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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简介 
 

 用户登录：网银签约用户登录及登出，并对首次登录用户提供用户名与密码重置。 

 银行账户：用户可以通过此功能浏览账户及交易信息。功能包括,新账户结构下的账户概

览、新账户结构下的历史和今日交易明细查询、新定期账户结构详情查询、账户管理、网

银登记新账户，撤销网银已有账户，修改已登记账户别名。 

 转账汇款：整合后的转账汇款（包括，本人账户同币种境内转账、本人账户跨币种境内转

账、本行他人转账、境外普通汇款、人民币预结汇汇款、人民币汇款）、网银交易查询、

收款人管理（包括创建收款人、更新收款人信息、删除收款人、查询银行列表信息）。 

 定期存款：存款开立、存款转出、查询定期存款产品、查询利率信息、查询存单详情。 

 借记卡： 借记卡和现有网银的业务整合包括，借记卡自助关联，关联借记卡卡号查询，

交易明细，借记卡挂失操作，借记卡解挂操作，交易限额设置，关联银行账户，增加银

行账户，删除银行账户，卡交易明细查询、借记卡挂失/解挂、更改交易限额设置、关联

银行账户。 

 服务设定：自定义欢迎信息、修改密码、新旧账单对照。 

2. 用户体验提升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整体界面风格，力求清新、简洁 

 二级左菜单设计 

 支持主流平台 Windows 和 Macintosh 

 支持市场主流浏览器 IE6-IE9、Firefox、Chrome、Safari 支持中文、日文、英文基

础版本及页面的多语言热切，支持八种个性化换肤功能 

 提供用户个性化定制快捷功能 

 提供页面打印功能 

 通过分行个性化登录实现分行特色促销及链接信息展现 

 采用图形化页面要素校验和弹出式信息提示 

 采用多窗口展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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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说明 

3.1 登录 

用户登录东京分行网站（http://www.bankofchina.com/jp），点击个人客户网银登录，或中国银行总

行网站（www.boc.cn），从中国银行海外网银登录入口，选择中国银行东京分行，点击即可进入网银登

录页面。 

 

 
 

图 3-1-1 登录页面 
 

a) 点击页眉右上的“新版演示”，可随指示体验新版网银的主要功能。 

b) 点击页眉右上语言切换按钮，可在中文、英文页面间切换。 

c) 输入正确、有效的用户名，密码，动态口令及验证码，方可成功登录网银系统。 

d) 登录页面提供多语言切换功能。 

e) 可点击右侧链接阅读常见问题和网银使用的相关协议，包括隐私规定、电子银行章程、免责声明、

网银业务规则及服务条款。 

f) 可点页尾链接“联系我们”查看分行信息，可点击“安全须知”了解网银使用的安全警示。 

 

首次登录用户，将被提示修改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可遵循页面提示进行有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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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欢迎页面 

图3-2-1 欢迎页面  

用户登录成功后进入欢迎页面。 

欢迎页面页眉由银行标识、语言切换按钮、通知按钮和安全退出按钮组成。 

系统采用左侧二级菜单导航，点击导航上的功能条可展开或收起下级菜单。 

右上欢迎信息包含用户预留信息，最近一次成功登录和失败信息。如用户发现信息异常，应及时联

系银行。 

左侧导航右侧设折页条，可点击折页条折起左菜单。并展现右侧消息区和汇率牌价查询区。 

欢迎页提供银行定义的常用操作区和自定义快捷方式操作区。 

用户可通过从左侧菜单拖拽功能到右下自定义快捷方式操作区，完成快捷功能自定义。系统会记忆

相关选择。 

3.2.1 登录信息 

 
图 3-2-2 登录信息 

 
右上欢迎信息包含用户预留信息，最近一次成功登录和失败信息。如用户发现信息异常，应及时联

系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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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快捷通道 

 
图 3-2-3 快捷通道  

快捷通道位于欢迎页面右侧中部,根据分行提供的预定制常用操作设置。 
 
 
 
 
 

3.2.3 自定义快捷方式 

 
图 3-2-4 自定义快捷方式  

a) 欢迎页面右侧下部预留 10 项自定义快捷方式区域。 

b) 可将自己常用的个人网银功能从菜单按钮以拖拽的方式添加到自定义区域， 

c) 可单击快捷方式的右上角叉号删除对应快捷方式。 

d) 系统会自动保存操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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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最新消息与今日牌价 

 
图 3-2-5 最新消息与今日牌价  

 
用户单击菜单左侧“所有功能”按钮，可以收起/展开导航菜单，同时会在右侧显示/隐藏“最新消

息”及“今日牌价”项。 
 

 
图 3-2-6 最新消息列表 

点击“最新消息”右上角的“更多”，可以查看最新消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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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最新消息详情  

     
点击每项消息链接可查看“消息详情”。 
右侧显示参考外汇牌价。 

3.2.5 换肤与打印 

 
图 3-2-8 换肤与打印  

 
在欢迎页面的页尾右下角分别提供“打印”与“换肤”功能按钮。可实现打印当前页面、切换页面

皮肤风格的功能，切换后的皮肤会自动保存，并将在下次登录后默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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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适合多种风格的包括默认在内共 9 种肤色。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清新、经典、时尚、中

国风各种风格的肤色。 
 

3.2.6 退出登录 

 
图 3-2-9 安全退出  

 
用户点击欢迎页面右上角的“安全退出”，即可安全退出网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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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银行账户 

    “银行账户”为用户提供基本的账户和交易信息查询以及账户管理功能。主要包括“账户概览”，

“按当日和历史查询交易明细”，“定期账户详情”以及网银“账户管理”等。 

3.3.1 账户概览 

账户概览可以查看本用户所有已关联网银的中行账户，可跳转至新旧账号对照页面，并可以通过

点击显示余额看到指定账户的余额。 
 

 
图 3-3-1 账户概览 

 
a) 通过导航菜单或点击进入账户概览； 

b) 即可查看返回的账户列表，包括“活期账号”，“定期账号”，“借记卡”及“贷款账号”的账户概览

信息； 

c) 用户选择某一账户点击“显示余额”可查询余额； 

d) 当客户名下所有账户余额均查询回来后，客户可点击“资产汇总报告”，系统会显示资产汇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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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交易明细—当日交易明细 

通过此功能可以查看用户名下所有非定期类账户的今日交易明细。 
 

 
图 3-3-2 交易明细-当日交易明细 

 
a) 通过菜单点击“交易明细”按钮； 

b) 选择要查看的账户； 

c) 选择查询“当日交易明细”； 

d) 点击查询； 

e) 可点击“下载”，以下载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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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交易明细—历史交易明细 

通过此功能可以查看用户名下所有非定期类账户的一年内的历史交易明细,每次查询时间跨度最长不超

过三个月。 
 

 
图 3-3-3 交易明细-历史交易明细 

 
 

3.3.4 账户详情 

通过此功能，可以查看用户名下定期类账户的详情。点击的“转存记录”可查看相关转存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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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4-1 定期账户详情 

 

 
图 3-3-4-2 存单详情 

 
 
  

3.3.5 账户管理 

通过此功能，可以关联账户进入网银，可以取消某一账户的网银关联，可以修改账户的别名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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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1 账户管理 

  

 
图 3-3-5-2 登记新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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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5-3 登记新账户成功  

 
a) 通过菜单点击“账户管理”； 

b) 点击“登记新账户”； 

c) 选择要登记的账户； 

d) 点击“确定”，即可实现登记一个新账户。 
 

 
图 3-3-5-4 修改账户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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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5 修改账户别名成功  

 
 

 
图 3-5-5-6 撤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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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5-7 撤销登记成功  

 
a) 用户选择某一账户，点击“撤销登记”； 

b) 点击“确认”，即可撤销登记。 
 
 

3.4 转账汇款 

提供各类转账汇款交易、网银交易查询及收款人管理功能。可提供如下类型的转账汇款交易：本人同币

种转账、本人跨币种转账、本行他人转账、普通汇款、人民币预结汇、人民币汇款。其中含借记卡账户。 
 
 
 

3.4.1 本人同币种境内转账 

选择转出账户和转入本人账户，选择同样的转出转入币种及转账金额、摘要等数据，实现本人关联

账户同币种转账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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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1 转账汇款  

 
图 3-4-1-2 确定转出/转入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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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3 本人同币种转账汇款-立即执行 

 
a) 选择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输入转账汇款金额、摘要等信息； 

b) 选择立即执行，提交。 
 

 
图 3-4-1-4 本人同币种转账汇款-预约日期执行 

 
a) 选择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输入转账汇款金额、摘要等信息； 

b) 选择预约日期转账； 

c) 系统调用相关处理程序，执行转账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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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5 本人同币种转账汇款-预约周期执行 

 
a) 客户选择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输入转账汇款金额、摘要等信息； 

b) 客户选择预约周期转账，同时选择执行周期及起始日期； 

c) 系统调用相关处理程序，执行转账汇款。 

3.4.2 本人跨币种境内转账 

通过此功能，在登录网银后，实现本人关联账户跨币种转账。 

 
图 3-4-2-1 本人跨币种转账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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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2 确定转出转入币种 

 
图 3-4-2-3 本人跨币种转账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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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4 确认转账信息 

 
图 3-4-2-5 本人跨币种转账成功 

 
a) 选择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输入转账汇款金额、摘要等信息； 

b) 系统校验页面输入数据以及查询牌价； 

c) 系统校验转入转出币种是否允许转账；系统调用相关处理程序，执行转账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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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本行他人转账 

通过此功能，在登录网银后，实现关联账户向行内账户的转账。 
 
 

 
图-3-4-3-1 本行他人转账-输入收款人信息  

 

 
图 3-4-3-2 本行他人转账-确定转出转入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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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3 本行他人转账-填写转账信息 

 

 
图 3-4-3-4 本行他人转账-确认转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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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5 本行他人转账-填写转账信息 

 
a) 选择转出账户和收款账户，输入转账汇款金额、摘要等信息； 

b) 系统校验页面输入数据以及查询牌价； 

c) 系统校验转入转出币种是否允许转账；系统调用相关处理程序，执行转账汇款； 

d) 交易确认前需正确输入动态口令； 

e) 如果收款账户不存在，则新建收款人； 

3.4.4 境外普通汇款 

通过此功能，在登录网银后，用户可实现普通汇款。 

 
图 3-4-5-1 普通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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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2 普通汇款-确认转出转入币种 

 
图 3-4-5-3 普通汇款-填写转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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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4 普通汇款-确认汇款信息 

 
图 3-4-5-5 普通汇款-普通汇款成功 

 
a) 选择转出账户和收款账户，输入转账汇款金额、摘要等信息； 

b) 系统查询付款人信息和目标币种； 

c) 系统校验转入转出币种是否允许转账； 

d) 校验页面输入数据和银行信息以及查询牌价；系统调用相关处理程序，执行汇款交易。 

3.4.5 人民币预结汇汇款 

通过此功能，在登录网银后，实现人民币预结汇汇款。功能同转账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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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人民币汇款 

通过此功能，在登录网银后，实现人民币汇款。 
功能同普通汇款。 

3.4.7 网银交易查询 

    通过此功能，在登录网银后查看转账汇款下已经发生的交易记录及其详情。 

 
图 3-4-8-1 网银交易查询  

 

 
图 3-4-8-2 网银交易查询-信息详情  



       
   

                                              第: 29 of 47 页                  

 

3.4.8 收款人管理 

通过此功能，在登录网银后对自己常用的收款人信息进行维护。 

 
图 3-4-9-1 收款人管理 

 

 
图 3-4-9-2 收款人管理-删除收款人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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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9-3 收款人管理-删除收款人信息成功 

 

 
图 3-4-9-4 收款人管理-查看旧账户 

3.5 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提供存款开立及存款转出功能。 

3.5.1 存款开立 

   通过此功能，在登录网银后从本人活期类账户中转账至定期存款账户，新开一笔定期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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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1-1 定期存款开立 

a) 点击请选择存期 

b) 显示存期信息列表，客户选择存期后，自动将该存期的信息填写至存单开立信息输入页面。 

 
图 3-5-1-2 定期存款开立-新增定期存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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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3 定期存款开立-定期开立完成 

 

a) 通过菜单选择“定期存款”-“存款开立”项； 

b) 选择转出账户、定期存款账户、是否自动转存、存期；输入存款金额、摘要等； 

c) 选择立即执行或预约日期执行或预约周期执行； 

d) 系统校验页面输入数据； 

e) 进入客户输入信息确认页面； 

f) 系统按照执行条件，进行存款开立；显示处理结果页面。 

3.5.2 存款转出 

    通过此功能，在登录网银后，从定期账户中支取一笔存单，并转存至活期类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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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1 定期存款转出 

 

 
图 3-5-2-2 定期存款转出-定期存款转出信息确认 



       
   

                                              第: 34 of 47 页                  

 
图 3-5-2-3 定期存款转出-定期存款转出完成 

 
a) 客户选择定期存款-存款转出菜单； 

b) 客户选择转出账户、存单号、转入账户；输入存款金额、摘要等其他信息； 

c) 客户选择立即执行或预约日期执行； 

d) 系统校验页面输入数据； 

e) 进入客户输入信息的确认页面； 

f) 系统按照执行条件，进行存款转出；显示处理结果页面。 

 

 

 

3.6 借记卡 

借记卡服务主要提供借记卡管理，交易明细，挂失/解挂，交易限额设置及关联银行账户等功能。 

3.6.1 借记卡管理 

    通过此功能，可以将客户名下未关联进入网银的借记卡关联进入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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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1 借记卡管理 

 
 
 
 
 
 

 
图 3-10-1-2 借记卡管理-修改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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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3 借记卡管理-取消关联 

 
图 3-10-1-4 借记卡管理-取消管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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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5 借记卡管理-关联借记卡 

 
图 3-10-1-6 借记卡管理-关联借记卡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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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7 借记卡管理-关联借记卡成功 

 

3.6.2 卡交易明细查询 

通过此功能，用户可以查看借记卡以及子账户交易明细。 

 
图 3-10-2-1 借记卡管理-卡交易明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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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借记卡挂失/解挂 

 
图 3-10-3-2 借记卡挂失/解挂 

 

 
图 3-10-2-3 借记卡挂失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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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3-3 借记卡挂失确认 

 

 
图 3-10-3-4 借记卡挂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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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3-5 借记卡解挂详细信息 

 

 
图 3-10-3-6 借记卡解挂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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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3-7 借记卡解挂成功 

 

3.6.4 更改交易限额设置 

通过此功能，可以更改借记卡交易限额。 

 
图 3-10-4-1 更改交易限额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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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4-2 更改交易限额设置确认 

 

 
图 3-10-4-3 更改交易限额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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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关联银行账户 

通过此功能，用户可以查看并关联借记卡子账户所对应的借记卡卡号。 

 
图 3-10-6-1 关联银行账户  

 

 
图 3-10-6-2 关联银行账户详细信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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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6-3 关联银行账户成功 

 
 

3.7 服务设定 

服务设定主要提供修改密码及新旧账号对照等功能。 

3.7.1 修改密码 

    通过此功能，用户可以在登录网银后进行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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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1-1 服务设定-修改密码 

 
图 3-11-1-2 服务设定-修改密码确认 

 



       
   

                                              第: 47 of 47 页                  

 
图 3-11-1-3 服务设定-修改密码完成 

3.7.2 新旧账单对照 

    通过此功能，用户可以在登录网银后进行新旧账号对照。 

 
图 3-11-2-1 服务设定-新旧账单对照 

特别说明 

本文图片采用模拟数据，用于示意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