息如下：

• 账户名：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城北支行

• 开户行行号：308301006037

• 银行账户：125909937110301

• 纳税人识别号：91320 000MA 1XWHG 368

•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 501 号 1101 室

• 用途：技术服务费

注：汇款一般三个工作日到账，汇款到账后，方可开始测试及开具发票。转

账汇款，在备注中附言“终端检测费”。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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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样机提交、归还样品

根据终端测试要求，准备测试的终端样机，厂商需要按样机寄送时间要求分

别寄送到天翼物联上海检测点（终端检测、好用性测试评估）、南京检测点（AEP

平台适配及检测）。

测试样机提交时间：测试样机于与终端检测业务受理单确定的测试开始时间

前 2个工作日内提交至各测试点；

测试样机提交的数量和提交要求:

1. AEP 平台适配及检测

 提交 1 部，送样前需按照《 CTWing 平台检测入场申请表》完成测

试样机的准备工作；

 针对大型、特殊类型等的终端样机，由终端厂商和使能平台研发运

营中心协商确定检测方案。

2. 终端检测评估（包括终端检测评估、好用性测试评估）

测试样机提交数量、提交要求依据终端网络制式不同而不同，分别为：

 NB-IoT 制式的终端：提交 7部，送样前需按照《NB-IoT 终端入库测试 -

测试前应答》完成测试样机的准备工作；

 4G 制式的终端：提交 4部，送样前需按照《4G 终端入库测试 - 测试前

应答》完成测试样机的准备工作；

 针对大型、特殊类型等的终端样机，由终端厂商和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协

商确定检测方案及供检测的样机数量。

样机寄送地址及联系人见附件四。

注意：

参与“终端招募”检测的终端，均需留样给各检测点：

样机提交 填写测试应答表 确认样机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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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留存数量：除特殊类型的终端外，各类终端均留存 1 部；留存样机应为

测试的最终版本。

2．留存时间：自入库起 12 个月。

3．留存用途：将作为标准机，产品化终端后的抽样检测，对上市后终端质

量一致性比对；产品上市后发现问题的定位和验证；网络和业务平台调整后终端

侧的验证等。

非留存的测试样机会在测试完成后的 1个月内返还终端厂商。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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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终端检测、发布测试报告

AEP平台适配
及检测

终端检测 好用性检测 发布测试报告

天翼物联上海检测点（终端检测、好用性测试评估）、南京检测点（AEP 平

台适配及检测）分别对提交的样机进行检测，测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厂商需要

对问题进行解析，提出解决方案；

测试结束之后，测试报告汇总并发布到 CTWing 平台，厂商可以下载使用。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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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入库评审、终端抽检

对参与“终端招募”的终端，已通过检测并获得终端对接报告，经天翼物联

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进入“天翼优选”终端清单。天翼物联评审委员会每月定

期组织评审。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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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终端检测申请单

参测单位请填写下列申请单，并勾选拟测试项目发送邮件至���iot_test@chinatelecom.cn（电话:18651635589），安排测试时间

申请单填写人： 电话: 时间： 年/月/日

客户名称

客户地址

测试联系人名称 电话 邮箱

终端名称 终端型号 终端软件版本号

所属行业

通信芯片 模组厂家 模组固件版本号

终端描述

检测类别

□��终端招募

□�省公司产品招标
�（请注明省份：
省/市）

预约测试开始
日期

备注

其他说明

天翼物联泛智能终端检测申请单

客户信息

申请检测
终端信息

终端类型
蜂窝终端 NB-IOT����□�������4G��□

非蜂窝终端 有线�□����WiFi���□�������蓝牙���□���Zigbee���□��其他�___

检测项目

AEP平台适配及检测�□���������终端检测评估�□����好用性测试评估�□����

AEP平台适配及检测�□����终端检测评估�□����好用性测试评估�□����

注意事项：
1、申请表中，申请检测的终端信息需和终端信息申报中的信息一致。
2、检测类别，包括终端招募、省公司产品招标，可依据检测目的，勾选检测类别；
3、检测项目，包括AEP平台适配及检测、终端检测评估服务及好用性测试评估服务三类，厂商可依据检测目的、终端类型进行勾选：
　1）蜂窝类终端，三类检测服务都提供；非蜂窝类终端，不提供终端检测评估服务；
　2）终端招募，缺省需要勾选“AEP平台适配及检测”、“终端检测评估”、“好用性测试评估”三项检测服务；
　3）省公司产品招标，需注明省份，可依据省公司招标需要选择检测服务
　

申请检测服务
信息

检测内容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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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终端检测受理单

受理单号： 时间： 年/月/日

客户名称

客户地址

测试联系人名称 电话 邮箱

终端名称 终端型号 终端软件版本号

所属行业 终端类型

通信芯片 模组厂家 模组固件版本号

终端描述

检测类别

检测项目

AEP平台适配及检测

终端检测评估

好用性测试评估

备注

AEP平台适配及检测�

�终端检测评估 好用性测试评估

合计

受理人： 审核人：

付款说明

目前支持公对公转账方式。付款方式暂时支持银行转账，收款单位信息如下：

账户名：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城北支行

开户行行号：308301006037

银行账户：125909937110301

纳税人识别号：91320�000MA�1XWHG�368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501号1101室

用途：技术服务费

注：汇款一般三个工作日到账，汇款到账后，方可开具发票。

转账汇款，在备注中附言“终端检测费”，汇款后需将汇款回执（电子回单或截屏）、技术服务协议、完成开票信息（单位、税号、发票

寄送地址等）填写的客户回执表等发送至邮箱iot_test@chinatelecom.cn，以便及时查询到账情况并寄送发票、开始测试等。

2020.05.07（示例）

天翼物联泛智能终端检测受理单
参测公司请确认检测受理单中的检测终端信息、检测项目、测试费用内容，并按表中的付费说明完成终端检测费用缴纳，汇款后需将汇款回执（电子回单或截

屏）、技术服务协议、完成开票信息（单位、税号、发票寄送地址等）填写的回执表等发送至邮箱�iot_test@chinatelecom.cn，以便及时查询到账情况并寄

送发票、开始测试等。�如有问题请电话（18651635589）。

0.00 0.00

0.00

客户信息

检测
终端信息

检测项目

测试费用（元）

2020.05.10（示例）

2020.05.11（示例）

0.00

���终端招募���（示例）

��AEP平台适配及检测�、S、终端检测评估、好用性测试评估���（示例）

测试计划开始日期（实际以收到客户提交的检测样品后为测试开始日期）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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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终端检测联系方式

环节 描述
联系方式

工作时间
电话 邮箱

一、终端信息申报 终端信息申报咨询 18922161889 lian@chinatelecom.cn

法定工作日：

8:30 - 11:30

13:00 - 17:00

二、测试申请 获取检测申请单及提交

18651635589
iot_test@chinatelecom.cn

三、测试联系

测试受理单、技术服务

协议、缴费等咨询及材

料邮寄

终端检测及好用性测试

AEP 平台适配及检测 18066113826 yex4@chinatelecom.cn

四、缴费确认及发票咨

询

确认测试费用是否到帐

及发票问题
18651635589

iot_test@chinatelecom.cn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四：各测试节点样机寄送地址及接

收人

各测试点样机寄送地址及接收人

检测服务
寄送地址信息 接收人信息

地址 邮编 姓名 电话

AEP 平台适配及检测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

山南路 501 号通服大厦

11 楼 1101

210001 易善超 18066113842

终端检测评估
天翼物联物联网研究中

心上海市浦东南路

1835 号

200122 陈海涛

18651635589

终端好用性评估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