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要求 

一、软件功能要求 

1. 渠道管理 

功能列表 

一级功能 二级功能 三级功能 四级功能 功能说明 

首页 

菜单栏 菜单栏     

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客户经理 联系电话     

运营电话 联系电话   显示运营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退出 退出     

渠道管理 
渠道业务

流程 

发起流程 门店邀约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对潜在业主、建店地址的

信息登记和勘察记录的流程审批 

  
新建电彩门店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新建电彩门店的发起审

批 

  

新建纯即开门店流

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新建纯即开门店的发起

审批 

  撤销电彩门店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撤销电彩门店流程

的审批 

  
撤销纯即开门店流

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撤销纯即开门店流

程的审批 

  门店开机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门店开机流程 

  
门店停机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门店停机流程 

  
临时停机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临时停机流程 

  开通高频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开通高频流程 

  关闭高频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关闭高频流程 

  开通竞彩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开通竞彩流程 

  关闭竞彩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关闭竞彩流程 

  
终端游戏玩法变更

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终端游戏玩法变更

流程 

  门店迁址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同一区县内进行门

店迁址流程 



  销售员变更流程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销售员变更流程 

  
专管员门店关系调

整 

支持分中心人员发起专管员与门店关系

调整流程 

  异常票申请流程 支持异常票补偿登记审批流程 

  取消票申请流程 支持取消票申请流程 

草稿 门店邀约流程   

  新建电彩门店流程   

  
新建纯即开门店流

程 
  

  撤销门店流程   

  
撤销纯即开门店流

程 
  

  门店开机流程   

  门店停机流程   

  临时停机流程   

  开通高频流程   

  关闭高频流程   

  开通竞彩流程   

  关闭竞彩流程   

  
终端游戏玩法变更

流程 
  

  门店迁址流程   

  销售员变更流程   

  
专管员门店关系调

整 
  

  异常票申请流程   

  取消票申请流程   

待办任务     

批量处理   
支持批量处理流程，支持向实体渠道和

UMP文件导出 



我的流程     

已办任务     

建设管理 行业渠道管理   支持对行业渠道数据的增删查 

信息管理 

门店查询   支持门店信息的查询、导出 

电脑终端查询   支持电脑终端查询、导出 

安卓终端查询   支持安卓终端查询、导出 

即开终端查询   支持即开终端查询、导出 

合同到期查询   
支持根据合同开始日期、结束时间查询合

同信息 

邀约记录查询   
支持根据受邀人姓名、受邀人电话查询邀

约记录 

人员信息 

业主信息   支持业主信息的增删查 

销售员信息   支持销售员信息的增删查 

专管员查询   支持专管员信息的增删查 

运营监控 

门店数量统计   支持按地市统计门店数量 

电脑终端数量查

询 
  支持按地区统计电脑终端数量 

终端机型统计   支持按地区统计终端机型统计 

流程数量统计   支持按月份统计流程数量 

后台管理 

系统管理 

管理机构管理   支持管理机构增删改查 

用户管理   支持系统用户信息的增删改查 

角色管理   支持系统角色的增删改查 

岗位管理   支持岗位管理的增删改查 

数据字典   支持基础数据字典的增删改查 

流程管理 

新增     

查询     

节点任务处理人

设置 
    



编辑     

超时/知会设置     

流程发布     

 

2.数据决策分析模块 

 采购项目需求 

功能性要求 

市中心 

1、掌控累计销量、年预期、完成情况 

2、关注游戏、区域、渠道、市场份额 

3、乐透、竞猜、即开销量及走势 

4、乐透销量、份额对比和游戏变化 

5、了解各区域体彩办销量完成情况 

6、了解网点规模、质量、效率及游戏表现 

7、比较各省销量和终端率排名情况 

8、展示高频和大乐透票据情况 

9、提供高频信息录入和高频市场分析 

功能性要求 

各市场部门及区县 

1、本区域累计销量排名、年预期、奋斗目标 

2、本区域销量、贡献、份额、任务 

3、了解网点游戏情况和终端销量贡献 

4、了解三大类游戏销量详细情况。 

5、了解超级大乐透和双色球份额对比情况 

移动支持 

1、提供 IOS专用 APP，可以通过 IPAD、IPHONE进行展示； 

2、提供 ANDROID专用 APP，可以通过 ANDROID智能手机进行展示； 

非功能性要求 

专业性：充分了解体彩各级管理层日常管理需求，熟悉体育彩票业务； 

时效性：数据来源稳定、可靠，保证数据即时性、准确性、全面性、一致

性； 

安全性：保证网络和数据安全，提供可靠的数据授权和认证模式； 

易用性：系统界面设计简单，便于学习使用，可操作性和易用性强； 

扩展性：系统采用主流技术架构，便于实现系统对接和功能拓展； 

首页 

菜单栏 菜单栏 

客服电话 客服电话 

意见箱 意见箱 

登录信息 
密码修改 

注销 

移动客户端下载 移动客户端下载 

自定义功能 自定义报表分组 

数据报表 
中间页面 数据报表中间页面 

销售简报 体福彩销量报表彩 



体彩各地市近 3周销量变化情况报表彩 

全省体福彩近 52周销量走势图彩 

全省体福彩各游戏近 3周销售情况报表彩  

全省体育彩票历年销售情况表日 

综合报表彩、日 

省辖市数据 

省辖市销量报表彩 

省辖市销量时段报表彩 

省辖市销量时段对比报表彩 

省辖市主要游戏销量报表彩 

省辖市主要游戏销量时段报表彩 

省辖市主要游戏销量时段对比报表彩 

省辖市即开主要票种周销量报表日 

省辖市即开主要票种销量时段报表日 

省辖市即开按渠道统计销量时段报表日 

省辖市即开按面值统计销量时段报表日 

省辖市销售任务完成进度表彩 

省辖市销量时段走势图彩 

省辖市销量钻取报表彩 

省辖市购彩情况统计报表彩 

省辖市主要游戏销售时段校对报表日 

省辖市体福彩销量对比报表彩 

省辖市体福彩时段销量对比报表彩 

县市区数据 

各县（市、区）销量报表彩 

各县（市、区）销量时段报表彩 

各县（市、区）销量时段对比报表彩 

各县（市、区）主要游戏销量报表彩 

各县（市、区）主要游戏销量时段报表彩 

各县（市、区）主要游戏销量时段对比报表彩 

各县（市、区）即开主要票种周销量报表日 

各县（市、区）即开主要票种销量时段报表日 

各县（市、区）即开按渠道统计销量时段报表日 

各县（市、区）即开按面值统计销量时段报表日 

各县（市、区）销售任务完成进度表彩 

各县（市、区）销量时段走势图彩 

站点数据 

电脑站点销量时段报表彩、日 

电脑站点销量时段对比报表彩、日 

电脑站点主要游戏销量时段报表彩、日 

电脑站点任意时段内各玩法销售情况统计报表彩、

日 

电脑单机销量统计报表日 

电脑终端数量统计报表日 

即开站点销量时段报表日 

即开站点销量时段对比报表日 



地区时段销售统计报表彩、日 

游戏门店销量报表彩、日 

门店销量报表彩、日 

票据级报表 

体彩省市不同投注方式销量统计报表彩 

体彩省市不同购买区间销量统计报表彩 

体彩省市不同购买方式销量统计报表彩 

体彩省市主要游戏销量时段曲线图 

中奖数据 

省辖市主要游戏时段中奖情况统计报表彩 

县（市、区）主要游戏时段中奖情况统计报表彩 

省辖市主要游戏中奖区间时段报表彩 

各站点主要游戏中奖区间时段报表彩 

主题分析 

中间页面 主题分析中间页面 

营销决策分析 
现状分析 

营销分析 

站点分析 
销量情况分析 

中奖情况分析 

高频市场分析 
高频信息上报 

生成报表和导出报告 

数据维护 

中间页面 数据维护中间页面 

基础数据管理 

即开站点管理 

人口/GDP管理 

即开站点分配 

销量管理 

地区计划销量管理 

游戏计划销量管理 

福彩销量管理 

参数管理 

福彩游戏管理 

即开游戏管理 

销售渠道管理 

系统管理 

中间页面 系统管理中间页面 

用户管理 

组织管理 

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 

权限管理 

数据授权 

功能授权 

市权限管理 

消息管理 
消息发布 

消息管理 

决策产品 主任专区 

总体情况 

重点关注 

游戏情况 

乐透游戏 

区域情况 



区域网点 

网点情况 

各省情况 

票据信息 

地市专区 

总体情况 

重点关注 

游戏情况 

乐透情况 

区域情况 

网点情况 

区域网点 

全省情况 

票据情况 

本市情况 

业务专区 主任专区权限简化版 

移动决策 
IPHONE 版 

ANDROID 版 

服务内容 

1、数据查询和数据分析服务 

根据需要，进行具体数据初始化、后续数据查询和分析服务。 

2、提供技术文档： 

提供所需的产品手册、使用指南、相关工具、文档等相关资料。 

3、定制需求技术服务： 

根据需要进行定制技术服务； 

4、升级服务 

5、数据备份服务 

6、技术培训服务 

根据需要和要求，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通过电话、网络或到现场提供相应

的技术支持，范围包括：问题分析、故障排查、操作指导、技术咨询服务

等。 

技术服务的方式 

1、现场服务 

2、技术支持热线电话 

3、电子邮件  

 

三、硬件要求 

根据软件系统的需要，提供满足软件系统运行的环境，包括服务器、网络、安全等。硬

件环境部署于高等级标准机房。 

四、客户服务内容和方式 

a) 提供技术文档： 

提供帷胜渠道 3.0产品手册。 

b) 运维服务： 

提供系统的日常运维服务及故障处理服务。 



c) 数据备份服务： 

提供数据备份服务。 

d) 与实体渠道系统实现数据对接。 

五、技术培训服务： 

根据需要，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通过电话、网络或到现场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范围包

括：问题分析、故障排查、操作指导、技术咨询服务等。 

培训服务：根据河南体彩中心要求提供不少于 2次的现场培训 

售后服务：提供 7*24 小时的客户服务 

现场服务：5人次 

六、交付方式：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合同约定的软件研发产品，由甲乙双方根据验收功能清

单共同验收，对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功能乙方无偿修改。 

七、验收及验收标准：1.满足软件功能清单的功能要求；2.满足招标文件乙方承诺的所有项

目。 

八、质保期：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