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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需求概述 

 关联产品需求 

1、 懒猫金服微信公众平台及微网站相关； 

2、 理财顾问 APP 相关。 

 业务需求背景及目标 

1、背景：由推荐人、理财顾问、电话销售人员组成的懒猫金服线下理财团队，以发展

用户进行懒猫金服线上理财产品的购买而获得平台提供的相应分润（也称返佣或奖励）

的业务模式； 

2、目标：搭建理财顾问平台，为上述推荐人、理财顾问及电话销售人员提供客户管理，

分润产品，业务开展等服务；为公司运营人员提供线下人员管理，线下投资管理及线下

分润管理的服务。 

 功能需求分析概述 

1、 推荐人申请，信息查看，客户管理功能； 

2、 理财顾问申请，信息查看，客户管理功能； 

3、 电话销售人员信息查看，客户管理功能； 

4、 后台客户信息查看功能； 

5、 后台理财顾问申请审核功能； 

6、 后台销售人员新增功能； 

7、 后台线下投资记录查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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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台线下分润记录查看功能； 

9、 后台分润规则管理功能。 

 阅读对象 

产品 UI 设计人员，产品开发人员，产品测试人员等。 

 参考文档 

暂无 

 术语与缩写解释 

缩写、术语  解 释   

理财顾问平台 包括手机 H5 前端，PC 管理后台在内的理财顾问系统 

推荐人 懒猫平台注册用户即可申请且无需后台审核的人员 

理财顾问 懒猫平台投资用户方可申请且需要后台人工审核的人员 

销售 后台手动指定添加的懒猫平台注册用户 

Boss 后台 PC 端系统管理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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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功能需求描述 

 功能概述 

 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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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点列表 

功能点名称  功能点解释说明 

推荐人 推荐人申请 懒猫平台注册用户申请成为推荐人 

分润记录查看 推荐人查看自己所获得分润 

推荐用户查看 推荐人查看自己所发展用户（直接间接发展） 

推荐人二维码 推荐人个人展业二维码 

理财顾问 理财顾问申请 懒猫平台投资用户申请成为理财顾问 

分润查看 理财顾问查看自己所获得分润 

育成用户查看 理财顾问查看自己所发展普通用户&推荐人 

育成顾问查看 理财顾问查看自己所发展的理财顾问 

理财顾问二维码 理财顾问个人展业二维码 

销售 投资记录查看 销售查看个人及下属投资记录 

育成顾问查看 销售查看自己所发展的理财顾问 

销售二维码 销售个人展业二维码 

Boss 后台 线下客户列表管理 线下客户查看，查询及导出 

推荐人列表管理 推荐人查看，查询及导出 

理财顾问列表管理 理财顾问查看，查询及导出 

销售人员列表管理 销售人员查看，查询，导出及新增 

理财顾问申请列表管理 理财顾问申请查看，查询，导出及审核 

线下投资记录列表管理 线下投资记录查看，查询及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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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分润记录列表管理 线下分润记录查看，查询及导出 

分润规则列表管理 分润规则查看，查询，导出及置为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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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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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人申请 

 功能说明 

1、懒猫平台的注册用户登录状态下通过点击【我的懒猫】中【成为推荐人】按钮进行

懒猫金服推荐人的申请。 

 功能场景描述 

1、 用户进入【我的懒猫】页面时，系统根据当前登录用户身份展示不同入口信息及功

能。 

2、 当前用户为普通用户时，页面功能入口显示为【成为推荐人】，用户点击后进行推荐

人的申请。 

 界面原型 

           

          图 2.2.3.1                            图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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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3.3                            图 2.2.3.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成为推荐人按钮 1、 如图 2.2.3.1 所示，用户进入我的懒猫页面点击【成

为推荐人】按钮后，页面跳转至图 2.2.3.2 所示推荐

人申请页面； 

2 立即成为推荐人按钮 1、 如图 2.2.3.2 所示，用户点击页面下方【立即成为推

荐人】按钮后，页面跳转至图 2.2.3.3 所示推荐人申

请成功页面； 

3 立即赚取佣金按钮 1、 如图 2.2.3.3 及图 2.2.3.4 所示，用户成功申请成为懒

猫金服的推荐人后，点击【立即赚取佣金】按钮，

页面跳转至懒猫金服移动端首页供推荐人进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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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享及推荐。 

 

 推荐人分润记录查看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推荐人的用户对自己所获得分润进行查询查看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推荐人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我

的推荐】进入推荐人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推荐人点击【累计获取分润】模块时，页面跳转至分润记录页面供推荐人进行其所

获分润的查询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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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3.3.1                             图 2.3.3.2 

           

          图 2.3.3.3                           图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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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分润记录页面 1、 如图 2.3.3.1 所示，已经成为懒猫金服推荐人的用户

可通过点击我的懒猫页面中的【我的推荐】按钮进

入推荐人个人信息页面进行相应信息的查看查询等

操作； 

2、 用户点击【我的推荐】按钮后，页面跳转至图

2.3.3.2 所示的推荐人查看页面； 

2 排序 1、 如图 2.3.3.2 所示，用户可点击页面中【累计获取分

润】按钮，点击后页面跳转至图 2.3.3.3 所示的推荐

人分润记录页面； 

2、 如图 2.3.3.3 所示，用户可通过点击页面左上方的

【时间】、【金额】按钮，按相应的获取分润时间及

获取分润金额进行排序查看； 

3 筛选 1、 如图 2.3.3.4 所示，用户同样可通过点击页面右上方

的筛选按钮进行不同维度信息的查看； 

2、 用户点击【筛选】按钮后，页面弹出筛选框； 

3、 用户点击相应选项后，页面列表按用户所选进行筛

选供用户查看； 

4、 用户再次点击【筛选】按钮，页面弹出的筛选框消

失。 

 



   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4 日                                                               22 / 60 

 推荐人推荐用户查看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推荐人的用户对自己所发展的下级用户或推荐人进行查询、查看

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推荐人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我

的推荐】进入推荐人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推荐人点击【累计推荐用户】模块时，页面跳转至推荐人推荐用户页面供推荐人进

行其所推荐发展的下级用户相应信息的查询及查看。 

 界面原型 

           

          图 2.4.3.1                            图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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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3.3                            图 2.4.3.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累计推荐用户查看 1、 如图 2.4.3.1 所示，推荐人可通过推荐人查看页面中

的【累计推荐用户】进行其推荐发展的下级用户相

关信息的查询及查看； 

2、 用户点击【累计推荐用户】按钮后，页面跳转至

2.4.3.2 所示的推荐人推荐用户页面； 

2 已购买用户查看 1、 如图 2.4.3.2 所示，用户可通过此页面查看其所发展

的下级用户中有过产品购买的用户； 

2、 如上文第 2.3 章节所述，用户通过可通过页面上方的

排序及筛选按钮进行相关信息的排序及筛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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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购买用户查看 1、 如图 2.4.3.3 及图 2.4.3.4 所示，用户点击页面上方

【未购买】按钮后，页面切换至未购买用户列表页

面； 

2、 如上文第 2.3 章节所述，用户同样可通过点击此页面

上方的排序及筛选按钮进行此列表的排序及筛选操

作。 

 

 推荐人二维码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推荐人的用户拥有供其进行展业的个人专属二维码。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推荐人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我

的推荐】进入推荐人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推荐人点击【我的二维码】模块时，页面跳转至推荐人二维码页面供推荐人进行截

图分享等操作，非懒猫金服用户通过此二维码进行注册后即成为此推荐人的下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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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5.3.1                            图 2.5.3.2 

           

          图 2.5.3.3                            图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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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我的二维码 1、 如图 2.5.3.1 所示，用户点击【我的二维码】按钮，

页面跳转至图 2.5.3.2 所示页面； 

2、 非懒猫金服用户通过扫描此页面后页面跳转至如图

2.5.3.3 所示懒猫金服注册页面； 

3、 非懒猫金服用户通过点击图 2.5.3.3 所示界面中的

【注册领取】按钮跳转页面至图 2.5.3.4 所示的注册

页面，注册后即成为此二维码所属推荐人的下级用

户。 

 

 理财顾问申请 

 功能说明 

1、有意向成为懒猫金服理财顾问的投资用户，可通过理财顾问或销售人员线下沟通确

认后申请成为理财顾问； 

 功能场景描述 

1、 投资用户通过扫描理财顾问或销售发送的二维码页面进行理财顾问身份的申请； 

2、 用户填写相应信息后提交，由懒猫运营人员在后台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成为懒

猫金服的理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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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6.3.1                               图 2.6.3.2             

             

          图 2.6.3.3                                 图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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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6.3.5                                 图 2.6.3.6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理财顾问申请二维码 1、 如图 2.6.3.1 所示，对于有意向成为懒猫金服理财顾

问的投资用户，通过扫描或长按图中二维码后，页

面即跳转至图 2.6.3.2 所示的理财顾问申请页面； 

2 理财顾问协议 1、 如图 2.6.3.2 所示，用户点击页面下方【申请成为理

财顾问】按钮后，页面跳转至图 2.6.3.3 所示理财顾

问协议页面； 

3 理财顾问申请 1、 如图 2.6.3.3 所示，用户勾选同意懒猫金服理财顾问

协议后，点击页面下方的【立即赚佣金】按钮，页

面跳转至图 2.6.3.4 所示的理财顾问申请信息填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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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 如图 2.6.3.4 所示，用户填写相应信息后点击页面下

方的【提交】按钮进行理财顾问申请提交，提交成

功后页面跳转至图 2.6.3.5 所示的提交成功界面； 

4 理财顾问审核通过 1、 如图 2.6.3.6 所示，用户提交理财顾问申请信息后由

懒猫运营人员通过 PC 端 Boss 后台进行审核，审核

通过后理财顾问提交完成界面跳转为图 2.6.3.6 所示

的理财顾问申请成功页面。 

 

 理财顾问分润记录查看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理财顾问的用户对自己所获得分润进行查询及查看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理财顾问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

【我的客户】进入理财顾问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理财顾问点击【累计分润】模块时，页面跳转至分润记录页面供理财顾问进行其所

获分润的查询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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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3.3.1                             图 2.3.3.2 

           

          图 2.3.3.3                           图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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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分润记录页面 1、 如图 2.7.3.1 所示，已经成为懒猫金服理财顾问的用

户可通过点击我的懒猫页面中的【我的客户】按钮

进入理财顾问个人信息页面进行相应信息的查看及

查询等操作； 

2、 用户点击【我的客户】按钮后，页面跳转至图

2.7.3.2 所示的理财顾问查看页面； 

2 排序 1、 如图 2.7.3.2 所示，用户可点击页面中【累计分润】

按钮，点击后页面跳转至图 2.7.3.3 所示的理财顾问

分润记录页面； 

2、 如图 2.7.3.3 所示，用户可通过点击页面左上方的

【时间】、【金额】按钮，按相应的获取分润时间及

获取分润金额进行排序查看； 

3、 同样用户可通过点击页面上方的【个人分润】和

【团队分润】进行个人及团队分润的分别查看； 

3 筛选 1、 如图 2.7.3.3 及图 2.7.3.4 所示，用户同样可通过点击

页面右上方的筛选按钮进行不同维度信息的查看； 

2、 用户点击【筛选】按钮后，页面弹出筛选框； 

3、 用户点击相应选项后，页面列表按用户所选进行筛

选供用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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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再次点击【筛选】按钮，页面弹出的筛选框消

失。 

 

 理财顾问育成用户查看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理财顾问的用户对自己所发展的下级用户或推荐人或理财顾问进

行查询、查看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理财顾问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

【我的客户】进入理财顾问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推荐人点击【累计育成用户】模块时，页面跳转至理财顾问育成用户页面供理财顾

问进行其所推荐发展的下级普通用户及推荐人相应信息的查询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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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8.3.1                            图 2.8.3.2 

           

          图 2.8.3.3                            图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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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累计育成用户查看 1、 如图 2.8.3.2 所示，理财顾问可通过理财顾问查看页

面中的【累计育成用户】进行其推荐发展的下级普

通用户及推荐人相关信息的查询及查看； 

2、 用户点击【累计育成用户】按钮后，页面跳转至

2.8.3.3 所示的理财顾问育成用户页面； 

2 已购买用户查看 1、 如图 2.8.3.3 所示，用户可通过此页面查看其所发展

的下级用户中有过产品购买的用户； 

2、 如上文第 2.3 章节所述，用户通过可通过页面上方的

排序及筛选按钮进行相关信息的排序及筛选操作； 

3 未购买用户查看 1、 如图 2.8.3.4 所示，用户点击页面上方【未购买】按

钮后，页面切换至未购买用户列表页面； 

2、 如上文第 2.3 章节所述，用户同样可通过点击此页面

上方的排序及筛选按钮进行此列表的排序及筛选操

作。 

 

 理财顾问育成顾问查看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理财顾问的用户对自己所发展的下级用户或推荐人或理财顾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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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查询、查看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理财顾问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

【我的客户】进入理财顾问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推荐人点击【累计育成顾问】模块时，页面跳转至理财顾问育成顾问页面供理财顾

问进行其所推荐发展的下级理财顾问相应信息的查询及查看。 

 界面原型 

           

          图 2.9.3.1                            图 2.9.3.2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累计育成顾问查看 1、 如图 2.9.3.1 所示，理财顾问可通过理财顾问查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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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的【累计育成顾问】进行其推荐发展的下级理

财顾问相关信息的查询及查看； 

2、 用户点击【累计育成顾问】按钮后，页面跳转至

2.9.3.2 所示的理财顾问育成顾问页面； 

2 排序 1、 如图 2.9.3.2 所示，用户可通过点击页面上方的【累

计分润】、【推荐人数】、【顾问人数】进行相应排序

查看。 

 理财顾问二维码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理财顾问的用户拥有供其进行展业的个人专属二维码。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理财顾问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

【我的客户】进入理财顾问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推荐人点击【我的二维码】模块时，页面跳转至推荐人二维码页面供理财顾问进行

截图分享等操作，非懒猫金服用户通过此二维码进行注册后即成为此理财顾问的下级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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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9.3.1                            图 2.9.3.2 

           

          图 2.9.3.3                            图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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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我的二维码 1、 如图 2.9.3.1 所示，用户点击【我的二维码】按钮，

页面跳转至图 2.9.3.2 所示页面； 

2、 非懒猫金服用户通过扫描此页面后页面跳转至如图

2.9.3.3 所示懒猫金服注册页面； 

3、 非懒猫金服用户通过点击图 2.9.3.3 所示界面中的

【注册领取】按钮跳转页面至图 2.9.3.4 所示的注册

页面，注册后即成为此二维码所属推荐人的下级用

户。 

 

 销售投资记录查看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销售的用户对自身及下级的投资进行查询及查看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销售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我的

顾问】进入销售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理财顾问点击【累计自身及下级投资金额】模块时，页面跳转至投资记录页面供销

售进行其自身及下级投资记录润的查询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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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11.3.1                             图 2.11.3.2 

  

          图 2.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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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投资记录页面 1、 如图 2.11.3.1 所示，已经成为懒猫金服销售的用户可

通过点击我的懒猫页面中的【我的顾问】按钮进入

销售个人信息页面进行相应信息的查看及查询等操

作； 

2、 用户点击【我的顾问】按钮后，页面跳转至图

2.11.3.2 所示的销售查看页面； 

2 排序 1、 如图 2.11.3.2 所示，用户可点击页面中【累计自身及

下级投资金额】按钮，点击后页面跳转至图 2.11.3.3

所示的投资记录页面； 

2、 如图 2.11.3.3 所示，用户可通过点击页面左上方的

【时间】、【金额】按钮，按相应的投资时间及获取

投资金额进行排序查看；  

3 筛选 1、 如图 2.11.3.3 所示，用户同样可通过点击页面右上方

的筛选按钮进行不同维度信息的查看； 

2、 用户点击【筛选】按钮后，页面弹出筛选框； 

3、 用户点击相应选项后，页面列表按用户所选进行筛

选供用户查看； 

4、 用户再次点击【筛选】按钮，页面弹出的筛选框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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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育成顾问查看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销售的用户对自己所发展的下级理财顾问进行查询、查看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销售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我的

顾问】进入销售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销售点击【累计育成顾问】模块时，页面跳转至销售育成顾问页面供销售进行其所

推荐发展的下级理财顾问相应信息的查询及查看。 

 界面原型 

           

          图 2.12.3.1                            图 2.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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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累计育成顾问查看 3、 如图 2.12.3.1 所示，销售可通过理财销售查看页面中

的【累计育成顾问】进行其推荐发展的下级理财顾

问相关信息的查询及查看； 

4、 用户点击【累计育成顾问】按钮后，页面跳转至

2.12.3.2 所示的理财顾问育成顾问页面； 

2 排序 2、 如图 2.12.3.2 所示，用户可通过点击页面上方的【累

计分润】、【推荐人数】、【顾问人数】进行相应排序

查看。 

 

 销售二维码 

 功能说明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销售的用户拥有供其进行展业的个人专属二维码。 

 功能场景描述 

1、已经成为懒猫平台销售的用户，登录状态下进入【我的懒猫】页面，通过点击【我的

顾问】进入销售信息查看页面进行相应信息查看； 

2、推荐人点击【我的二维码】模块时，页面跳转至销售二维码页面供销售进行截图分

享等操作，非懒猫金服用户通过此二维码进行注册后即成为此销售的下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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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13.3.1                            图 2.13.3.2 

           

          图 2.13.3.3                            图 2.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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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我的二维码 4、 如图 2.13.3.1 所示，用户点击【我的二维码】按钮，

页面跳转至图 2.13.3.2 所示页面； 

5、 非懒猫金服用户通过扫描此页面后页面跳转至如图

2.9.3.3 所示懒猫金服注册页面； 

6、 非懒猫金服用户通过点击图 2.13.3.3 所示界面中的

【注册领取】按钮跳转页面至图 2.13.3.4 所示的注册

页面，注册后即成为此二维码所属销售的下级用

户。 

 

 Boss 后台—线下客户列表管理 

 功能说明 

1、运营人员可通过理财顾问后台（Boss 后台）中的线下客户列表进行线下客户信息的

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运营人员登录 Boss 后台，点击进入【线下理财顾问】菜单下的【线下客户列表】页

面进行线下客户信息的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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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14.3.1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线下客户列表管理 1、 如图 2.14.3.1 所示，用户点击【线下理财顾问】中的

【线下客户列表】页面； 

2、 运营人员可通过此页面查看当前用户身份类型及当

前用户上级关系； 

2 查看 1、 如上图 2.14.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上方的

【今日新增】、【昨日新增】、【最近 7 天新增】、【最

近 30 天新增】以及自定义时间段进行查看； 

3 查询 1、 如上图 2.14.3.1 所示，运营人员可通过页面上方输入

想要查看用户的真实姓名或手机号码进行查询操

作； 

4 导出 1、 如上图 2.14.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导出】按钮

对当前线下客户列表进行导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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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 后台—推荐人列表管理 

 功能说明 

1、运营人员可通过理财顾问后台（Boss 后台）中的推荐人列表进行推荐人信息的查询、

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运营人员登录 Boss 后台，点击进入【线下理财顾问】菜单下的【推荐人列表】页面

进行推荐人信息的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界面原型 

 

图 2.15.3.1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推荐人列表管理 3、 如图 2.15.3.1 所示，用户点击【线下理财顾问】中的

【推荐人列表】页面； 

4、 运营人员可通过此页面查看所有推荐人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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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 2、 如上图 2.15.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上方的

【今日新增】、【昨日新增】、【最近 7 天新增】、【最

近 30 天新增】以及自定义时间段进行查看； 

3 查询 2、 如上图 2.15.3.1 所示，运营人员可通过页面上方输入

想要查看用户的真实姓名或手机号码进行查询操

作； 

4 导出 2、 如上图 2.15.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导出】按钮

对当前线下客户列表进行导出操作。 

 

 Boss 后台—理财顾问列表管理 

 功能说明 

1、运营人员可通过理财顾问后台（Boss 后台）中的理财顾问列表进行理财顾问信息的

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运营人员登录 Boss 后台，点击进入【线下理财顾问】菜单下的【理财顾问列表】页

面进行理财顾问信息的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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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16.3.1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线下客户列表管理 1、 如图 2.16.3.1 所示，用户点击【线下理财顾问】中的

【理财顾问列表】页面； 

2、 运营人员可通过此页面查看当前所有理财顾问相关

信息； 

2 查看 1、 如上图 2.16.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上方的

【今日新增】、【昨日新增】、【最近 7 天新增】、【最

近 30 天新增】以及自定义时间段进行查看； 

3 查询 1、 如上图 2.16.3.1 所示，运营人员可通过页面上方输入

想要查看用户的真实姓名或手机号码进行查询操

作； 

4 导出 1、 如上图 2.16.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导出】按钮

对当前理财顾问列表进行导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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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 后台—销售人员列表管理 

 功能说明 

1、运营人员可通过理财顾问后台（Boss 后台）中的销售人员列表进行销售人员信息的

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运营人员登录 Boss 后台，点击进入【线下理财顾问】菜单下的【销售人员列表】页

面进行销售人员信息的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界面原型 

 

图 2.14.3.1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销售人员列表管理 1、 如图 2.17.3.1 所示，用户点击【线下理财顾问】中的

【销售人员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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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营人员可通过此页面查看当前所有销售人员的相

关信息； 

2 查看 1、 如上图 2.17.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上方的

【今日新增】、【昨日新增】、【最近 7 天新增】、【最

近 30 天新增】以及自定义时间段进行查看； 

3 查询 1、 如上图 2.17.3.1 所示，运营人员可通过页面上方输入

想要查看用户的真实姓名或手机号码进行查询操

作； 

4 导出 1、 如上图 2.17.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导出】按钮

对当前线下客户列表进行导出操作。 

 

 Boss 后台—理财顾问申请列表管理 

 功能说明 

1、运营人员可通过理财顾问后台（Boss 后台）中的理财顾问申请列表进行理财顾问申

请信息的查询、查看、导出及审核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运营人员登录 Boss 后台，点击进入【线下理财顾问】菜单下的【理财顾问申请列表】

页面进行理财顾问申请信息的查询、查看、导出及审核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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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18.3.1 

 

图 2.18.3.2 

 

图 2.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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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3.4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理财顾问申请列表管理 1、 如图 2.18.1 所示，用户点击【线下理财顾问】中

的【理财顾问申请列表】页面； 

2、 运营人员可通过此页面查看所有理财顾问申请信

息； 

2 查看 1、 如上图 2.18.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上方

的【今日新增】、【昨日新增】、【最近 7 天新增】、

【最近 30 天新增】以及自定义时间段进行查

看； 

3 查询 1、 如上图 2.18.3.1 所示，运营人员可通过页面上方

输入想要查看用户的真实姓名或手机号码进行查

询操作； 

4 导出 1、 如上图 2.18.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导出】

按钮对当前线下客户列表进行导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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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审核 1、 如上图 2.18.3.2 所示，运营人员对新增的理财顾

问审核列表进行审核； 

2、 运营人员点击页面右侧的【审核】按钮，页面弹

出审核弹出框； 

3、 运营人员选择该申请是否通过审核及相应理财顾

问类型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审核； 

6 工作详情 1、 如上图 2.18.3.3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右侧

的【工作详情】进行理财顾问申请信息的查看； 

7 操作记录 1、 如上图 2.18.3.4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右侧

的【操作记录】进行对当前记录对应的操作人员

及时间的相关信息。 

 

 Boss 后台—线下投资记录列表管理 

 功能说明 

1、运营人员可通过理财顾问后台（Boss 后台）中的线下投资记录列表进行线下投资信

息的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运营人员登录 Boss 后台，点击进入【线下理财顾问】菜单下的【线下投资记录列表】

页面进行线下投资信息的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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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14.3.1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线下投资记录列表管理 1、 如图 2.19.3.1 所示，用户点击【线下理财顾问】

中的【线下投资记录列表】页面； 

2、 运营人员可通过此页面查看当前所有线下投资记

录相关信息； 

2 查看 1、 如上图 2.19.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上方

的【今日新增】、【昨日新增】、【最近 7 天新增】、

【最近 30 天新增】以及自定义时间段进行查

看； 

3 查询 1、 如上图 2.19.3.1 所示，运营人员可通过页面上方

输入想要查看用户的真实姓名或手机号码进行查

询操作； 

4 导出 1、 如上图 2.19.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导出】

按钮对当前线投资记录列表进行导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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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 后台—线下分润记录列表管理 

 功能说明 

1、运营人员可通过理财顾问后台（Boss 后台）中的线下分润记录列表进行线下分润记

录信息的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运营人员登录 Boss 后台，点击进入【线下理财顾问】菜单下的【线下分润记录列表】

页面进行线下客户信息的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界面原型 

 

图 2.20.3.1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线下分润记录列表管理 1、 如图 2.20.3.1 所示，用户点击【线下理财顾问】

中的【线下分润记录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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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营人员可通过此页面查看所有分润记录信息； 

2 查看 2、 如上图 2.20.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上方

的【今日新增】、【昨日新增】、【最近 7 天新增】、

【最近 30 天新增】以及自定义时间段进行查

看； 

3 查询 2、 如上图 2.20.3.1 所示，运营人员可通过页面上方

输入想要查看用户的真实姓名或手机号码进行查

询操作； 

4 导出 2、 如上图 2.20.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导出】

按钮对当前分润记录列表进行导出操作。 

 

 Boss 后台—分润规则列表管理 

 功能说明 

1、运营人员可通过理财顾问后台（Boss 后台）中的分润规则列表进行分润规则信息的

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功能场景描述 

1、运营人员登录 Boss 后台，点击进入【线下理财顾问】菜单下的【分润规则列表】页

面进行分润规则信息的查询、查看及导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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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原型 

 

图 2.21.3.1 

 

图 2.21.3.2 

 功能需求详情 

编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分润规则列表管理 1、 如图 2.21.3.1 所示，用户点击【线下理财顾问】中的

【分润规则列表】页面； 

2、 运营人员可通过此页面查看当前系统分润规则相关

信息； 

2 查看 1、 如上图 2.21.3.1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上方的

【生效中规则】、【已失效规则】、【待生效规则】进

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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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规则 1、 如上图 2.21.3.2 所示，运营人员可点击页面上方的

【新增规则】按钮进行新的分润规则的增加。 

 

第三章 产品非功能性需求 

 产品质量需求 

 性能需求 

1、 系统响应时间，要求不要出现明显的卡顿现象发生。 

2、 产品可用性，产品理论运行时间为 7X24 小时，要求系统长时间处于后台状态时确

保信息不丢失。 

3、 压力测试，要求进行产品压力测试，如短时间内多次按键响应等。 

 兼容性需求 

1、 产品主要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因此涉及到 Android、IOS、WP 等手机操作系统，硬

件兼容性主要要求兼容当前市面主流机型，如 iPhone4 ~ iPhone 6s，小米，华为，

三星，Windows Phone 等。 

2、 要求产品以最大优先级满足主流手机系统，但同时应兼容其它品牌手机及其它版本

的手机操作系统。 

 产品容错需求 

1、 要求产品有容错处理机制，当产品出现闪退等情况发生时，确保用户信息不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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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手机出现系统断电，断网等情况时，要求对用户信息做容错处理。 

 产品易用性需求 

1、 此版本暂时只支持中文操作界面，且操作界面语言不随系统语言所改变。 

2、 当系统进行中英文切换时，确保产品不会出现中英文乱码及显示异常等情况发生。 

 安全性需求 

1、 网络传输信息安全需求，要求系统进行信息传输时，以加密的形式进行信息的传输，

确保信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不会被窃取。 

2、 网络异常中断保护需求，防止由于网络异常中断等引起的信息同步不正常，用户前

台操作失败等。 

 产品运营及升级维护需求 

1、 增加产品错误处理 log，用以分析产品异常退出等异常情况。 

 其他需求 

1、 产品软件开发代码注释及说明文档，要求产品软件开发代码关键位置有必要的注释

说明信息及相应的说明文档。 

2、 产品测试用例，测试报告等相应文档需求，要求产品有常规的测试用例，压力测试

用例及不同阶段及版本的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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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产品设计约束及策略 

1、要求产品的设计，开发等所使用的工具、插件、源代码等不会引起版权等纠纷。 

第五章 产品验收资料 

编号 名称 形式 介质 

1 代码包 源码 电子 

2 代码说明文档 文档 电子 

3 测试用例 文档 电子 

4 测试报告 文档 电子 

    

 

第六章 附录 

 沟通纪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