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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划概述 

准备好接受新的机遇了吗？华为CaaS通信能力开放合作伙伴计划可以祝您一臂之力。无论

您是SP、ISV还是SI，我们都欢迎并希望您能加入我们这个行业领先的团体。 

 

本计划为您提供可兼容通信能力开放所需的运营商通信能力及资源（如消息、语音、视频、

会议、呼叫中心、通信协同、用户数据等…）。您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需求快捷地申请和调

用这些通信资源接口，使产品以最低的成本、最短的开发周期具备高质量的通信能力，增强

产品竞争力，创造新的业务收益和市场机会。 

 

我们的共同客户同样能从中受益。通过对已进行补充和创新的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复制，可以

赢得新市场、影响客户成果，并推动自身获得更多业务价值。 

 

通信能力开放合作伙伴计划是我们华为合作伙伴网络的一部分。它为从创建到上线的整个开

发生命周期提供支持，来帮助您取得成功。 

 

2 业务领域 

行业应用：O2O运营应用API；隐私保护应用API；房产信息化应用API；远程医疗应用API；

互联网金融应用API；快递应用API等等。 

其中为不同的行业提供不同的通信原子能力： 

O2O运营应用API：语音验证码，语音通知，自助语音应答，IVR外呼通知，隐号通话，呼

叫中心，短信通知。 

隐私保护应用API：隐号通话，虚拟小号，400虚拟总机。 

房产信息化应用API：隐号通知，400虚拟总机，通话录音，虚拟小号。 

远程医疗应用API：电话会议，隐号通话，融合通信，视频通话，即时通讯，呼叫中心。 

互联网金融应用API：语音验证码，隐号通话，通话录音，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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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应用API：回拨电话，虚拟小号，IVR外呼通知，语音通知。 

 

3 计划等级 

为华为CaaS通信能力开放合作伙伴计划设置三个等级：认证伙伴、优选伙伴和高级联盟。 

每个等级都有特定的要求和享受特定权益，其中包括差异化的资费优惠，技术和服务支持，

营销推广等。 

3.1 流程说明 

关键活动 活动属性 描述 

01 确定集成方案 详细内容 通过新合作资源拓展、原有合作资源推荐等行

动，寻找到与CaaS项目有合作点的业务和业务提

供商；确定具体的集成方案并制定详细集成方

案。 

活动目的 寻找有合作意愿的合作伙伴，确定集成方案。 

关键检查点 1. 确定的集成方案是否具备技术可行性； 

2. 集成方案是否能满足特定用户群的需求； 

3. 集成方案是否有清晰的盈利模式。 

02 提交认证申请材

料 

详细内容 合作伙伴按照要求提供关键信息，如厂家信息、

主要产品、集成方案等；对于符合基本要求的合

作伙伴，运营商将其信息进行备案归档；对于不

合适的合作伙伴及时中止合作。 

活动目的 了解更详细合作伙伴资质信息，方便对合作伙伴

进行统一管理。 

关键检查点 1. 合作伙伴是否提供了全面的相关信息； 

2. 合作集成产品是否用于合法合理的领域。 

03 纳入合作伙伴资

源池，颁发认证伙伴

证书 

详细内容 合作伙伴统一认证管理，最初确定合作关系的合

作伙伴认证为认证伙伴；后续根据合作的深入程

度进行认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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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的 合作伙伴统一管理，根据不同条件对合作伙伴进

行分级认证。 

关键检查点 1. 合作伙伴资源池是否定期刷新； 

2. 合作证书的颁发是否及时。 

04 签署合作协议 详细内容 确定合作的细节，签署合作协议；包括具体合作

的商务定价、责任条款等。 

活动目的 签署合作协议，确定合作的具体内容。 

关键检查点 1. 合作的责权利定义是否清晰； 

2. 合作协议是否进过法务认证。 

05 提供相应等级合

作伙伴的渠道推广

或其他政策扶植 

 

详细内容 运营商搭建对应的平台推广CaaS的集成业务；针

对不同等级的合作伙伴，提供相应的推广渠道或

扶植政策，具体详见下一章节。 

活动目的 利用运营商资源和渠道优势，帮助合作伙伴业务

成功，更好地推广电信能力。 

关键检查点 1. 运营商推广渠道与扶植政策是否完备； 

2. 推广渠道和内容是否与双方达成共识。 

06 合作等级升级申

请 

详细内容 合作伙伴当达到更高级的资质要求时，向运营商

提出升级申请；运营商对申请进行审核，当申请

通过时，合作伙伴升级成功，运营商更新合作资

源池，并颁发最新的合作等级认证。 

活动目的 合作伙伴等级动态维护。 

关键检查点 1. 合作伙伴等级升级条件是否具备。 

 

 

4 计划要求  

华为CaaS通信能力开放合作伙伴计划对于每个级别的伙伴都有相应的要求，基本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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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等级 资质要求 

认证伙伴 与CaaS能力开放平台完成对接集成，并推广商用。 

优选伙伴 至少有一个集成了CaaS能力开放的产品，且这部分增加的营收超过

100万RMB。 

高级联盟 有一个集成了CaaS能力的产品，且这部分增加的营收超过500万RMB 

或者有两个以上集成了CaaS能力的产品推广商用，且这部分增加的

营收超过300万RMB。 

 备注：上面提到的“营收”是指在过去一年内为运营商带来的收入。 

 

5 计划权益 

运营商除了通过CaaS项目提供电信能力外，还需要根据自身优势向合作伙伴提供更多

的业务推广渠道和优惠扶植策略，加深合作层面，通过协助合作伙伴成功获得项目的成功，

而不仅仅是集成与被集成的关系。这对于项目的成功十分重要。通常通过下面几个方面加深

与合作伙伴的业务合作。 

5.1 技术服务支持 

对于不同等级的合作伙伴，运营商提供不同等级的技术支撑，确保对优质合作伙伴的有

效支撑。 

根据支撑团队的人力情况，将技术服务等级区分为“5*8”，“7*24”两种。对于一般

的合作伙伴，支撑团队提供每周工作日5天，每天8小时的技术咨询、问题处理等支撑；对于

优质合作伙伴，支撑团队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技术支撑。 

5.2 推广渠道共享 

运营商借助合作伙伴原有产品的推广渠道推广电信能力；合作伙伴借助运营商的推广渠

道推广集成了电信能力的合作产品；双方推广渠道优势共享，从而获得双赢。 

运营商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针对CaaS项目可提供的推广渠道，并针对不同等级的合

作伙伴提供不同的推广渠道共享。常用的渠道有运营商产品推广平台、广告联合推广、运营

商客户群推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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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举办合作伙伴论坛 

当项目推进到一定程度，有了一定的合作资源和合作业务积累后，建议定期召开合作伙

伴论坛，让合作伙伴共享能力开放相关的信息；并可以通过媒体渠道，宣传CaaS，宣传合

作伙伴； 

举办下面几种类型的论坛： 

1. 年度举办开发者创新应用大会，并借助公共媒体进行品牌推广与项目平台的宣传；

根据合作伙伴基于CaaS能力开放平台开发的新业务，评选出年度创新应用、年度最

佳收益应用、年度最佳推广应用等奖项；对获得奖项的合作伙伴进行颁奖。 

2. 合作伙伴峰会论坛：面向优选伙伴及以上的合作伙伴，通过峰会圆桌论坛的方式，

运营商与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心得，了解合作伙伴还期望获得哪些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通常峰会与开发者创新应用大会同期不同时段举办。 

3. 举办开发者培训大会：通过开发者大会对开发者进行电信能力开放培训，收集能力

开放平台的使用意见； 

5.4 提供通信资费优惠 

为了鼓励合作伙伴的加入和业务创新，运营商向合作伙伴提供相应的通信资费优惠策略： 

1. 对于所有确定了合作方案，准备进行业务试点的合作厂家，试点推广一个月内资费

全免； 

2. 对于所有合作伙伴，具备新开放能力优先使用推广的权利； 

3. 对于优选合作伙伴，在原有合作协议确定的协议分层基础上，获得3%~5%的收益

返点； 

4. 对于高级联盟合作伙伴，在原有合作协议确定的协议分层基础上，获得8%~10%的

收益返点； 

 

5.5 合作伙伴扶植策略汇总表 

合作伙伴扶植策略 具体内容 认证伙伴 优选伙伴 高级联盟 

技术服务支持 “5*8”技术支持 Y   

“7*24”技术支持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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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渠道共享 借助运营商推广平台推广 Y Y Y 

联合广告推广  Y Y 

运营商客户群推介   Y 

合作伙伴论坛 开发者创新应用大会 Y Y Y 

合作伙伴峰会论坛  Y Y 

开发者培训大会   Y 

 

6 如何加入 

本Program会不定期进行更新： 

如需了解最新信息，请访问http://www.huawei.com。 

参加本计划，请访问https://marlite.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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