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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端口
前端端口是指婚恋平台的前台端口，是单
身用户访问的端口，OElove支持PC电脑网
站+H5手机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
+APP五端合一，数据无缝对接。



OElove支持多套模板风格、根据项目定位来修
改页面主题，支持后台模板DIY、一键改色、模
块开关、导航修改、模板开发等功能，能满足
各种类型的婚恋平台主题需求。

常规模式 粉丝系 瀑布流模式

预览说明

扫码查看演示

The front-end port - Platform style
前端端口-平台风格



功能说明

OElove无缝对接微信公众号（服务号），并可跟
N个订阅号关联对接运用，具备微信支付、微信
消息模板、关键词回复、自定义菜单、推文、关
注回复、参数二维码、微信登陆等微信相关的功
能、插件在婚恋网站上的应用。

扫码查看公众号演示

公众号首页 公众号入口 公众号相亲平台

The front-end port - public Numbers
前端端口-微信公众号



功能说明

微信相亲小程序是基于OElove框架下运行的插件应
用，是网站系统其中一个前端端口，拥有多套模板风
格，无缝对接网站系统

扫码体验小程序演示

小程序首页 小程序广场 小程序个人中心

The front-end port - applets
前端端口-小程序(定制开发)



查看演示：
e.oephp.com

PC首页

PC会员页

The front-end port - Computer site
前端端口-PC电脑网站



The front-end port - App 
前端端口-APP应用(定制开发)

APP界面风格1 APP列表 APP界面风格2



OElove前端平台支持模板DIY，一键换色等功能，快速打造出各种主题与风格的婚恋相亲平台。

The front-end port Style DIY 
前端平台风格DIY



公域流量运营功能
是指通过外部平台（如抖音、百度、信息
流、自媒体等）获取流量时需用到的推广
获客功能、工具。



Public domain operations - SEM of routing
公域运营1-SEM推广路由

自定义投放计划，多套落地页选择、数据统计

      网站系统集成SEM推广路由管理系统，满足今日头条、百度推广、抖音广告、爱奇艺、广
告联盟等广告投放管理需求，支持一键API/JS埋码与投放数据统计，数据无缝对接SCRM销售
管理系统，并提供SEM广告营销所需的营销单页，推广单页，获客主题单页多套选择支持。

SEM获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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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职红娘获客效果

Public domain operations - Part-time
公域运营2-兼职红娘



Public domain operations - Landing page form
公域运营3-落地页表单系统

落地页1 落地页2 登记表 注册页



Public domain operations - Power take off a single
公域运营4-助力脱单裂变



Public domain operations -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公域运营5-SEO搜索引擎系统

用户在各种类型的终端端口上做关键词搜索，可以搜索到你的婚
恋网站。

举例：搜索广州相亲网

OElove拥有强大的SEO管理功能，充分迎合最新搜索引擎算法。
支持端口：百度、360、搜狗、神马、微信搜索、今日头条等。

SEO功能：支持自定义TDK、页面伪静态、关键词代码组合、自
定义单页生成、nofolow、友情链接等。



私域运营功能
私域运营是指已经成为平台的粉丝、用户、
会员的前提下，起到互动、粘性、促活、
用户培养、变现等作用的功能模块。



会员注册
支持多套注册体验方式，自定义注册项 会员中心风格可支持后台设定 后台自定义套餐

会员中心 VIP套餐

private traffic - Member of the module
私域运营-会员模块



面具设置 面具效果 解锁面具

OElove Shy mask
害羞面具



04

编辑资料 择偶要求 生活相册

data administration
资料管理



04

会员搜索 LBS定位附近的人 自定义精选会员展示

Search function
搜索功能



04

人脸认证 OCR+人工核验 自助实名认证

private traffic - Certification system - Certification
私域运营-认证体系-实名认证



04

学历认证 工作认证 婚况认证 到店认证

private traffic - Certification system - Auxiliary certification
私域运营-认证体系-辅助认证



04private traffic - Certification system - Data authentication
私域运营-认证体系-资料认证

资料认证 头像认证 择偶要求



04private traffic - The cohesive function 
私域运营-粘性功能

相亲平台粘性功能主要用于保持平台的活跃度，会员参与度的功能，包含有邮件营销、短信营销、站内信、自动推
送、每日推送、批量发送微信提醒等功能；

微信推送 互动推送 短信推送 站内信



04

在线聊天 交换微信 爆灯 送礼物

private traffic - Discovr Apps - The member interaction
私域运营-互动应用-会员互动



04

加关注 邀请约会 委托牵线 举报拉黑

private traffic - Discovr Apps - The member interaction
私域运营-互动应用-会员互动



04

动态广场 热门话题

private traffic - Discovr Apps - The member interaction
私域运营-互动应用-会员互动



04private traffic - Discovr Apps - The member interaction
私域运营-互动应用-会员互动

同城约会 相亲墙 相亲日记



04private traffic - Discovr Apps - Smoke blind box
私域运营-互动应用-抽盲盒

抽盲盒 存入纸条 解锁抽盲盒 助力抽盲盒



04private traffic - Discovr Apps - off-line activity 
私域运营-互动应用-线下活动

线下活动 报名活动 报名表单 分享活动



04private traffic - Discovr Apps - Video dating 
私域运营-互动应用-视频相亲

视频相亲 相亲列表 视频个人中心



04private traffic - Discovr Apps - Add a single group of 
私域运营-互动应用-加单身群

解锁加单身群加单身群单身群列表



04private traffic - Extended plug-in 
私域运营-扩展插件

积分商城 情感课程 情感导师



线下门店功能
线下门店功能是指结合线下经营所用的门
店管理、红娘管理、销售系统、硬件设备、
电话云呼系统等功能。



04Offline store - Store management
线下门店-门店管理

后台门店管理列表 前台门店列表

支持婚恋多门店/加盟店/连锁店开店及
多店联营管理



04Offline store - SCRM sales system
线下门店-SCRM销售系统

每个门店有独立的销售、服务系统、配套云呼电话、在线签单、电子合同、智慧红娘、
红娘推广分销等功能

SCRM销售系统手机版SCRM销售系统后台



04Offline store - Cloud calling system
线下门店-云呼电话系统(定制开发)

一键
拨号

应用场景：婚介公司、婚介所、连锁婚恋公司、婚恋

加盟品牌。

解决方案：OEloveCRM红娘管理系统+云呼平台套餐。

硬件配套（电话云呼叫系统）。

接入成本：联系客服提交需求按需出解决方案。

硬件与服务：有线电话座机、无线电话座机、400电

话、虚拟号码呼出（防拉黑或备注）。

功能说明



04Offline store - Online sign the bill / Collection
线下门店-在线签单/收款(定制开发)

每个门店有独立的销售、服务系统、配套云呼电话、在线签单、电子合同、智慧红娘、红娘推广分销等功能。



04Offline store - Offline terminal equipment
线下门店-线下终端设备(定制开发)

身份证识别设备

人脸识别设备

脱单盒子自助终端



04Backend system - System Management Background
系统后端-系统管理后台

系统管理后台工作台



04Backend system - API
系统后端-API接口

支付接口

云存储接口

短信接口

第三方登录接口



04

门店财务后台收款工作台

Backend system - Financial system
系统后端-财务系统



技术标准



04

技术参数： OEphp MVC开发框架、Html5、OEUI-H5，OEUI-PC，
OEUI-Vue。
开发语言：PHP（支持5.3.x-7.3.x版本）。
数据库：Mysql（5.x)或Rds。
部署环境：Linux操作系统、Windows服务器、服务器配置及带宽根
据客户需求确定。
服务器：阿里云、百度云、腾讯云（云主机）、物理服务器（机房托
管）、虚拟空间、局域网（内网）。

technical norms 
技术标准



客户案例



       黄埔海关、南方电网（广州）、湖北日报、四川工人报、咸阳报业、三峡日报、十堰晚报、阳光婚恋、玖玖
情缘、安徽相亲网、深圳金凤凰、我主良缘、玫瑰心语、南京金陵红娘、四川小蜜蜂婚恋、台州祥客婚、合肥安
徽相亲网、石家庄燕赵佳缘网、重庆金玫瑰、创世纪情缘、湖北我们结婚网、恋爱漫婚恋、郴洲相亲、大同珍壹
缘、济南日月坛婚恋、赣州婚恋网、六口茶、蜜爱婚恋、莆爱网、若初遇、世纪红娘网、糖果爱恋、谈恋爱网、
拖手仔、相豫网、遇到爱俱乐部、寿光报业、同曦地产、云南热线、珠江传媒、湖北电信智慧城市、南海报业
（海南）、三峡日报、广西工人报、广州市社工协、越秀区慈善会、广东外语学院、东莞翰林学校、深圳育才中
学、广东中小企业网等等。

服务的客户
Customers served

Customer case
客户案例



Customer case
客户案例



2020 奥壹科技

感谢观看
OElove
婚恋交友系统
AoYi Dating System

www.oelov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