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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卡盟平台是一款远特信时空为直营体系终端打造的一款移动办公平台，为了更好的业

务推广和能力打造，公司采取开放卡盟核心业务 SDK软件开发包作为重要的产品战略，

创建开放的平台，实现共赢。

1.1 前言

1.1.1 文档编写目的

为了方便各类合作伙伴，系统集成公司及销售渠道等公司自行调用和集成，将卡盟的

业务能力集成到合作伙伴自己的业务能力中；本文档主要针对卡盟现有的 8个核心业务功

能进行说明，指导用户在工作中更好理解的和使用。

1.1.2 读者对象

本文档适用卡盟合作商户、推广商户等。

2 业务功能和流程

2.1 核心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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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业务流程



4

3 具体模块说明

3.1 选号码

图 3.1

打开 APP，号版界面（见上图），分为功能区和号码展示区：

1、功能区分为：定位功能 、搜索功能 、筛选功能

2、号码展示区分为：推荐号码 、随便看看

推荐号码展示区是靓号展示区，点击右侧的“更多”查看更多的靓号；

随便看看展示区是普通号码展示区，点击右侧的“更多”查看更多的普通号码。

3.1.1 定位功能

点击左侧城市归属地按钮，进入选择城市界面，可输入城市名或者选择不同的城市，查看

所属地相应的号码情况。

定位功能

搜索栏
筛选功能

推荐号码

随便看看

更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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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搜索栏

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里输入城市名称来查找相关城市，确定所需号码的范围，也可以上

拉城市列表，找到自己想要的城市。

 当前城市

当前城市默认状态为“全国”，当用户选择一个城市名称以后，当前状态的城市定位会跳转

为为用户选择的城市。

 热门城市

热门城市是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用户可以直接点选城市，就可以立刻获得当前

城市的号码信息。

 其他城市

其他城市是能够享受卡盟业务服务的所有城市的集合，按照城市名称的首字母顺序排列，用

搜索栏

当前城市

热门城市

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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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以按照规律浏览并查找相应城市。

3.1.2 搜索功能

用户可以输入四位数字以上任意号码组合，进行精确查找自己需要的号码，系统会推

送满足当前规律的号码段顺序的手机号码供用户选择。

图 3.1.2.1

 定位功能

城市定位默认为全国，用户也可以进入所有城市的列表，选择其他城市，也可以输入城

市名称，在所有城市列表中进行精确查找。（详见 3.1.1定位功能）

 号码搜索栏

用户输入 4位以上数字，点击搜索按钮，进行精确查找。

号码搜索栏

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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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筛选功能

筛选功能分为：高级靓号、普通靓号、价格区间、较多数位四部分

用户点击筛选功能，弹出侧拉栏会显示上述筛选规则（如上图 3.1.2），用户可以选择其中

的规则，如：对号，顺子，ABCABC,AAABBBC,快速查找相关靓号

3.1.4 推荐号码

推荐号码区域显示的是系统推荐的部分靓号，以及号码所属城市和购买价格，购买价格时

号码占用费，用户可以点击右侧的“更多”按钮查看选择更多的靓号（详见图 3.1）

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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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1

更多推荐号码分为：

 功能区分为：定位功能 、搜索功能 、筛选功能（详见 3.1.1、3.1.2、3.1.3）

 号码展示区为靓号区，例如当前定位城市是深圳，显示的是深圳的手机号码列表及手机

号码占用费价格

3.1.5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区域展示的是部分普通卡号，以及号码所属城市，用户可以点击右侧的更多按钮

查看更多号码（详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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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1

更多号码分为：

 功能区分为：定位功能 、搜索功能 、筛选功能（详见 3.1.1、3.1.2、3.1.3）

 号码展示区为普通号码区域，分为手机号码、所在城市、价格。例如当前定位城市是深

圳，显示的是深圳的手机号码列表，无手机号码占用费。

选号操作步骤：

（一）根据用户所在的位置，在定位功能里面选择目标号码所属地；

（二）可以直接选择展示的推荐号码，也可以点击“更多号码”在筛选列表中选择筛选

方式，点击“确定”怎会按照筛选类型展示号码列表；

（三）查找心仪的号码，点击号码即可完成选号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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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选业务

在完成选号操作之后，点击号码将会进去下图所示的界面。

图 3.2

注意：所选卡号不同，套餐选项、可选包选项、预存费话选项,，内容会有不同。

号码占用费：根据所选号码是否为靓号进行金额不等的额外收费。

充值增送账户余额：可用于抵扣开卡时的费用。

3.2.1 套餐选取

参照图 3.2所示，在套餐区设置了所选则号码可以办理的套餐。点击其中的套餐选

项，可以弹出具体的套餐说明如图所示（点击“小浪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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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1

弹出框中包括了套餐名称、资费标准、资费说明的详细信息，可供参考。

也可以在套餐专区点击“查看更多”将会弹出新的页面，如下所示：

图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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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多套餐”页面将会以表格的形式清楚地展示所选套餐包含的内容信息，可以自由切换

套餐类型进行查看。

3.2.2 可选包

根据所选号码不同可选包也会有差异。可选包可以选择多个，也可以全部取消，带有

“必选”字样为必选包，不能取消。

3.2.3 预存话费

首次开卡的号码，必须选择预存话费金额，根据所选号码不同可预存话费金额也会有

差异。

选业务操作步骤：

（一）根据所选号码所拥有的套餐，查看套餐进行选择；

（二）按照可选包的列表，选择额外想增加的业务；

（三）在预存话费专区，选择想要预存的话费金额；

（四）可选择“充值账户赠送余额”抵扣卡开费用；

（五）点击“读取证件信息”即可完成选业务操作。

3.3 实名资料

在点击“读取证件信息”后，则进入证件录入页面；如下图 3.3.1所示：

包括了开卡人证件信息、录入开卡人身份证照片、签名、开卡号码。

操作步骤如下：

（一）开卡人证件信息：将身份证放到开卡设备上，读取证件信息。读取姓名、证件号码、

证件地址信息。如果出现读取错误，点击重新读取即可。证件信息只能用设备读取，不能手

动输入。

（二）录入开卡人身份证照片：点击证件区域，开启相机摄像头，拍摄身份证、号卡板正反

面，以及用户手持身份证号卡板的正面照片。证件信息照片只能相机拍摄上传，不能从手机

本地上传。

（三）勾选同意并签名，弹出白板签名（如图 3.3.2）点击保存上传签名，点击右侧签名区，

可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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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图 3.3.2

3.4 活体认证

资料上传之后进入到“采集人像”环节。手机会打开前置摄像头并要求用户脸部对准相

关区域，并要求用户模仿屏幕中的动画操作，分别有注视屏幕、连续摇头等相关动作进行



14

活体验证，用户本人按照提示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即可。

图 3.4.1

3.5 支付

在读取证件信息和照片拍照完成之后，点击“去支付”在跳转到支付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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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操作步骤：

（一）点击“去支付”弹出“选择一种支付方式”。（如上图 3.5.1）显示两种支付方式：

1 点选”用户支付”，选择一种支付通道，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

2 点选“商家支付”，可以选择一种支付渠道：远特账户支付、微信支付、支付宝支

付。

（二）支付成功后，进入“提交开卡申请”页面，即可完成支付环节。

3.6 写卡

人工审核通过之后，按照示例图提示进行如下操作。

操作步骤：

（一）用户将所持号卡板插入设备。

（二）保持设备状态：连接正常，网络状态：WIFI连接（如果是数据连接，则显示蜂窝连

接）。

（三）点击“提交开卡申请”，怎进行写卡操作，完成之后自动跳转到开卡界面。

注：在开卡过程中请勿将号卡板从设备中拔出。

3.7 开卡

页面跳转到图 3.8之后，标志着本次开卡申请已完成，可在页面查看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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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1、订单状态：“审核已通过”，用户开卡申请已完成。

2、开卡结果：会以业务消息的形式通知用户。

3、开卡佣金：返还至开卡佣金账户。

4、开卡申请完成，拔出号卡板。

3.8 余额查询

通过互联网向合作伙伴展示实时账户余额，数据透明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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