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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 

     OElove 5.x 婚恋交友产品包含 OElove 婚恋网站系统、 OElov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OElove 推广系

统，三系统可以无缝对接，数据完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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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项目名称 

婚恋交友网站项目开发。 

 

1.2 项目的内容 

    本网站系统项目是一个基于 B/S 结构的网站系统，采用 OElove Version 5.0 Professional ++ 企业

增强版为项目内核并通过订制开发实现会员注册登录、会员互动、个人展示、私信功能、相册（私密照）、

在线聊天、附近的人、地图功能、搜索功能、语音独白、红娘牵线功能、认证功能、约 Ta 功能、征婚启事、

活动功能、网红模式、红娘分配跟进、在线充值/支付、手机 WebApp 客户端、微信公众号交友营销（微信

API）、第三方平台登录接口、Android（安卓）APP、iOS 10（苹果）手机端应用 APP(额外订制),另外除了

具备强大的 PC 端同时具备更多与移动互联手机 APP 相结合，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享受网站提供丰富的婚恋

增值服务。 

 

1.3 产品简介 

     OELove 是 2010 年(众米科技旗下)O.E 研发团队经过长期的调研策划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开发而推出

的一套以满足大型数据架构的超大型网络婚恋社交、征婚、互动系统，该系统继承了此前 O2O、SNS 及 B2C

的优秀特点，在许多现有的交友模式中做了大量创新式开发,代码采用高标准的规范编写,全面对数据处理

能力进行大规模改良与优化。增加了多套系统模版以及加强了互动功能。此系统的推出表明公司有实力把

交友系统做的更好。此系统界面美观，后台功能强大，操作的人性化，简洁化给用户的操作带来了许多方

便。  

    该 OELove 交友系统功能强大、可扩展性强：以 PHP 为主要的开发语言、结合新技术 jquery ajax，系

统运行速度和页面生成速度快；在整体功能上，整合了会员数据交互管理及系统模块之间的深度控制，对

于前台界面，我们可与后台及模板完全脱离，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和实际的需求订制。是您建立婚恋机构、

交友网站的最佳选择。全面支持在线支付财富通、支付宝、网银在线、易宝支付、PAYPAL、支付宝手机支

付、微信支付、移动充值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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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部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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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产品优势 

◆ 强大 OEPHP 数据框架 

    综合各大架构的优点为一身而设计的精简级、精练级的 PHP 框架，在 MVC 模式基础上进行延伸的

分层体系架构，简单的代码写健壮的程序，采用高效率的代码、全面的缓存及数据优化使您的网站承

载能力达到千万级别。 

◆ 强大模板引擎技术 

    全新设计的、基于成熟的 OEPHP +Smaty 技术、用户可完全自主控制的模板处理方案，它充分释

放了站长对自己网站的风格、代码编写习惯、数据来源的掌控权，而不再受系统的限制。同时在前端

还采用了数据缓存、页面缓存等多种手段及形式的缓存机制，使得页面的执行速度表现优秀。 

◆ 多样化运营方案 

    OElove 除常见征婚交友、互动交友、线下活动报名、手机互动、微信交友等，采用目前 O2O 理念、

线上线下多种模式立体经营，大大拓展网站运营者多途径盈利。 

◆ 多方位认证体系 

    在各类社交中用户最关心的是信息的真实性与安全性，OElove 采用邮箱认证、手机认证、身份认

证、QQ 认证、身份证认证等多种认证方式让用户更放心，网站信息更真实。 

◆ 自定义会员组功能 

    OElove 提供了自定义会员组功能，网站运营者可以根据自己市场定位以及运营方式来设定自己会

员组及权限。可以自定义会员组的名字，可以分配会员组的权限。当某个会员属于某个组，那么这个

会员就拥有了这个会员组下的会员权限了。这样可以去限制或者赋予会员不同的权限。 

◆ 多元化消费互动机制 

     OElove 全面采用金币的消费体制，有各种互动功能、发私信、看联系方式、看私密相册、报名

活动付费、委托红娘牵线、首页推荐、约 Ta 等，灵活的使用这些功能与权限会给网站带来相当多的

消费用户。 

◆ 丰富且实用支付体系 

    OElove 提供目前互联网中主流的各类支付方式，例如：财富通、支付宝、微信支付、网银在线，

并保留更多的拓展。 

◆ 便捷实用的多种登陆 

    可以通过网站后台设置多种会员的登陆方式，例如：手机、QQ、新浪微博、微信等。 

◆ 功能强大的插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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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及标准化的插件体系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参与网站的增值功能开发，为网站带来更大的应用

价值。 

1.6 技术可行性 

     网站主要实现会员注册登录、查看基本信息及在线互动、会员匹配、活动报名、征婚启事、购买增值

服务、会员管理、营销管理、API 接口管理等功能，涉及数据库管理、安全应用、FTP 站点管理、linux 服

务器环境等多种技术，这些都是现阶段已经相当成熟可靠的技术，可以确保今后网站的性能和运行的可靠。                 

本网站系统主要以 PHP、HTML5为主要的开发语言基于 MVC 的开发模式、结合新技术 jquery ajax，系统运

行速度和页面生成速度快；在整体功能上，整合了会员数据交互管理及系统模块之间的深度控制，对于前

台界面，我们采用 smarty 技术可与后台及模板完全脱离，可以根据网站运营的需要和实际的需求进行快速

改版与美化，数据库采用 Mysql Ver 5.X，前端页面结构的设计就要通过利用 Dreamweaver photoshop、

Editplus 等工具设计页面。网站采用模板、数据缓存及分表索引技术优化与提高网站的承载能力。 

     考虑网站本身是互动性比较强，对服务器资源及数据交互能力要求相对一般电子商务网站较高，所采

用 LAMP 技术架构是非常成熟与高效可靠的。 

网站 操作系统 Web Server 数据库 脚本语言 

Yahoo FreeBSD + Linux Apache MySQL PHP 

Facebook FreeBSD Apache MySQL + 

Memcached 

PHP 

Wikimedia Linux Apache + Lighttpd MySQL + 

Memcached 

PHP 

Flickr Redhat Linux Apache MySQL + 

Memcached 

PHP+ Perl 

Sina FreeBSD + Solaris Apache + Nginx MySQL + 

Memcached 

PHP 

YouTube Suse Linux Apache + Lighttpd MySQL Python 

经典 LAMP 网站架构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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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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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模块 

3.1 会员模块 

➢ 推荐会员 

在首页或其他的页面中，通过后台对相应会员进行筛选推荐，可以根据网站运营的需求在前台调用、

显示最新会员、推荐男会员、推荐女会员、VIP 会员等，灵活的提高会员在网站的曝光率； 

（PC 电脑版前台推荐会员） 

 

（H5 手机版首推荐） 

 



 
                     国内最优秀的婚恋交友平台＆婚恋会员管理解决方案 www.oelove.com 

 13 / 108 
 

➢ 会员主页 

会员主页展示内容：会员头像、会员昵称、ID、信用值、基本信息、公开相册、择偶条件、详细资料、

生活家庭、爱情规则。 

会员主页可操作内容：发私信、加好友、约 ta、查看联系方式、诚信查询、委托红娘牵线、加好友、

举报/拉黑、加入关注、求照片、等功能。 

（PC 电脑版个人主页） 

 

（H5 手机版个人主页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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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中心 

账号管理：修改密码、支付密码、体现收款资料、找回密码、绑定第三方登录、登录退出等操作与管

理。 

资料与设置：设置是否开启短信、微信、邮箱、详细提醒推送；会员基本资料编辑与完善、择偶条件

设置、升级会员、设置所在位置地图坐标等。 

头像设置：设置会员的头像，带裁剪功能。 

相册功能：会员可上传/删除个人相册操作。 

足迹：记录会员之间的浏览情况，谁看过我，我看过谁。 

 

➢ 匹配推荐（猜你喜欢） 

网站可以根据会员的择偶条件、个人资料信息等筛选出会员可能喜欢的会员并推荐展示，方便会员寻

找心仪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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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父母帮功能 

    网站平台可以开启父母帮功能，能提供单身人士的父母在平台上代替子女注册账号征婚，而突显出父

母征婚的标识 

 

 

 

 

 

3.3 资料卡功能 

   在平台上注册了的会员，都可以通过后台生成资料卡，打印出来。可用线下举办活动、线下相亲会、

见面会等用途 

资料卡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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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会员相亲卡功能 

   在平台上注册的会员，都可在个人中心的相亲卡，生成自己专属的相亲卡片，分享出去快速脱单，也

可让专属的红娘，委托宣传征婚（相亲卡支持切换多套风格） 

相亲卡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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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搜索功能 

➢ 普通搜索：会员可通过分类项目对会员进行精确查询，可按地区、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或学历

等，提高网站的目标精准性； 

➢ 热门标签：可以通过以认证会员、白领、高学历、VIP 会员、附近的人等标签进行筛选会员； 

➢ 排序搜索：在会员列表页中，可以选择按照默认排序、会员等级、人气指数、认证会员、最新会员、

最新登录的方式进行列表排序、方便用户查找会员。 

➢ 搜索列表样式切换：会员列表页展示样式，会员可以自由切换、以满足不同会员的浏览习惯。 

 

3.6 私信功能（在线聊天） 

在线聊天是网站会员互动的主要功能之一，有该权限的会员可以对心仪的会员发送私信进行互动 

➢ 私信解锁：后台可设置私信解锁所需支付费用，解锁之后，双方通信不受任何限制，是网站的赢利点

之一。 

➢ 私信内容：私信可以发送文字、表情。 

（PC 电脑版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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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手机版私信） 

 

3.7 动态功能模块 

动态分为两种，一种是会员的动态，一种是网站的动态，前台展示的动态，可以加以评论、点赞操作，提

高网站的活跃度。 

➢ ①会员动态：有该权限的会员可以发布心情动态、微播；发布内容可以是纯文字、文字加图片的方式。 

➢ ②网站动态：当网站有新会员注册、会员认证、会员绑定手机、网站发布活动、会员充值 VIP、会员



 
                     国内最优秀的婚恋交友平台＆婚恋会员管理解决方案 www.oelove.com 

 19 / 108 
 

更换头像等属于网站动态，系统会自动发布到动态列表，提高网站活跃度。 

➢ ③其他功能 

评论功能：会员可以对会员或网站动态加以评论，增加网站互动性。 

动态搜索：可以根据发布者性别、年龄、地区进行筛选搜索动态内容。 

送礼物（打赏）：可以进行送礼物操作，打赏发布者。（已下架） 

（PC 电脑版动态） 

 

（H5 手机版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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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附近的人（地图功能） 

地图标注：网站会提示已注册会员标注所在位置地图坐标，实现会员与会员之间的实际距离。 

附近的人：可以通过附近的人搜索会员，显示会员之间实际距离，精确到米。  

 

3.9 礼物功能（已下架） 

礼物为虚拟礼物，会员与会员之间可以相互赠送，后台可录入礼物数据，自定义礼物价格，是网站会员之

间互动与网站盈利模式方式之一。 

3.10 相册功能（私密相册已下架） 

会员可以上传相片到自己的相册中，其他会员可以浏览，可点击查看大图。 

私密相册（已下架）：会员可以设置上传的相片为私密相册，其他会员需要付费才可以查看浏览，同时会员

可以得到网站后台设定比例的收益（网红模式），这部分收益可以提现。 

求照片：当会员会员没有上传照片的时候，其他会员可以发起“求照片”请求，邀请会员上传照片。 

（PC 电脑版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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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手机版相册） 

 

3.11 第三方登录功能（QQ、微博、微信） 

网站集成 QQ、微博、微信第三方登录接口，只需到第三方登录申请后填写对接信息即可实现电脑版 QQ 绑

定登录、微博账号绑定登录、微信扫码绑定微信账号登录；当在微信打开即绑定微信快捷登录，在手机 QQ

或手机浏览器访问即可绑定 QQ快捷登录。第三方平台登录让会员登录平台更加快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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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认证管理 

网站有各种认证可以在后台自由开启与关闭，目前已有的认证项目：QQ 号码认证、邮箱认证、手机号码认

证、身份证认证，并留有拓展接口；已认证项目可以点亮图标，可以作为“认证会员”标签，用于会员搜

索、筛选。 

 

3.13 身份证自动认证接口 

身份证自动认证即可以通过对接第三方身份证认证平台，会员上传身份证信息即可进行自动认证的过程，



 
                     国内最优秀的婚恋交友平台＆婚恋会员管理解决方案 www.oelove.com 

 23 / 108 
 

可以提高会员审核效率与会员质量。 

备注：需二次开发第三方接口实现。 

 

3.14 征婚启事 

具有本权限的用户可以通过付费或免费的方式在平台宣告征婚及择偶要求，由平台管理员筛选审核通过。

符合要求的会员可查阅及应征报名，后台可以对该功能进行审核显示在会员报名列表，会员根据需求挑选

应征会员，若必要时可同时选择请求情感老师介入（付费）。 

征婚启事搜索：可以根据发布者年龄范围、地区进行搜索。 

委托红娘：在征婚启事详情页，可以提交委托红娘一对一牵线服务，增加成功率，也是网站的赢利点之一。 

 

 

 

（PC 电脑版征婚启事） 

 

 

 

 

（H5 手机版征婚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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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会员二维码 

每个会员都会生成一个唯一的二维码，使用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可以添加对方为好友，把会员。 

➢ 扫码看会员信息：游客（未登录）使用微信扫描会员二维码，可以打开会员主页，同时引导游客注册

成为网站会员，达到推广宣传作用。 

➢ 会员列表页翻牌二维码：在会员列表，当鼠标经过会员头像时候会自动翻转展示会员二维码，扫描二

维码查看该会员信息与添加成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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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约 Ta 功能 

拥有权限的会员若看到心仪的对象，可以向她（他）发起约会功能请求，填写约会主题、约会城市、时间、

地点、谁来买单、约会留言、等信息，以及可以给予约会打赏，等待被约会员可以是否同意选择赴约，不

同意费用退回发起人账户上； 

若必要可以支付费用（或免费）委托情感老师介入，情感咨询师根据需求介入双方见面安排工作。 

约 TA 功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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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活动功能 

活动由官方发起、会员报名，官方可以根据报名情况精选及导出参与活动的会员资料卡，可以设置参加活

动的会员级别要求门槛，在线报名，线下签到，包含电脑版、手机版。会员在线二维码查看会员信息及申

请加为好友。 

➢ 二维码报名：在 PC 活动详情页会有报名二维码，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报名，使用微信扫码报名

让会员付费更加方便。 

➢ 会员资料卡：网站后台可以导出已报名参与活动的会员资料卡，在活动现场可以互相扫码添加好友并

联系对方。 

➢ 付费报名：后台发布活动时候可以设置为付费报名，有利于活动的顺利进行。 

➢ 设置活动门槛：可以设置指定级别的会员才可以报名。 

➢ 自定义活动报名填写内容：后台可设置活动报名说需填写内容。 

（PC 电脑版活动模块） 

 

（活动报名申请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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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活动现场签到功能 

➢ 扫二维码签到：发布的活动会在后台生成签到二维码，用于在活动现场已报名会员扫码二维码即可完

成签到，签到记录可以在后台生成。 

➢ 刷身份证签到：已报名活动的会员可在活动现场刷身份证实名认证签到。（需对接 OEloveRP 实名认证

设备） 

3.19 情感咨询师（红娘牵线） 

会员可以网站各入口付费及免费委托情感咨询师帮助，会员提出申请后，后台可以根据会员的需求分类列

出，让网站管理人员安排情感师进行跟进与提供服务。 

（PC 电脑版委托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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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手机版委托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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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防骗中心 

结合 OElove 产品的大数据黑名单功能，用户诚信体系的基础进行数据挖掘与广大婚恋行业机构、民间组织、

网信办、共同打造的一套集会员诚信举报、黑名单失信人信息披露、数据挖掘分析、人品信用查询、不良

信息共享、API 开放接口等功能的一套婚恋行业不诚信行为净化系统。 

投诉举报：会员发现不良信息会员可以进行提交举报，后台审核后会公示在防骗中心黑名单列表上。 

查询：在防骗中心可以对身份证、手机号码、QQ、微信号、邮箱进行不良信息记录查询。 

发布防骗文章：会员可以发布防骗技巧、攻略，后台审核之后会在前台防骗文章中展示。 

（PC 电脑版防骗中心） 

 

3.21 信件机器人 

➢ 简介：通过网站信件机器人，可以设置固定数据的指定会员，根据程序逻辑对网站定向会员进行发送

信件与打招呼等行为，并可通过微信消息提醒、邮件提醒、手机短信提醒接收会员，提高网站的活跃

度，促使会员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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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网红模式（已下架） 

简介：（V5.x 待开放） 

会员可以申请成为“ (男神、女神)会员”，开启之后相应的会员可以获得查看联系方式、私密照和礼物的

收益，收益可提现，收益比例网站后台自定义，会员收入可提现或者转为余额重复消费使用。 

 

功能详情： 

➢ 可收益会员门槛：后台可以设置需要通过实名认证、邮箱认证、上传真实头像、手机认证、上传私密

照作为红娘申请门槛。 

➢ 提现功能：会员收益达到网站后台设置的提现金额后可申请提现，收益比例、提现服务费后台可设置。 

➢ 收入明细：根据时间搜索，展示会员在某段时间内的收入明细、体现记录明细。 

➢ 转入余额：会员收益可以转入到账号余额中，用于网站消费，余额不可提现。 

 

1、前台会员中心网红模式功能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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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红收入明细预览 

 

3、后台网红设置预览 

可设置开启关闭、网红名称、网红收入比例、提现设置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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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文章/单页/成功案例模块 

➢ 简介：后台可自定义文章分类、发布图文并茂的文章，也可自定义单页、按分类划分并可编辑自定义

页，灵活满足网站运营的需要； 

（PC 电脑版资讯频道） 

 

 

 

➢ 成功案例  

    后台人员可以通过该功能，展示己服务成功人员的案例，以寄上美好礼愿，同时可以为其他会员提供

更好的展示。案例可以上传图片、双方会员的 ID，列表可以按条件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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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WebAPP 手机版（H5） 

➢ 简介：OElove webapp 是基于 OElove 企业级架构，采用 JQ+html5、css3、MUI 框架等技术实现的手机

触屏版本，webapp 手机版像 PC 版一样可以查看会员信息、相册（私密相册）、在线聊天、搜索会员，

活动报名、征婚启事、约 Ta 功能、广告管理、推广返利、分享二维码、网红模式、红娘牵线、诚信

认证、礼物功能、动态功能、地图功能、附近的人、微信 API 接口、手机在线支付充值接口、第三方

平台登录接口等功能。 

➢ 部分页面预览 

（H5 手机版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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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手机版会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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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5 手机版活动功能 

（H5 手机版活动模块-活动详情页） 

 

 

➢ H5 手机版会员主页：可查看会员基本资料、择偶条件、相册，可操作诚信查询、查看联系方式、加好

友、发信息（聊天）、加关注、红娘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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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手机版在线聊天功能-会员之间可发送文字、发送表情互动交流） 

 

 

 

➢ H5 手机版会员套餐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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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5 手机版预览：更多功能详情，可通过扫描下方二位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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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微信端（weixin） 

➢ 简介： 

OElove 婚恋交友系统可以跟微信公众 API 无缝对接，可实现微信支付、微信消息提醒、官方消息推送、

微信账号绑定登录、微信扫码登录、微信自定义菜单等功能。 

➢ 微信公众 API：OElove 婚恋交友系统已有现成的微信公众 API 接口，只需申请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

台对接即可使用。 

➢ 微信支付：微信打开使用微信钱包支付、PC 打开使用微信扫码支付。 

➢ 微信自定义菜单：对接的微信公众号菜单可以在网站后台通过自定义代码的方式编辑。  

➢ 微信消息提醒：当已关注公众号的会员，当账号收到新的消息，如：新的信件、征婚启事应征、活动

倒计时提醒等，以及官方的公告、活动等消息都可以通过公众号提醒，增强会员的黏贴性与提高活跃

度。 

➢ 微信登录：关注公众号之后可以自动获取该微信号的基本信息、头像，进行绑定登录，会员下次通过

公众号进入网站可以实现自动绑定登录，在 PC 端可使用微信扫码登录。 

（微信公众号关注自动回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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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推广专属二维码展示） 

 

 

（微信消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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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支付） 

 

➢ 更多微信端（weixin）预览：更多功能详情，可通过扫描下方二位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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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在线支付功能（支付接口） 

➢ 支付接口：OElove 婚恋交友系统产品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财付通支付、银联支付。只需到相

应的支付运营商申请对应的账户即可跟网站进行对接，实现会员在线支付功能。 

 

3.27 会员组功能（自定义 VIP 套餐） 

➢ 简介：网站后台可以自定义添加会员组（会员等级），设置会员组所对应的权限，设置会员组套餐。 

 

 

（PC 电脑版会员升级 VIP） 

 

 

 

 

 

（H5 手机版会员升级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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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会员权限自定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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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模板风格 

➢ 模板设置： OElove 婚恋交友系统产品自带多套模板风格，可在后台自定义切换，并可在后台快捷修

改模板文件。 

 

 

➢ 模板风格自定义：可支持后台自定义整站色调，多套头部尾部风格后台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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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后台管理员 

简介：支持多角色、自定义权限、多账号的后台管理员管理功能 

➢ 角色权限自定义： 

 

 

 

➢ 后台管理账号自定义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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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推广路由 

后台可添加多个推广页面统计，以帮助运营者在做推广时分析数据，有助运营者在做下次推广时，侧重推

广，减弱无效推广，浪费时间和成本的作用。 

 

 

 

 

3.32 微信小程序 

可接受微信小程序原生定制开发。 

（详情请联系官方客服咨询） 

 

 

3.33 APP 应用端 

可接受 Android（安卓） APP配置接口 IOS（苹果）配置接口，原生/非原生 APP 开发制作。 

（详情请联系官方客服咨询） 

 

 



 
                     国内最优秀的婚恋交友平台＆婚恋会员管理解决方案 www.oelove.com 

 46 / 108 
 

 

3.34 网站总后台预览 

（OElove 总后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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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销模块 

4.1 邮件营销 

功能包括邮箱的设置，采用 SMTP 的方式，在该项内设置好支持 SMTP 发件的邮箱即可,发送方式可以选 择

SMTP 及 MAIL 的方式； 

邮箱可以设置多个模板可以编辑不同的邮件版式进行选择发送，可以添加及调用，方便后期的扩展与二次

开发； 

邮件功能可以对会员进行群发信件，并可以记录所有的发送记录。 

 

4.2 短信服务 

手机短信接口帐号，只要设置了官方提供的的 SMS 可以完成短信功能的开通，可以群发与指定手机进行发

送、或用于消息提醒，并记录相关的发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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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站内信 

后台条件筛选给指定会员发送站内信，可以设置多个固定模板，自动发送注册欢迎信、充值成功、会员互

动信件提醒等功能。 

 

 

 

4.4 客户资料卡打印（数据导出） 

选中会员，打印带会员基本资料，会员二维码、头像等信息的会员资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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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批量导出联系方式 

   简介：批量导出会员联系方式，如手机号码、邮箱等，用于导出后使用第三方营销平台批量发送营销短

信、邮件。 

➢ 导出筛选功能：后台可通过条件筛选需导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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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效果预览 

 

 

 

 

4.6 客服管理 

在线客服设置，可设置在线客服的位置、提示效果、显示风格、联系方式的内容、图标。 

 

4.7 分享功能 

一键分享会员二维码、会员主页、征婚启事、活动等到 QQ 空间、QQ 好友、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 

4.8 网站二维码 

简介：后台上传设置网站二维码，便于会员关注或使用移动设备访问网站平台。 

➢ 后台二维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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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邀请注册奖励（已下架） 

➢ 简介：已注册会员可以通过二维码或注册邀请注册成为新会员，完成认证后可得到奖励，后台可设定

奖励金额、邀请成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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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模块 

5.1 充值管理 

后台查看会员充值明细列表，可通过 ID、单号、日期、支付状态进行搜索。 

 

5.2 提现管理 

管理网会员与推广人的提现申请，提现明细搜索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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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报表分析 

以表格与图形的方式统计网站的充值、支付、提现等数据。 

 

5.4 微信扫描枪收银台（待开发） 

5.5 微信 APP 收银台（待开发） 

5.6 支付宝扫码枪收银台（待开发） 

5.7 支付宝 APP 收银台（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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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实施方案 

6.1 操作系统和 WEB SERVER 

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采用 WINDOWS 或者 Linux，  

◆ 本系统采用 B/S 架构，所以必然需要 Web Server 

◆ 一般没有特殊的要求下，Web Server 采用 Apache HTTP Server Version 2.2 

6.2 开发语言和开发工具 

开发语言和开发工具： 

✓ 使用 Zend Studio 集成开发环境进行开发，以目前最新的 PHP 作为开发的语言，另外还会结合 Ajax

技术，smarty 引擎、Atlas 控件进行开发。 

✓ 数据缓存方面是采用页面输出缓存结合应用程序数据缓存进行开发 

✓ 无刷新技术方面是采用 Atlas,AtlasControlTookit 控件进行开发。 

6.3 数据库管理系统 

◆ Mysql Ver 5.1  

本网站系统将采用 B/S(Brower/Server)模式进行开发和运行。由于 Internet 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

目前大部分新开发的网站系统是基于 B/S 应用模式进行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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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网站系统访问结构图 

Internet用户

管理员一 管理员二 管理员N

网站

主服务器
防火墙

MySQL

数据库

(会员积

分系统)

服务器

企业内部换机

 

  

6.5 平台技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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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程序代码结构 

 

代码文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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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OElove v5.X 技术亮点 

 

 

 

 

 

 

 

 

 

 

 

 

 

 

 

 

 

 

 

 

 

 

 

 

 

 

 

 

特性 

优化部署 

 

技术体系 

 

核心架构 

 

二次开发 

 

数据库扩展 

 

OElove Version 5.x 技术亮点 

 

高并发承载支持 

 
数据查询优化 

 
可分布式附件扩展 

 

OEphp 底层架构 

 

业务分层体系 

 钩子（HOOK）体系 

 插件（Plugin）体系 

 

模板设计体系 

 

数据安全体系 

 

丰富的业务服务接口 

 

完善的 HOOK 扩展体系 

 

自由规范的插件标准 

 

强大易用的模板引擎 

 

强大及优秀的 MVC 架构 

 

基于 PHP5+MYSQl 

 

完全面向对象设计 

 
可伸缩业务逻辑部署 

 

多类型缓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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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love Version 5.x   系统架构图 

 

 

 

 

 

 

 

 

 

 

 

 

 

 

 

 

 

 

 

 

 

 

 

 

 

 

 

 

Control 

 

View 

Action 

 

Service 

 

Plugin&Hook 

 

Service 

 

Database 

Mysql&oracle 

Plugin&Hook 

Model 

(Dao&Driver) 

 

Action 

 

OEPHP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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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love Version 5.x 产品框架视图 

 

 

 

 

 

 

 

 

 

 

 

 

 

 

 

 

 

 

 

 

 

 

 

 

 

 

 

 

 

控制层 

Control 

模型层 

Model 

 

视图层 

View 

 

验证层 

Service 

插件机构 

Plugin 
 

 

系统动作 

Action 

 

模板引擎 

smarty 

自主研发的 MVC  (OEPHP)框架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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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扩展阅读 

7.1 PHP+MYSQL 开发优势: 

◆ 跨平台特性 

PHP 语言可以运行于 Linux、FreeBSD、OpenBSD、Solaris Unix、AIX、Darwin、Windows 等多种操作系统，

通常说的 LAMP 指的就是 Linux、Apache、MySQL、PHP/Perl/Python。 

◆ 数据库支持 

PHP 支持多种主流与非主流的数据库，如：、Adabas D、DBA、dBase、dbm、filePro、Informix、InterBase、

mSQL、MySQL、Microsoft SQL Server、Solid、Sybase、ODBC、oracle、oracle 8、PostgreSQL 等。  

◆ 安全性 

加密支持，PHP4 实现了完整的加密, 这些加密功能是一个完整的 mycrypt 库，并且 PHP 4.0 支持哈希函

数。Blowfish，TripleDES,MD5,并且 SHA1 也是可使用的一些加密算法。 使用 PHP语言运行Linux、FreeBSD、

OpenBSD、Solaris Unix 操作系统，不需安装任何杀毒软件及补丁，安全可靠． 

◆ 扩展性 

扩充了API 模块：PHP 4.0 为扩展的 API 模块的提供了扩展PHP接口模块, 它比旧的 API 版本显著地快。 

PHP 模块已有的及最常用的接口多数被转换到使用这个扩展的接口； 

◆ 开放性 

PHP 属于开源软件，其源代码完全公开，任何程序员为 PHP 扩展附加功能非常容易使 PHP 有很好的发展空

间和扩展性． 

◆ 执行速度快 

PHP 是一种强大的 CGI 脚本语言，语法混合了 C、Java、Perl 和 PHP 式的新语法，执行网页比 CGI、Perl

和 ASP 更快，这是它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内存方面，PHP 4.0 能更有效的使用内存, 导致较少的内存占

用消耗,这主要归功于引用计数技术的实现。 

◆ 可移植性 

PHP 写出来的 Web 后端 CGI 程序，可以很轻易的移植到不同的操作系统上。例如，先以 Linux 架的网站，

在系统负荷过高时，可以快速地将整个系统移到 SUN 工作站上，不用重新编译 CGI 程序。面对快速发展

的 Internet，这是长期规划的最好选择。 

◆ 功能全面性 

PHP 包括图形处理、编码与解码、压缩文件处理、XML 解析、支持 HTTP 的身份认证、Cookie、POP3、SN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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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以利用 PHP 连接包括 Oracle，MS-Access，Mysql 在内的大部分数据库。从对象式的设计、结构化的

特性、数据库的处理、网络接口应用、安全编码机制等，PHP 几乎涵盖了所有网站的一切功能。 

◆ 可伸缩性 

传统上网页的交互作用是通过 CGI 来实现的，CGI 程序的伸缩性不很理想，因为它为每一个正在运行的 CGI

程序开一个独立进程。解决方法就是将经常用来编写 CGI 程序的语言的解释器编译进 web 服务器(比如

mod_perl,JSP)，PHP 就可以以这种方式安装，内嵌的 PHP 可以具有更高的可伸缩性。 

7.2 Smarty 的优点 

◆ 速度 

相对于其他的模板引擎技术而言，采用 Smarty 编写的程序可以获得最大速度的提高。  

◆ 编译型 

采用 Smarty 编写的程序在运行时要编译成一个非模板技术的 PHP 文件，这个文件采用了 PHP 与 HTML 混

合的方式，在下一次访问模板时将 Web 请求直接转换到这个文件中，而不再进行模板重新编译（在源程序

没有改动的情况下），使用后续的调用速度更快。  

◆ 缓存技术 

 Smarty 提供了一种可选择使用的缓存技术，它可以将用户最终看到的 HTML 文件缓存成一个静态的 HTML

页。当用户开启 Smarty 缓存时，并在设定的时间内，将用户的 Web 请求直接转换到这个静态的 HTML 文

件中来，这相当于调用一个静态的 HTML 文件。  

◆ 插件技术 

 Smarty 模板引擎是采用 PHP 的面向对象技术实现，不仅可以在原代码中修改，还可以自定义一些功能插

件（就是一些按规则自定义的函数）。 .强大的表现逻辑：在 Smarty 模板中能够通过条件判断以及迭代地

处理数据，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程序设计语言，但语法简单，设计人员在不需要预备的编程知识前提下就可

以很快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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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 OElove 婚恋交友产品 FAQ（常见问题解答）  

问：有没有产品演示？ 

答：交友网站演示：http://e.oephp.com（pc 电脑版与手机版） 

    微信版演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oe-php 

    OEloveMP 媒婆推广返利系统演示：http://e.oephp.com/index.php?c=union 

    OElov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演示：http://e.oephp.com/index.php?c=crm 

ps：更多演示权限，后台演示联系官方 QQ 客服获取 

         

问：OElove 婚恋交友系统产品包含什么？ 

答：一整套解决方案包含网站系统（电脑版网站、手机版网站、微信版 api）、微信小程序（可定制）、OElov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OElove MP 媒婆推广返利系统、OEloveRP 诚信开放平台（实名认证）、APP 订制服务及

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免费升级。 

ps：其中 OElov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OEloveMP 媒婆推广返利系统是 OElove 企业增强版(Enterprise+)自

带的扩展模块。 

问：OElove 交友网站系统产品价格多少？ 

答：分为多个版本，不同的版本的价格、功能、页面、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都是有区别的，可以通过访

问演示对比，或查看产品对照表，选择适用的版本。 

产品报价表 http://www.phpcoo.com/oelove-quotes.html 

问：O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可以单独购买使用吗？ 

答：最新的 OECRM V2.x 是在基出 OElove 婚恋交友网站系统的一个扩展模块，不支持单独购买。 

问：售后红娘跟售后红娘一定要分开吗？ 

答：可以分开或不分开。因为有的婚介公司售前售后不是同一个红娘，也有的婚介公司售前售后都是同一

个红娘，系统通过自定义角色并设置相对应的权限，灵活添加不同权限的红娘。 

问：OECRM 可以跟 OElove 推广返利系统对接吗？ 

答：OECRM 红娘账号可以跟 OElove 推广返利系统推广账号绑定，红娘通过推广返利系统推广注册的会员

资源会自动分配至 OECRM 红娘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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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红娘只能查看与管理自己的会员资源吗？ 

答：可以通过权限划分，实现红娘只能查看与管理跟进有分配权限的管理员给其分配的会员资源或红娘自

行录入的会员资源，红娘只能看到自己的会员。 

问：O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的定价是多少？ 

答：OECRM 是 OELove 的增强版自带该模块，具体价格表：http://www.phpcoo.com/oelove-quotes.html 

问：O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怎么购买？ 

答：OElove 企业增强版(Enterprise+)自带的扩展模块。联系在线 QQ 客服办理购买或升级至企业增强版以上

即可拥有。http://www.phpcoo.com/contact 

 

更多疑问请联系官方 QQ 客服咨询 

 

 

 

 

 

 

 

 

 

 

 

 

 

 

 

http://www.phpcoo.com/oelove-quotes.html
http://www.phpcoo.com/oelove-quotes.html
http://www.phpcoo.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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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loveCRM 婚介会员管理系统篇》 

                                        -适用版本 OECRM Ver2.x 

  

  

  

  

 

 

 

 

 

 

 

 

 

方案提供商 广州众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编写人 （O．E ）产品项目部 

编写时间 2018-07-10 

       产品演示地址 http://www.oelo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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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需求背景  

    人类己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具有信息量大、搜索快速、方便交流和传播广泛

等优势，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社会快速以及深刻的变革，很多社会群

体都面临各式各样婚恋上的难题，人口比例失衡、青壮劳动力流失向城市，农村的光棍,工厂里务工的男女

青年，城市里的高知高收入的女性等，针对这些社群择偶的难题，非常需要有专业的婚姻中介机构为他们

解决这些难题。 在全球各地的传统婚介行业经营领域，互联网业务已成为业务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传

统婚介行业经营领域，只采用传统婚介服务模式的婚介机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研发一套帮助广大婚恋

机结合互联网为用户服务的婚介客户管理软件更是迫在眉睫。  

1.2 产品简述  

    O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又称婚恋介绍服务管理系统）是奥壹技术（OE）产品研发团队基于 OElove

产品的以后推出的一套针对婚恋机构的企业级 B/S 结构商用管理软件。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就是客户关系管理。 

    CRM 是选择和管理有价值客户及其关系的一种商业策略，延续 OELove 的广大用户需求，OECRM 要求以

婚恋客户为中心的商业哲学和企业文化来支持有效的市场营销、销售与服务流程。通过本软件，将引领更

多 OELove 的专业婚恋服务机构深化转型。 

    O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经过长期的调研策划及投入而倾心打造的一套以满足各大婚恋机构，线上线

下结合,按实际管理需求后台清晰的管理每一个用户，并且可以对所有会员进行细化的分类筛选，由专门人

员负责跟进与管理。 

     该系统除了继承 OElove婚恋交友系统的优秀特点、并且可以实现二套系统即 OELove与 OECRM 无缝对

接，数据完全打通，管理人员可以在后台清晰了解到会员在 OELove 的平台的互动情况，可以有效的针对会

员的提供服务方案。OECRM 是一套先进的婚介管理模式，是专业服务必不可少的强大的技术支持方案。 

     全新设计的、基于成熟的 OEPHP 技术架构、为 OELove 企业用户倾心打造的一套，专业婚介客户管理

软件，可以完美无缝对接 OElove 交友系统会员资源，实现会员数据互通、统一管理、多级多部门协同跟进，

集专属红娘分配管理、会员资源分配、售前、售后跟进、合同、配对、约见、财务、公海、进项资源、资

源导入等管理。是国内唯一一套全方位针对婚介机构的婚恋互联网+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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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优势  

    全新设计的、基于成熟的 OEPHP 技术架构、为 OELove企业用户倾心打造的一套，专业婚介客户管理

软件，可以完美无缝对接 OElove 婚恋交友系统会员资源，实现会员数据打通、统一管理、多级多部门协

同跟进，集专属红娘分配管理、会员资源分配、售前、售后跟进、合同、配对、约见、财务、公海、进项

资源、资源导入等管理。是国内唯一一套全方位针对婚介机构的婚恋互联网+技术解决方案。  

1.4 业务流程 

     会员资源（会员注册）>OEloveCRM 管理员（或红娘经理）>分配会员资源给售前红娘（业务员、销售

员）>售前会员跟进>录入合同（签单、签约）>财务确认收款>合同生效>CRM 管理员（或红娘经理）>分配

已签单的售后会员给售后红娘>售后红娘按照合同给会员提供配对、约见等服务>完成服务>续签等 

1.4.1 工作台预览 

（OELoveCRM 管理员工作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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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LoveCRM 红娘工作台预览） 

 

 

 

 

 

 

 

 

1.4.2 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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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部分页面预览 

（PC 电脑版红娘团队） 

 

 

 

（H5 手机版红娘服务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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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模块  

2.1 系统设置  

针对 O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前台 LOGO、名称、联系电话、banner 图、广告图、关于我们，还有跟进坠海

机制等设置 

 

 

 

OECRM 前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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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红娘管理 

2.2.1 自定义多角色权限 

➢ 上级不能看下级：上级可以查看和编辑下级的记录，下级不能查看和编辑上级的记录，同级之间不能

互相查看； 上级不能查看自己同级别的下级角色的记录； 

➢ 一个用户对应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可以对应多个用户； 通过角色可以控制模块权限，可以新增、编

辑、查看、删除、审核等模块的记录。 

➢ 自定义角色权限：OECRM 管理员可以自由添加多种角色，如红娘经理、普通红娘、售前红娘、售后红

娘、财务管理等角色，每个角色设置对应的操作权限，如：属于红娘经理角色的 CRM 管理账号（红娘

账号）即拥有红娘经理这个角色的权限。 

（角色权限管理） 

 

 

 

 

（角色列表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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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添加红娘 

    可对添加红娘、创建红娘角色,编辑红娘信息，例如：帐号（添加后不能修改）、密码、姓名、手机、

邮箱、微信、QQ、资历、简介、座右铭、头相等信息，以便会员或网站管理员了解与联系红娘人员。  

 

 

 

前台红娘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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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会员管理  

    主要针对网站管理者对会员数据的分配及调配，更好有效的分配资源到每一个红娘分别跟进。  

 2.3.1 分配会员  

    由上级主管把资源分配到红娘（业务员），管理员可以清晰的查看到最新己未成交待分配、已成交待分

配、已放弃待分配的会员，同时可以筛选出三天内登记会员及最近一个月登记、最近三个月登记、最近半

年内登记、最近一年内登记的会员，可以通过这么分类针对性的分配给不同的红娘业务人员跟进，有效的

提高跟进与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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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资源分配） 

 

 

 

 

 2.3.2 调配会员  

    可以把己分配过的会员，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交或因实际需要把跟进的资源重新调配给其他人员跟进，

可以分清晰的归类为未跟进调配 已跟进调配 未成交调配 已成交调配，也可以按登记时间，进行归类，例：

三天内登记会员及最近一个月登记、最近三个月登记、最近半年内登记、最近一年内登记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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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会员/红娘分析 

     展示该会员在网站浏览、消费、互动等行为记录分析这将有助于您分析了解会员，为您的工作提供针

对性的参考依据。 

     消费与互动：网站消费的记录、支付总额、发信件数量等分析。 

 

 

（红娘业绩/会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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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售前管理  

    主要以售前客户资源的录入、及查看所有的跟进会员资源，该模块主要用于售前人员跟进，跟进人只

能查看到自己的录入的客户，或者上级分配过来的客户资源。  

    跟进的会员可以通过会员 ID、用户名、手机、邮箱、性别及基本条件等信息进行分类筛选。  

 

2.4.1 添加会员（录入资源） 

    红娘可以在后台添加（录入）会员，添加的会员属于自己的客户资源，由录入的红娘管理（同级其他

红娘不能看到，上级若有查看权限的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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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售前跟进（跟进小计）  

    可以根据注册时间、跟进次数进行分类跟进，跟进人员可以对会员的信息进行编辑修改、给会员发信

息及邮件，添加客户的跟进小计，可设置下次跟进时间、更改意向度、自定义分类等操作。  

 

 

    后台还可以根据需要同步 OElove 交友平台的会员动态信息，实现后台人员可以对客户在交友的会员

动态了如指掌，更好的判断会员的需求及活跃程度  

2.4.3 前台咨询  

    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前台有咨询/申请红娘一对一服务入口，会员或网站游客可以填写联系人、联系

手机、留言内容的申请信息提交，CRM 管理后台可以管理这些咨询/申请，系统会归类所有的咨询信息，待

处理的。可把这些客户资源分配给指定红娘跟进，也是网站客户资源收集的功能之一。 

演示参考地址：http://e.oephp.com/index.php?c=crm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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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前台会员登记表（已下架） 

     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加入前台会员登记功能，网站游客或线下会员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完成会员信

息登记，登记会员资源再由 CRM 管理员分配给红娘进行工作，是获取会员资源的入口之一。网站后台也可

以设置哪些项目为必填或不必填。 

参考地址：http://e.oephp.com/index.php?c=crm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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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售后服务  

2.5.1 售后跟进  

    为了配合客户服务人员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可以归类为全部会员、待跟进会员、己跟进一次、三次

以内，五次以内，六次以上的会员。有利于提高跟进的精准度。  

    售后人员可以按条件筛选归属本人管辖的会员信息，可以根据会员个人信息，帐号信息、资质条件，

婚姻状况，注册与服务情况进行筛选，管理起来非常灵活简便。  

修改资料、修改服务状态、修改择偶条件、发送邮件、发送短信、发送站内消息、登录会员、查看消

费记录、查看会员动态等，并且关联配对库。  

 

 

 

2.5.2 跟进小计 

填写服务小记，存档客户服务的第一手资料，可设置下次跟进时间、更改意向度、自定义分类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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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智能配对 

配对库，可以根据会员的择偶要求，系统自动匹配，服务人员可以查看匹配会员的情况及情缘匹配值，

服务人员根据匹配会员情况填写推荐理由推荐给会员。同时可以查看到被推荐会员的专属红娘及红娘联系

方式。系统自动记录会员被匹配的次数，以便分类跟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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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约见库 

    服务人员可以录入约见的情况，记录会员的约见情况，约见次数等信息进行分类。区分己安排约见与

未安排约见的，并且可以据根约见次数进行分类，有利于服务人员人更好的对客户进行安排服务。  

 

2.5.5 委托红娘  

    前台会员可以向红娘报名认识要我认识某会员，刚在会员介绍那里点击进行报名，红娘可以在后台查

看到报名的列表，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协调与安排跟进会员。  

 

（PC 电脑版委托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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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生日提醒  

    为了便于提醒服务人员关注客户的重要节日（生日），对客户更贴心的服务，系统通过对会员的生日情

况进行归类展示，方便客服人员对快生日的会员给予亲切的问候与跟进。  

 

2.5.7 站内消息 （已下架） 

    站内消息是网站的一个小信箱，会员及红娘可以通过该功能进行站内交流，消息箱会分为己读、未读，

发送信息（己读未读状态）  

 

 

2.6 财务模块  

    财务职责具有审核合同，确认支付及退款功能，同时可以根据需求生成报表查看销售记录。支付记录

及订单记录均可分所有的记录及根据成交周期内进行筛选。  



 
                     国内最优秀的婚恋交友平台＆婚恋会员管理解决方案 www.oelove.com 

 83 / 108 
 

 

 

2.6.1 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权限应由销售专属人员进行录入，录入合同单号、交费型、购买的服务、服务时间等，合同

可通过相应审核流程由财务进行审核，合同确认后不能修改。退款流程应在原合同订单基础上执行操作，

财务审核方可完成。 系统还针对合同的服务时间进行分类提醒客服进行。  

    审批合同：针对客服人员提交上来的订单进行审核，可查询合同单号、服务会员、红娘、收款情况等，

对合同进行确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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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支付记录  

    可以查询支付日期、支付的会员、单号根据以上信息进行查询支付流水，方便统计支付情况，并且可

以归类一周内支付记录及一月内支付记录。  

 

 

 

2.6.3 退款管理 （已下架） 

根据客服人员提交的原订单退款申请，进行审核操作，可按条件查询订单：例如会员昵称、会员 ID，

订单号、合同编号，申请时间等。  

 

 

2.6.4 销售报表  

可以统计一周内、一个月内、三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的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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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多分店管理（加盟） 

➢ OElov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可支持多分店（加盟）经营模式，实现数据共享，多角色、多账户、自

定义权限的独立管理工作台。 

 

  婚恋公司如何实现多分店（加盟）管理，数据共享实现思路： 

  基于 OElov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 

  1、后台总管理，设置角色：分店 A 分店 B 分店 C 

  2、然后添加店长 1 账号，选择所属分店 A（那么他就拥有分店 A 的权限） 

  3、店长 1 可以添加红娘 A红娘 B 红娘 C...，店长 1 可以管理这些红娘及这些红娘的所有资源 

  红娘 A 只能看到自己管理跟进、服务的会员资源，看不到管理不到红娘 B 的； 

  4、红娘 A 在配对的时候，可以配对自己的资源，也可以配对分店 1 里面的资源，或分店 2、分店 3（整

个资源库的会员资源），但只能看到基本的资料，还有属于哪个红娘名下跟进，再一起撮合配对。 

 

2.8 产品试用（产品体验） 

OEloveCRM 婚介客户管理系统，更多详情及试用体验，可联系官方客服获取试用。 

 

 



 
                     国内最优秀的婚恋交友平台＆婚恋会员管理解决方案 www.oelove.com 

 86 / 108 
 

《媒婆推广返利系统（OElove MP）篇》 

                    -强大的共享单身、婚恋行业营销工具 

 

➢ 媒婆推广系统（ OElove MP）简介 

    媒婆推广系统（ OElove MP）是奥壹技术（OE）产品研发团队基于 OElove 交友系统产品研发的一个针

对运营推广的扩展功能模块。 

    媒婆推广系统（ OElove MP）是基于 OELove 婚恋交友会员体系，针对广大婚恋网站运营者而推出的一

套共享婚恋的模式，充份激活并调动广大社交圈之间的单身资源，实现共享单身的运营利器，一方面降低

婚恋行业运营者获取用户资源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会员资源的质量，同时增加平台互动趣味性的需求，使

每个人都可以申请成为”媒婆”，人人当红娘的概念。让身边单身朋友注册为自己的单身团成员，并为单身

的真实资料做信任背书，通过媒婆的人脉关系让单身人群可以在平台上认识同一个媒婆下面的单身或不同

媒婆带领的单身团，是基于社交人脉关系网的创新婚恋推广模式。 

     媒婆推广系统（ OElove MP）基于 OElove 交友网站系统推广返利系统扩展、OElove CRM 客户管理系

统，管理人员可以在后台清楚看到媒婆与会员之间关系网，媒婆推广与收益等情况；媒婆系统的植入，是

OElove 交友产品在产品创新，推广营销功能模块的又一个突破；人人媒婆的概念，解决运营者会员资源何

处来的烦恼。 

 

媒婆推广系统演示-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o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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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台功能 

怎么注册成为媒婆 

    怎么样才能注册成为网站的媒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常规的注册，通过注册链接进入注册页面进行

注册；另一种就是通过邀请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成为媒婆。 

 

常规注册 

    常规注册系统默认有多个入口，有固定的链接，网站会员可以通过各种入口链接进入注册页面，或通

过会员中心“媒婆模式”切换链接进入。 

    电脑版媒婆注册，进入注册页面填写手机号码、用户名，输入登录密码与安全密码后点击“立即登录”

即可。 

 

 

邀请注册 

当打开邀请加入单身团的链接后，可以选择成为会员或成为媒婆，若选择成为媒婆即进入媒婆注册页

面，填写相关资料即可注册。 

PS：有三种身份可选，个人/商户/机构，若成为商户或机构的身份，在推广而来的粉丝，或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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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用户，都可以向平台申请一定数量模板消息推送，给关注商户/机构的粉丝，团队的单身用户推送，比

如优惠通知、促销活动等。 

通过商户/机构，而注册成为会员，会在平台显示来源商户/机构的推荐，从而为商户/机构能得到更多

的曝光，为运营者提供更深度的获客推广，推广营销。 

           

 

 

其他说明：后台可设置媒婆审核，后台可对媒婆账号管理。 

 

 

 

 

媒婆账号登录 

    平台上有多个登录入口，填写账号密码即可登录。 

电脑版登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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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浏览器或微信入口（链接） 

    链接地址：您的网站域名/index.php?c=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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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婆个人中心 

电脑版媒婆个人中心预览 

 

 

 

手机版媒婆个人中心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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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版媒婆商户/机构中心预览 

   

 

修改密码 

在媒婆中心找到登录密码并打开，输入旧密码与新密码，点击保存即可完成密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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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资料 

新注册的媒婆推广账号需要填写完整个人资料，在编辑资料中编辑；填入手机号码、邮箱、QQ、微信、所

在地区、收款信息等。（填写的资料可作为后台审核标准） 

电脑版编辑资料 

 

 

手机版编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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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婆收益 

邀请会员注册 

1、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分享给朋友/专属二维码邀请 

  

 

2、朋友注册成为你的单身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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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广收益明细展示 

 

会员互加微信打赏（已下架） 

    例如：会员 A 申请查看会员 B 的微信，需要支付打赏 10 元；当会员 B 同意 A 的查看微信申请后，会

员 B 所对应的推广媒婆可得到平台设定比例的打赏收益（比如：50%，即 5 元，收益可提现）。 

    前提条件：会员 A 已填写微信号、会员 B 同意查看时已填写微信好，未填写提示先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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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婆收益说明 

    申请成为媒婆角色之后，有独立的管理后台，可以管理单身团的成员及收益明细；可通过分享二维码、

链接等方式推广自己的单身团，召唤更多的单身男女加入媒婆自己的单身团，媒婆可获得更多的收益。 

推广注册奖励金额、会员充值奖励百分百、开通 VIP 奖励百分比、会员打赏收益。（PS：收益比例都可在后

台设置） 

电脑版收益预览 

 

 

手机版收益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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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如何提现 

    媒婆通过邀请注册、会员充值等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这些收益到达平台设置的最低提现额度之后可

以申请提现。 

    例如：平台设置满 100 元可以提现，当媒婆收益达到 100 元的时候可以向平台发起提现申请。 

    提现流程：点击提现按钮>确认收款人与收款账号>填写提现金额>输入安全密码>点击确认提现； 

    提现流程：媒婆申请提现>网站管理后台审核提现>审核通过>打款到媒婆收款账户 

1、申请提现 

    （服务费为平台收取的服务费，管理后台自定义设置，比如：设置服务费为 10%，申请提现 10 元，实

际到账 9 元，其中 1 元为平台提现服务费） 

 

2、管理后台审核提现 

     媒婆申请提现后，管理后会收到提现申请，在功能模>其他模块>媒婆圈管理>收益提现>点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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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核提现申请 

    审核通过之后，平台需要手动转账给媒婆提供的收款账户。 

4、完成提现 

 

 

前台其他功能模块介绍 

媒婆推广中心相亲卡 

推广人也可以借助平台优质会员的相亲卡去推广分享，带自己推广人的参数，用户通过自己

分享的相亲卡，扫码关注、注册是归于自己的单身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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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台功能 

媒婆圈基础设置 

设置收益比例 

在后台媒婆圈管理>媒婆圈设置 

新会员注册收益奖励：如 10 元 

会员在线充值收益百分比： 如 10 % 

会员开通 VIP 收益百分比：如 10 % 

会员查看微信收益比例：如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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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现设置 

主要设置最小提现金额、提现手续费（最小手续费、最大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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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婆账号管理 

可以对媒婆账号进行管理，包含审核、添加媒婆账号、推荐媒婆账号等操作。 

 

个人推广账号审核 

 

 

 

商户机构推广账号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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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资源管理（单身团） 

管理各个媒婆的单身团，查看单身团情况，可以做对应的操作。 

 

打赏管理（已下架） 

会员互加微信打赏媒婆记录 

 

收益明细＆管理 

记录媒婆收益来源，收益金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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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分销功能 

  OEloveMP 媒婆推广系统可支持定制多级分销模式，详情联系客服获取解决方案。 

（多级分销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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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 诚信开放平台（婚恋实名认证）篇》 

                    -国内婚恋行业最强大的诚信开放平台（实名认证） 

 

 

 

➢ RP 诚信开放平台（ 婚恋实名认证）简介 

   奥壹技术将推出国内针对婚恋行业最强大的诚信实名认证体系，为广大婚恋企业及征婚用户保驾护航，

结合公安系统实现信息真实比对联网核查，实现 100%实名认证。 

  OElove RP 诚信开放平台（身份证实名认证）是基于公安网信息认证体系及 OElove 婚恋产品构架而搭

建的实名认证核查开放平台，该平台以婚恋企业的应用 需求出发，通过开放 API 对接 OElove 婚恋系统实

现会员现场登记、实名认证、活动签到及查询一体化管理的技术解决方案，该平台可支持第二代身份证及

外 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真伪核验、高清拍照摄像、指纹识别，同时根据需求配备移动无线通讯模块、蓝牙、

NFC 等与服务端的联接技术，可以实现通过公安认 证（GA）身份证识别器实现身份认证核查信息即时与诚

信开放平台网黑名单比对，能百份百详实、精准的记录登记会员的证件信息、图像信息，并方便审核人员

对会 员信息进行实名核验。 

 

（更多关于 RP 诚信开发平台（婚恋实名认证）） 

官网：http://www.phpcoo.com/rpzy/index.html 

 

 

 

http://www.phpcoo.com/rp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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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结构 

服务端 

    开放平台服务器用于 存储公安认证加密数据， 实现数据在云端平台进行 比对，并返回查询结果给客

户端。 

应用端 

    通过登陆 OElove 会员管理后台联接身份识别设备，实现与信息与开放平台联接，身份证识别器终端设

备可实现会员现场登记，实名认证，在线查询，活动签到等功能。 

身份证识别器 

    身份证识别器通过公安ＧＡ认证加密数据与开放平台 API 联网校验比对。 

➢ 应用场景 

认证场景 

     针对会员到实体店或活动现场进行认证，工作人员请会员出示身份 证，可在身份证识别器进行读取，

工作人员通过系统输出的信息进行核 验会员的信息进行审核确认。 

 

登记场景 

    1、后台工作人员可通过后台操作，会员出示身份证在设备上读取确 认并填写联系方式及完善登记信

息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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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会员现场自助通过登记终端通过身份证核验并写完善个人资料卡 完成登记，工作人员后台审核后

即可收到登记成功的通知。 

 

快捷查询 

    后台工作人员通过查询入口，通过读取身份证进行查询调出会员资料 

 

活动签到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调出活动场次签到页，会员通过身份证及微 信扫码进行签到。现场根据会员帐号

情况引导会员完善登记及认证 。针对未认证的用户，现场签到即同时完善实名认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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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环境 

环境 

服务器：操作系统 Linux 、数据库 mysql、语言 PHP5.3 、 支持 OPENSSL、CURL 

客户端：win7/win10 IE 9 以上浏览器，系统安装诚信开 放平台应用安全控件 

前置要求 

1、安装并运行 OElove 婚恋交友系统 V4.6 以上版本（仅限商业用户）； 

2、申请及配置（RPZY 诚信开发平台-身份证实名认证）API； 

3、申请身份读取识别设备(身份证识别器)并提交纸质认证资料； 

4、安装诚信开放平台安全控件 

硬件型号 

台式 RPZY CPT001  

台式 RPZY CPT002  

移动式 RPZY CPM2000 （暂未开放） 

智通终端一体 RPZY CPM3000 （暂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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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FAQ） 

Q1：怎么样申请使用 OElove RP 诚信开放平台-身份证实名认证？ 

A1：在 OElove RP 诚信开放平台点击申请接入，按照流程指引提交信息申请； 

 

Q2：接入 OElove RP 诚信开放平台-身份证实名认证有什么好处？ 

A2：结合公安系统实现信息真实比对 100%，确保 100%实名认证，解决婚恋企业分诚 信实名认证难题； 

 

Q3：OElove RP 诚信身份证实名认证开放平台跟其他认证平台有什么优势？ 

A3：OElove RP 诚信开放平台是针对婚恋行业，能与 OElove 婚恋交友产品深度结合， 并对接公安系统、芝

麻信用等认证平台，对接后免费查询，在国内拥有庞大的婚恋 行业企业用户群； 

 

Q4：OElove RP 诚信开放平台-身份证实名认证怎么收费？ 

A4：在 OElove RP 诚信开放平台点击购买，以购买页面中的《OElove RP 诚信开放平台 (实名认证)接口（API）

服务及配套设备报价表》作为收费标准； 

 

Q5：OElove RP 诚信开放平台-身份证实名认证如何做到数据保密？ 

A5：采用公安ＧＡ认证加密数据算法并与开放平台 API 联网校验比对，确保验证信息百分 百安全可靠，通

过（Security Socket Layer）加密机制与混合加密的传输技术保证 系统数据安全； 

 

 

 

                                                 奥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