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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 SEND A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SYNCHRONIZATION REQUEST
TO A GROUP CHANNEL SYSTEM, THE SYNCHRONIZATION REQUEST
CARRYING A FIELD TO BE SYNCHRONIZED AND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5201 RECEIVE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RETURNED BY THE GROUP
CHANNEL SYSTEM WHEN THE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IS

VERIFIED SUCCESSFULLY, THE RETURNED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FIELD TO BE
SYNCHRONIZED

5202 WHEN A SALESPERSON ADDITION INSTRUCTION IS RECEIVED BY
MEANS OF A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ACCORDING
TO DEPARTMENT INFORMATION ACQUIRED FROM THE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SYNCHRONIZED IN THE GROUP
CHANNEL SYSTEM, DISPLAY THE DEPARTMENT INFORMATION
IN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S204 RECEIVE A DEPARTMENT SELECTION INSTRUCTION BY MEANS
OF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S206 ACQUIRE THE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IN A SELECTED
DEPARTMENT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SELECTION
INSTRUCTION, AND DISPLAY THE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IN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S208 RECEIVE THE SALESPERSON SELECTION INSTRUCTION BY MEANS
OF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S210 ACCORDING TO THE SALESPERSON SELECTION INSTRUCTION,
INPUT CORRESPONDING FIRST SALESPERSON BASIC INFORMATION
FROM THE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SYNCHRONIZED IN THE
GROUP CHANNEL SYSTEM INTO CORRESPONDING FIELDS IN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i r <
图 2

t
a\
o (57) Abstract: A channel management method and device, a computer device and a readable storage medium, the method comprising:

sending a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synchronization request to a group channel system, the synchronization request carrying a field to be
synchronized and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receiving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returned by the group channel system when the autho¬
rization information is verified successfully, the returned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field to be synchronized; when a

O salesperson addition instruction is received by means of a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according to department information ac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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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synchronized in the group channel system, displaying the department information in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receiving a department selection instruction by means of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acquiring the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in a selected department, and displaying the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in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receiving the

salesperson selection instruction by means of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and inputting corresponding first salesperson basic

information from the salesperson information synchronized in the group channel system into corresponding fields in the salesperson

addition interface.

(57)
摘要：一种渠道管理方法、装置、计算机设备及可读存储介质，该方法包括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

员信息同步请求，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同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接收集团渠道系统在授权信息验证通
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当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
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在业务员添加界
面显示部门信息；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息，并在业
务员添加界面显示业务员信息；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
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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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管理方法、装置、计算机设备及可读存储介质

本申请要求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为
2017111364791, 申请名称为 “渠道管理方法、装置、计算机设备及可读存储
介质” 的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5 技术领域
本申请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渠道管理方法、装置、计

算机设备及可读存储介质。

背景技术
10

集团公司中业务员信息存储在集团公司，每一个子公司只能读取到属于
自己的业务员的业务员信息，当需要将其他子公司的业务员同步到自己的业
务员管理系统时，通常是通过邮件等方式向其他子公司的管理人员手机到其
他子公司的业务员信息，然后人工将该业务员信息添加到自己的业务员管理
系统，耗时长，效率低。

15

发明内容
根据本申请公开的各种实施例，提供一种渠道管理方法、装置、计算机

设备及可读存储介质。
一种渠道管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20
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所述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同

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

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
当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

25
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在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所述
部门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
根据所述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息，并在所述业

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业务员信息；
30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业务员选择指令；及
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

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
一种渠道管理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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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模块，用于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所述同步请
求中携带有待同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业务员信息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
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

5
业务员添加指令接收模块，用于当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

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
在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部门信息；

部门选择指令接收模块，用于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
令；

10
显示模块，用于根据所述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

息，并在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业务员信息；
业务员选择指令接收模块，用于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业务员选

择指令；及
输入模块，用于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

15

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
字段处。

一种计算机设备，包括存储器、处理器，所述存储器上存储有计算机可
读指令，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时实现以下步骤：

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所述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同
20

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

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
当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

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在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所述
25

部门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
根据所述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息，并在所述业

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业务员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业务员选择指令；及

30
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

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
一个或多个存储有计算机可读指令的计算机可读非易失性存储介质，所

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
以下步骤：

35
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所述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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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

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
当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

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在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所述
部门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
根据所述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息，并在所述业

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业务员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业务员选择指令；及
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

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
本申请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细节在下面的附图和描述中提出。本申请

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从说明书、附图以及权利要求书变得明显。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

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图1为一实施例中的渠道管理方法的应用环境图；图2为一实施例中的渠道管理方法的流程图；图3为图2所示实施例中的步骤8210
的流程图；

图4为一实施例中的渠道管理装置的示意图；图5为一实施例中的计算机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

实施例，对本申请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
例仅仅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用于限定本申请。

请参阅图1所示，图1为一实施例中的渠道管理方法的应用环境图，其中包括计算机设备、集团渠道管理系统、人事系统以及员工代码系统，其中
计算机设备中设置有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集团渠道管理系统中的业务员信
息可以同步到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中，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中的业务员信息
也要同步到集团渠道管理系统中，从而保证集团渠道管理系统中的业务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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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全面、准确，例如当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中存在业务员信息变动时，可以
将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中存在变动的业务员信息同步到集团渠道管理系统
中，从而可以减少数据的传输量。

请参阅图
2 ,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一种渠道管理方法，本实施例

5 以该方法应用到上述图1中的计算机设备上来举例说明。该计算机设备上存储有渠道管理控制可读指令，通过该渠道管理控制可读指令来实施渠道管理
方法。该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8200:
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

同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10

具体地，集团渠道系统中存储有集团以及集团下各个子公司的业务员信
息，每个子公司的业务员信息在发生变动时均需要将该变动发送至集团渠道
系统，从而集团渠道系统中存储有所有可用的业务员信息，计算机设备中设
置有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该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每次在人员调动时均去集
团渠道系统调取数据，则会造成集团渠道系统的任务加重，资源占用率高，

15
为了避免该种情况的产生，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定期向集团渠道管理系统发
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从而可以同步集团渠道管理系统中的业务员信息，
且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出现业务员信息变更时，也会及时发送到集团渠道管
理系统，这样两者相互进行业务员信息交互，可以保证业务员信息的时效性。
此外，可以为不同的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设定不同的业务员信息同步时间，

20
从而可以减轻集团渠道管理系统的压力，也避免出现信息同步混乱的情况。

计算机设备可以定时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例如可
以每天一次，或者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等，该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同步
字段以及授权信息。其中，该授权信息可以是静态授权信息或动态授权信息，
例如当授权信息为动态授权信息时，计算机设备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

25
信息同步请求时，集团渠道系统向计算机设备所对应的安全设备返回一授权
关键码，计算机设备再访问该安全设备获取到该授权关键码，从而根据该授
权关键码生成授权信息。其中安全设备可以是手机、平板电脑等。

8201:
接收集团渠道系统在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

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
30

具体地，当集团渠道系统接收到该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时，对该授权信
息进行验证，当该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集团渠道系统则根据待同步字段向
计算机设备返回对应的业务员信息。这样在同步集团渠道系统中的业务员信
息时，集团渠道系统首先要对计算机设备发送的授权信息进行验证，只有验
证通过后，集团渠道系统才会同步相应的业务员信息到计算机设备中，从而

35
只有授权的计算机设备才能够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业务员信息，保证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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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信息的安全性。
且计算机设备中的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可以从集团渠道管理系统中获取

到其他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中的业务员信息，从而当子公司的业务经理需要
添加业务员时，可以通过从子公司渠道管理系统进行添加，而不再需要线下

5
寻找其他子公司的业务经理获取到相应的业务员信息，然后再输入至子公司
渠道管理系统，再进行添加，节省了时间。

8202:
当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

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在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部
门信息。

10
具体地，业务员添加界面是在计算机设备的显示装置上进行显示的操作

界面，其可以接收用户，例如业务经理输入的业务员添加指令，且当计算机
设备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查询从集团渠道系统
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的部门信息，并显示在业务员添加界面上。例如从集
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可以按照部门进行分类存储，这样组织架构

15
则可以直接获取到。例如集团下可以分为多个子公司，每个子公司下又存在
多个部门，因此可以按照子公司-部门的方式来存储业务员信息。这样当某一
子公司的业务经理需要添加其他子公司的或集团的业务员时，则可以根据业
务员添加界面所显示的部门信息选择相应的部门，从而可以快速定位到业务
员。

2
〇 8204: 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

具体地，当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了部门信息时，业务经理可以通过点击
计算机设备的屏幕来向计算机设备输入部门选择指令，从计算机设备可以根
据业务经理点击操作的位置的坐标来确定业务经理所选择的部门。

8206:
根据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息，并在业务

25
员添加界面显示业务员信息。

具体地，计算机设备根据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的
信息，并在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业务员信息，例如可以显示业务员的姓名，
或者显示业务员的集团员工代码。其中若显示的是业务员的姓名，且一个部
门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姓名相同的业务员，则可以在姓名后再添加业务员

30
的集团员工代码等，从而可以唯一地标识该业务员。

8208: 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业务员选择指令。
具体地，当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了业务员信息时，业务经理可以通过点

击计算机设备的屏幕来向计算机设备输入业务员选择指令，从计算机设备可
以根据业务经理点击操作的位置的坐标来确定业务经理所选择的业务员。

35 8210:
根据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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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
具体地，计算机设备根据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

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
处，例如，当业务员添加界面中存在多个字段时，可以从第一业务员信息中

5 读取到对应字段的信息，并输入至对应字段，若第一业务员信息中的字段与
业务员添加界面的字段不一致时，可以首先获取到字段转换逻辑，将第一业
务员信息中的字段根据字段转换逻辑转换成为与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字段相
一致的字段，然后再根据转换后的字段与业务员添力〇界面的字段将相应的业
务员信息输入到对应字段处。

10
上述渠道管理方法，将集团渠道系统中的业务员信息同步到子公司渠道

管理系统，这样当业务经理需要添加其他子公司的业务员时，则可以直接进
行添加，不需要通过邮件等方式向其他子公司的管理人员收集到其他子公司
的业务员信息，耗时短，效率高；且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为业务经理提供部
门和业务员的选择，提高了业务经理的操作效率。

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参阅图

3 ,
图3为图2所示实施例中的步骤8210的流程图，上述步骤

8210,
即根据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

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
字段处的步骤可以包括：

8302:
根据业务员选择指令获取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

20
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

具体地，计算机设备接收到业务员选择指令后，则获取从集团渠道系统
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从而不需要业务经理通
过邮件等方式向其他子公司的管理人员收集业务员基础信息。

8304:
从人事系统中获取与业务员选择指令对应的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

25
具体地，当计算机设备接收到业务员选择指令后，还需要访问人事系统，

从人事系统中获取与业务员选择指令对应的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其中人事
系统是指业务员在入职时，人事将所收集到的业务员信息存储的系统，该人
事系统中存储有业务员的基础信息。

8306:
当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与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相同时，则从员工

30
代码系统获取业务员的集团员工代码。

具体地，当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与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相同时，即从集
团渠道管理系统获取到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与从人事系统获取到的第二业
务员基础信息相同时，则继续从员工代码系统获取业务员的集团员工代码，
即业务员的代码，其中该集团业务员代码是可以唯一识别出该业务员的标识。

35 8308:
当集团员工代码与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中的集团员工代码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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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接收集团渠道系统在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
的业务员信息的步骤之后，还可以包括：查询是否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
息的子公司员工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员信息；当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

30
的子公司员工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员信息时，则查询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
本地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是否相同；当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本地业务员
信息的工作地点不同时，则根据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
配新的业务经理。

具体地，当集团渠道系统向计算机设备返回业务员信息后，可以首先判
35

断是否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子公司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员信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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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时，则继续判断该业务员信息所对应的业务员的工作地点是否改变，如
果工作地点改变时，则可以直接给该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因为如果工
作地点改变，则原来的业务经理无法对该业务员进行现场指导管理等，且为
了方便，直接给给该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而不需要改变业务员的其他

5 信息，例如子公司业务员代码，也不需要业务经理手工进行操作，从而可以
方便业务员的管理。

上述实施例中，当业务员的工作地点改变时，不需要改变业务员的其他
信息，例如子公司业务员代码，也不需要业务经理手工进行操作，计算机设
备直接根据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方便对业务

10
员的管理。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根据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
配新的业务经理的步骤可以包括：当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
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存在业务员申请请求时，则将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添力口
到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

15
具体地，当工作地点改变的业务员的改变后的工作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

中存在业务员添加申请请求时，则可以直接将该工作地点改变的业务员信息
添加到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从而实现对业务员的管理，该业务经理也
无须自己手动操作添加业务员，节约了时间。

上述实施例中，直接将该工作地点改变的业务员信息添加到对应的业务
20

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从而实现对业务员的管理，该业务经理也无须自己手
动操作添力口业务员，节约了时间。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根据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
配新的业务经理的步骤可以包括：当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
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业务员个数；将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添

25
加到业务员个数小于预设值的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

具体地，当工作地点改变后，可以查询业务员改变后的工作地点的业务
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业务员的个数，例如业务员改变后的工作地点存在2个业务经理，其中一个业务经理业务员列表中存在

10
个业务员，另一个业务经

理的业务员列表中存在
15
个业务员，则可以将该工作地点改变后的业务员的

30
信息添加到只有

10
个业务员的业务经理的业务列表中。

上述实施例中，直接将该工作地点改变的业务员信息添加到业务员个数
小于预设值的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从而实现对业务员的管理，该业务
经理也无须自己手动操作添力口业务员，节约了时间。

图2和图3为本申请一个实施例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应该理解的是，
35

虽然图2和图3的流程图中的各个步骤按照箭头的指示依次显示，但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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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并不是必然按照箭头指示的顺序依次执行。除非本文中有明确的说明，
这些步骤的执行并没有严格的顺序限制，其可以以其他的顺序执行。而且，
图2和图3中的至少一部分步骤可以包括多个子步骤或者多个阶段，这些子步骤或者阶段并不必然是在同一时刻执行完成，而是可以在不同的时刻执行,

5 其执行顺序也不必然是依次进行，而是可以与其他步骤或者其他步骤的子步
骤或者阶段的至少一部分轮流或者交替地执行。

参阅图
4 ,
图4为一实施例中的渠道管理装置的示意图，该装置包括：发送模块
100,

用于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同步请
求中携带有待同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1〇 业务员信息接收模块
200,

用于接收集团渠道系统在授权信息验证通过
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待同步字段对应。

业务员添加指令接收模块
300,

用于当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到业务
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
并在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部门信息。

15
部门选择指令接收模块

400,
用于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

令。
显示模块

500,
用于根据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

息，并在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业务员信息。
业务员选择指令接收模块

600,
用于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业务员选

20
择指令。

输入模块
700,

用于根据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
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
处。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输入模块700可以包括：
25

第一获取单元，用于根据业务员选择指令获取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
业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

第二获取单元，用于从人事系统中获取与业务员选择指令对应的第二业
务员基础信息。

集团员工代码获取单元，用于当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与第二业务员基础
30

信息相同时，则从员工代码系统获取业务员的集团员工代码。
添加单元，用于当集团员工代码与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中的集团员工代

码一致时，则将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中对应字段处。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该装置还可以包括：
公司代码获取模块，用于获取输入业务员添加指令的业务经理所在的子

35
公司的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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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号生成模块，用于生成业务员添加流水号。
子公司员工代码生成模块，用于根据公司代码以及业务员添加流水号生

成子公司员工代码。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该装置还可以包括：

5 第一查询模块，用于查询是否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子公司员工
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员信息；

第二查询模块，用于当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子公司员工代码相
同的本地业务员信息时，则查询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本地业务员信息的工
作地点是否相同。

10
分配模块，用于当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本地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不

同时，则根据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分配模块还用于当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

息的工作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存在业务员申请请求时，则将所返回的业务员
信息添加到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

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分配模块还可以包括：
业务员个数获取单元，用于获取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

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业务员个数。
分配单元，用于将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添加到业务员个数小于预设值的

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中。
20

关于渠道管理装置的具体限定可以参见上文中对于渠道管理方法的限
定，在此不再赘述。上述渠道管理装置中的各个模块可全部或部分通过软件、
硬件及其组合来实现。上述各模块可以硬件形式内嵌于或独立于计算机设备
中的处理器中，也可以以软件形式存储于计算机设备中的存储器中，以便于
处理器调用执行以上各个模块对应的操作。该处理器可以为中央处理单元

25
（0卩

11
）、微处理器、单片机等。上述渠道管理装置可以实现为一种计算机可

读指令的形式，计算机可读指令可在如图1所示的计算机设备上运行。在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计算机设备，该计算机设备可以是终端，
其内部结构图可以如图5所示。该计算机设备包括通过系统总线连接的处理器、存储器、网络接口、显示屏和输入装置。其中，该计算机设备的处理器

30
用于提供计算和控制能力。该计算机设备的存储器包括非易失性存储介质、
内存储器。该非易失性存储介质存储有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程序。该内存储器
为非易失性存储介质中的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程序的运行提供环境。该计算机
设备的网络接口用于与外部的终端通过网络连接通信。该计算机程序被处理
器执行时以实现一种渠道管理方法。该计算机设备的显示屏可以是液晶显示

35
屏或者电子墨水显示屏，该计算机设备的输入装置可以是显示屏上覆盖的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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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层，也可以是计算机设备外壳上设置的按键、轨迹球或触控板，还可以是
外接的键盘、触控板或鼠标等。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图5中示出的结构，仅仅是与本申请方案相关的部分结构的框图，并不构成对本申请方案所应用于其上的计算机设备的
5 限定，具体的计算机设备可以包括比图中所示更多或更少的部件，或者组合
某些部件，或者具有不同的部件布置。在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计算机
设备，包括存储器、处理器，存储器上存储有计算机可读指令，处理器执行
计算机可读指令时实现以下步骤：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
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同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接收集团渠道系统在授权信息

10
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待同步字段对应；
当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统中
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在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部门信息；通
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根据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
中的业务员信息，并在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业务员信息；通过业务员添加界

15
面接收业务员选择指令；根据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
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
处。

请继续参阅图5,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可读指令，如图5中所示的非易失性存储介质，其中，该可读指令被处理器
20

执行时实现以下步骤：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同步请求
中携带有待同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接收集团渠道系统在授权信息验证通过
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待同步字段对应；当通过业
务员添加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
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在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部门信息；通过业务员

25
添加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根据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
员信息，并在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业务员信息；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业
务员选择指令；根据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
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流
30

程，是可以通过计算机可读指令来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所述的计算机可
读指令可存储于一非易失性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该计算机可读指令在
执行时，可包括如上述各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其中，本申请所提供的各实
施例中所使用的对存储器、存储、数据库或其它介质的任何引用，均可包括
非易失性和/或易失性存储器。非易失性存储器可包括只读存储器（

110 1）、
35 可编程 110^1 （卩110^1 ）、电可编程 110^1 （丑卩110^1 ）、电可擦除可编程 110^1



( EEPROM ) 或闪存。易失性存储器可包括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或者外
部高速缓冲存储器。作为说明而非局限，RAM 以多种形式可得，诸如静态
RAM (SRAM) 、动态RAM (DRAM) 、同步DRAM ( SDRAM)、双数据率
SDRAM ( DDRSDRAM )、增强型SDRAM ( ESDRAM )、同步链路( Synchlink )

5
DRAM ( SLDRAM )、存储器总线 ( Rambus ) 直接RAM ( RDRAM), 直接存
储器总线动态RAM ( DRDRAM )、以及存储器总线动态RAM ( RDRAM )等。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
对上述实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
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1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申请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

细，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申请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
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因此，本申请专利的保护范围
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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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
1、一种渠道管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所述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同

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

5 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
当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

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在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所述
部门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
10

根据所述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息，并在所述业
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业务员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业务员选择指令；及
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

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
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

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的步骤包括：
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获取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

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
20

从人事系统中获取与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对应的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
当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与所述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相同时，则从员

工代码系统获取业务员的集团员工代码；及
当所述集团员工代码与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中的集团员工代码一致

时，则将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中对应字段处。
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获取输入业务员添加指令的业务经理所在的子公司的公司代码；

生成业务员添加流水号；及
根据所述公司代码以及所述业务员添加流水号生成子公司员工代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

30
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步骤之后，还包括：

查询是否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子公司员工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
员信息；

当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子公司员工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员信息
时，则查询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本地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是否相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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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本地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不同时，则根据所
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

5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返回的业务员

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的步骤，包括：
当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存在业务

员申请请求时，则将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添力口到所述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
中。

6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返回的业务员

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的步骤，包括：
获取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的业务

员列表中业务员个数；及
将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添加到业务员个数小于预设值的业务经理的业务

员列表中。
7、一种渠道管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发送模块，用于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所述同步请

求中携带有待同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业务员信息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

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
业务员添加指令接收模块，用于当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

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
在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部门信息；

部门选择指令接收模块，用于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
令；

显示模块，用于根据所述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
息，并在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业务员信息；

业务员选择指令接收模块，用于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业务员选
择指令；及

输入模块，用于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
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
字段处。

8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模块包括：

第一获取单元，用于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获取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
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

第二获取单元，用于从人事系统中获取与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对应的第
二业务员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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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员工代码获取单元，用于当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与所述第二业
务员基础信息相同时，则从员工代码系统获取业务员的集团员工代码；及

添加单元，用于当所述集团员工代码与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中的集
团员工代码一致时，则将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
面中对应字段处。

9、一种计算机设备，包括存储器、处理器，所述存储器上存储有计算机可读指令，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时实现以下步
骤：

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所述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同
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
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

当通过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
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在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所述
部门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
根据所述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息，并在所述业

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业务员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业务员选择指令；及
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

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计算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时所实现的所述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

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
力口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的步骤包括：

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获取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
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

从人事系统中获取与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对应的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
当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与所述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相同时，则从员

工代码系统获取业务员的集团员工代码；及
当所述集团员工代码与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中的集团员工代码一致

时，则将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中对应字段处。
11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计算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时还实现以下步骤：

获取输入业务员添加指令的业务经理所在的子公司的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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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业务员添加流水号；及
根据所述公司代码以及所述业务员添加流水号生成子公司员工代码。
12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计算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

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时所实现的所述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
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步骤之后，还包括：

查询是否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子公司员工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
员信息；

当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子公司员工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员信息
时，则查询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本地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是否相同；及

当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本地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不同时，则根据所
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

13
、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计算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

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时所实现的所述根据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
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的步骤，包括：

当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存在业务
员申请请求时，则将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添力口到所述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
中。

14
、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计算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

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时所实现的所述根据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
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的步骤，包括：

获取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的业务
员列表中业务员个数；及

将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添加到业务员个数小于预设值的业务经理的业务
员列表中。

15
、一个或多个存储有计算机可读指令的计算机可读非易失性存储介质，

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执行以下步骤：

向集团渠道系统发送业务员信息同步请求，所述同步请求中携带有待同
步字段以及授权信息；

接收所述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
息；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所述待同步字段对应；

当通过业务员添加界面接收到业务员添加指令时，则根据从集团渠道系
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获取部门信息，并在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显示所述
部门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部门选择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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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述部门选择指令获取所选择的部门中的业务员信息，并在所述业
务员添力口界面显示所述业务员信息；

通过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接收业务员选择指令；及
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

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
16
、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可读指

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所述根据所述
业务员选择指令将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应的第一业务员
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加界面中的对应字段处的步骤包括：

根据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获取从集团渠道系统中同步的业务员信息中对
应的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

从人事系统中获取与所述业务员选择指令对应的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
当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与所述第二业务员基础信息相同时，则从员

工代码系统获取业务员的集团员工代码；及
当所述集团员工代码与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中的集团员工代码一致

时，则将所述第一业务员基础信息输入到所述业务员添力口界面中对应字段处。
17
、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可读指

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以下步骤：
获取输入业务员添加指令的业务经理所在的子公司的公司代码；
生成业务员添加流水号；及
根据所述公司代码以及所述业务员添加流水号生成子公司员工代码。
18
、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可读指

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所述接收所述
集团渠道系统在所述授权信息验证通过时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步骤之后，
还包括：

查询是否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子公司员工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
员信息；

当存在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子公司员工代码相同的本地业务员信息
时，则查询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本地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是否相同；及

当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与本地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不同时，则根据所
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

19
、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可读指

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所述根据所返
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的步骤，包括：

当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存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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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申请请求时，则将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添力口到所述业务经理的业务员列表
中。

20
、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可读指

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所述根据所返
5 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为业务员分配新的业务经理的步骤，包括：

获取工作地点与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的工作地点对应的业务经理的业务
员列表中业务员个数；及

将所返回的业务员信息添加到业务员个数小于预设值的业务经理的业务
员列表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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