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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简介

1.1 系统介绍

云指 H5 响应式建站系统，是基于国内最先进的 H5 响应式技术，不用懂编程

和设计，会上网会打字就能搭建出一个同时适配于 PC、手机、平板等终端访问

设备的高端网站。针对不同行业特点精心设计上千个网站样板，供用户随心所欲

地选择。同时，实现一个后台管理所有的数据，维护简单，页面简洁易操作。

云指 H5 响应式建站系统于 2014 年正式上线，历时 3年，一直坚持为用户提

供最简单建出高端网站的开发理念，一改传统繁杂的建站方式，一小时就能快速

建好一个网站，简单建站的同时又能提供 HTML 模块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

1.2 系统优点

1.自适应：同一网站能适应 PC、手机等多种分辨率终端

2.四站合一：PC、手机、微信、app 四站合一，一个后台管理所有站点，数据同

步更新

3.成本底：一个网站满足所有平台，无需分开搭建

4.易推广：多个站点同一个网址，无需重复推广，搜索引擎对响应式网站更友好

1.3 系统主要功能

站点基本设置：设置网站名称关键字、站点 logo、网站介绍、联系我们等网站

变量

访问统计：设置添加统计代码，了解每天网站有多少人访问，什么地方的人访问

等

友情链接：设置网站友情链接

站点栏目管理：设置网站栏目、比如公司简介、公司新闻、产品介绍、联系我们



等

自定义页面：可以自定义单独页面、作为单独的内容页

网站首页引导：设置网站引导首页

样板管理：免费提供上百套样板，可以随意更换

文章管理：可以查看添加、编辑、删除文章分类和文章内容

产品管理：可以查看添加、编辑、删除产品分类和产品介绍。提供一键导入淘宝

/天猫/阿里巴巴的产品。

留言管理：可以查看、删除留言内容

布局调整：鼠标点击接口设计独立的网站内容区的页面布局，还提供多种常用模

块

图片管理器：可以查看添加、编辑、删除上传图片文件

会员管理：可以对网站会员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操作

自定义表单管理：可以添加、编辑、修改表单内容，可用来收集用户信息等

相册管理：可使用相册的展示模式，表现产品。

1.3.1 系统特色功能

H5响应式功能：同一网站能适应 PC、手机、平板等多种终端设备访问

HTML 代码模块：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

会员第三方登录方式：QQ、微信、支付宝一键登录

在线客服：设置常用的在线及时沟通工具，增加网站的互动资讯功能

数据备份/恢复：备份或恢复网站数据

网站导出功能：站点可以导出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面运行

微营销功能：吸粉引流，帮助转化

SEO 设置：单产品、单文章、单页面、整站都可设置关键词，帮助网站做推广，

提高网站权重

1.4 流式、自由式的定义

流式/响应式：能使网页自适应显示在不同大小终端设备上，新网页设计方式及

技术。建站模式是拖拽形式的，只需拖动模块即可，建站速度快，操作简单。例



如：客户需要手机站和 PC 站只需要建一个网站即可适应 PC 和手机。

自由式：建站模式是叠加形式的，模块的间距等细节调整比较复杂，建站耗时长，

操作繁琐。例如：网页不会自适应不同的终端设备，如果需要手机站和 PC 站就

需要建两个网站。

1.5 如何判断你的站点是流式还是自由式站点？

有两种判断方式：

方式一：

1.登录网站后台——网站类型设置——自由式网站

方式二：

2.登录网站后台——编辑界面

流式的编辑界面，每个模块的区域线都是虚线，空白处会提示“把模块拖放在此

位置”（图一），自由式的编辑界面，模块的区域线是实线，可以直接输入数字

调整模块的具体位置（图二）



图一 图二

2.网站是什么？简单网站速成法

网站是人们自己通过互联网表达人物/产品/品牌等公开信息的地方。下面小编为

您介绍：如何快速搭建一个简单网站。

第一步：登录网站后台（详细方式查看：3.1）——选择喜欢的样板（详

细方式查看 3.2）——安装



第二步：点击模块左上角高级设置，可更换 LOGO、导航、图片

第三步：点击后台首页——设置网站基本信息——简单网站完成



站点完成，如图所示：



3.基本操作

3.1 登录网站后台

一、网站后台登录有两种方式

方式一：

1.进入我司官网 www.72e.net——登录

2.登录后页面下拉，购买的是建站就点击建站，是商城就点击移动电商即可进去

产品管理页



3.找到网站点击“网站管理”即可进去编辑网站

方式二：

1.请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您的网址/admin, 输入购买站点时获取的默

认账号密码或输入更改后的账号密码，即可登录网站后台



3.2 样板安装

功能作用：点击此按钮可找到所有的样板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操作路径：

1.登录网站后台——前台编辑——左侧——安装样板



2.功能相关设置

可根据站点类型选择喜欢的样板进行安装，样板分为：响应式和手机站



如果您需要使用自由式建站模式（PC 站和手机站分开编辑的），需要在后台切

换回自由式，如下操作

二、自由式站点操作路径：

1.登录网站后台——网站类型设置——选择自由式网站

2.电脑站编辑：选择电脑站——编辑界面——看到“安装样板”按钮点击即可



3.手机站编辑：选择手机站——编辑界面——看到“安装样板”按钮点击即可



4.前台编辑通用功能说明

1.登录网站进入编辑界面，首先左边看到的功能如图：



2.顶部看到的功能如图：

自由式操作独有功能：页面布局



功能作用：设置网站内容区域的布局方式

1.操作路径

登录网站后台——前台编辑——页面布局

2.相关设置

讲完前台编辑页面上的功能后，小编带您看看编辑界面每个模块的详

细解说吧！



5.模块功能——模块详细解说

5.1 模块通用功能

5.1.1 样式编辑

功能作用：可调整模块的隐藏和显示、边框、边距、标题栏等细节调整。

1.功能操作：

大部分模块的左上角都有这个样式编辑功能

2.详细设置内容

（1）模块显示/隐藏功能，需要有 H5响应式功能的站点才有此功能



（2）设置显示边框：可调整边框的颜色、宽度、样式

（2.1）未设置边框的效果图：



设置了显示边框的效果图，如下：

（3）设置标题栏



（4）设置模块的内、外边距效果图：

（5）设置链接文字和普通文字效果如图:



图片说明：

普通文字：产品分类（黑色）

链接文字：套装以下文字（红色）

5.1.2 动画效果

功能作用：可设置模块的动画效果，使网站富有动感

1.操作：点击模块——出现设置按钮——点击动画效果



2.相关设置：

除了选择动画效果外，还可以设置动画的时间间隔



5.2 基础模块

5.2.1 响应分栏

响应分栏的定义：把屏幕分为 12 等份，支持 1-12 的数字，每个数字表示分

栏的宽度比例，

例如：设置 3,9，就是把屏幕以 3:9 的比例划分;设置 12,12 就是把屏幕 1:1 划



分

响应分栏可以设置不同分辨率下的屏幕，分的比例不同。

使用权限：流式布局和响应式站点均可使用此功能

1.操作路径：

点击：添加模块——基础——响应分栏，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2.设置方式

响应分栏模块有两种设置方式，具体如下：

（1）若系统默认的比例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就直接选择默认的比例即可



（2）若系统默认的比例不能满足您的需求，点击“自定义”可设置自己想要的

分栏比例



3.效果演示图

（1）分栏比例设置为：3,3,3,3 效果如下图：

在分栏里面添加图片模块的效果如下图：



（2）分栏比例设置为：4,4,4 效果如下图：

在分栏里面添加图片模块的效果如下图：

（3）分栏比例设置为：3,9,效果如下图：

在分栏里面添加图片模块的效果如下图：

图片说明：左侧添加分类了，右侧添加产品展示

5.2.2 导航

功能作用：帮助浏览者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

功能说明：此功能较为特殊，PC 端和手机端设置方式不相同，所以小编分开

解说

一、PC 端导航功能



1.添加导航的路径有两种

路径 1：点击添加模块——基础——导航，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路径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网站导航



2、相关设置调整

点击导航管理会直接弹出导航设置框：



3、导航显示/隐藏的设置

如果不需要显示所有的导航，可以在“高级设置”里面勾选需要显示的导航内容

4、效果演示图



（1）选择默认样式，效果如下图：

（2）自定义设置主菜单悬停颜色“浅绿”设置如下图：

效果如下图：



二、手机端添加导航的操作路径

1、点击全局设置——微导航



2、微导航的主要设置

（1）可选择导航的样式



（2）可开启/关闭导航、设置标题、选择导航颜色

（3）设置了自定义样式，效果如下图：



3、效果演示图

（1）选择默认样式后，点击微导航，左侧弹出的展示效果如下图：

（2）选择样式六后，点击微导航，弹出的展示效果如下图



5.2.3 幻灯片

功能作用：促进转化率，幻灯片是网站的最佳广告位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幻灯片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基础——幻灯片，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幻灯片

2.相关设置

流式编辑里面的幻灯片：可增/删图片、做超链接、调整切换时间



3.效果演示图：

二、自由式站点幻灯片功能

1.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幻灯片

2.相关设置：

自由式编辑里面的幻灯片：可选择样式、增/删图片、做超链接、调整切换时间



3.效果演示图：选择不同的样式展示的效果不同

（1）样式 6 效果如下图：



（2）样式 8 效果如下图：

5.2.4 全屏幻灯片

功能作用：能让网站显得更加大气、凸显企业形象,同时也起到了广告宣传的

作用

使用权限：自由式站点

1.操作路径

（1）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全屏幻灯片

2.相关设置



可增删图片、可做超链接、可设置切换时间

3.效果演示图



5.2.5 全屏通栏

功能作用：专门用于为某区域添加背景图片或颜色

使用权限：自由式站点

1. 操作路径

（1）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全屏通栏

（2）添加时不需要设置任何内容，添加即可。

全屏通栏模块添加背景图片效果如下图：

所有模块都只能在站点区域线内添加，只有全屏通栏可以凸出于区域线（如下图）



（点击放大来看）

2、相关设置

（1）背景图片和颜色在“样式编辑”中设置

（2）其他功能模块可直接拖动进通栏模块展示（备注：通栏模块上是可以添加其他

模块的）

3.效果演示图



5.2.6 全屏切换

功能作用：下拉页面，可以整个屏幕切换，使网站大气美观，可以在

全屏切换上添加各种模块展示

使用权限：自由式站点

1.操作路径

（1）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全屏切换



2.相关设置

可增删图片、可填写页面名称、可设置页面名称颜色



3.效果演示图

在页面上可添加模块



5.2.7 区域模块

功能作用：区域模块内的内容可一键复制粘贴，方便页面制作

使用权限：自由式站点

1.操作路径

（1）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区域模块



（2）添加时不需要设置任何内容，添加即可

2、相关设置

添加区域模块后，在虚线区域内添加内容，可以一键复制粘贴



注：

区域模块可调节大小，根据整个页面长度调整。

也可以把其它模块复制进去区域模块，达到一体化。

只要拖动区域模块就可以把区域模块内的模块一起整体移动。

5.2.8 文本图片

功能作用：网站页面可以使用图片+文字的风格展示或使用纯文本展

示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文字+图片

1.操作路径

添加模块——基础——文字+图片，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2.相关设置

可设置布局的样式、可添加多个图文、可调用链接、可设置字体颜色

高级设置说明：



1）图文组上下间距（流式/响应式站点没有这项设置）

2）图文间距设置为 20，效果如下图：

红色框为间距的距离

二、自由式站点文字+图片

1.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图文模块

2.相关设置

可设置布局的样式、可添加多个图文、可调用链接、可设置字体颜色



高级设置说明：

1)图文组上下间距设置为 10，效果如下图：

红色框为间距的距离



2)图片宽度和高度相当于图片的规格设置

3.效果演示图 ：左图右文

5.2.9 图片

功能作用：展示网站图片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基础——图片，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图片



2.相关设置

图片展示的样式、链接、图片名称都可以在图片模块内设置

3.效果演示图

效果一：

左边的图片使用了半透明，右边是默认（鼠标移到图片，图片会出现半透明状态）



效果二：

左边的图片使用了遮罩，右边是默认（鼠标移到图片，图片会出现半透明状态+设置

的文字）

效果三：

左边的图片使用了底部浮影，右边是默认（鼠标移到图片上底部会出现图片展示浮影）



5.2.10 九宫格

功能作用： 使画面更活泼，排版有规律，能帮助用户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

使用权限：手机站点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 1：添加模块——基础——九宫格，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九宫格导航

2.相关设置



基础设置说明及效果展示：

1）列：4 间距：2 圆角：0 栏目名称：显示



2）列：3 间距：1 圆角：2 栏目名称：隐藏



5.2.11 在线表单

功能作用：表单在网页中主要负责数据采集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基础——在线表单，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在线表单



2.相关设置



点击“表单管理”可直接弹框新建/修改表单信息，很方便哦！

3.效果演示图

（1）样式 1效果如下图：

（2）样式 2效果如下图：



5.2.12 标签页

功能作用：在同一个区域内，用户可以切换标签，展示不同的内容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标签页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点击添加模块——基础——标签页，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标签页



2.相关设置：

标签组可调整对其方式、切换标签的方式

标签项可设置的内容（点击右边的+号即可展开，详细设置）：



选中标签项详细设置：

内容区详细设置：

3.效果演示图



二、自由式站点标签页功能

1.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标签页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5.2.13 相册

功能作用：把产品以相册的形式展现出来，是产品更加的生动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相册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基础——相册，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相册



2.相关设置

点击“相册管理”可直接新增/修改相册内容

3.演示效果图：

添加后浏览器访问网站，界面效果如下图：



直接点击相册模块图片的展示效果如下图：

二、自由式站点相册功能

1.添加相册模块的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相册

2.相册模块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添加后浏览器访问网站，界面效果如下图：



选择风格 1：直接点击相册模块，图片的展示效果如下图：

5.2.14 视频

功能作用：产品以视频的形式展现给用户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基础——视频，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视频

2.相关设置



在设置里面直接添加视频的 iframe 代码即可

问：视频的 iframe 代码怎么获取？

答：在第三方视频播放器——分享——视频的 iframe 代码，如图：



5.2.15 全局搜索

功能作用：帮助用户找到需要的信息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搜索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基础——全局搜索，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搜索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样式 3效果如图：



样式 6效果如图：



二、自由式站点搜索功能

1.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搜索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5.2.16 语言切换

功能作用：可实现一个网站不同语言的相互切换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语言切换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基础——语言切换，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语言切换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样式 1：展示效果如下图：



样式 2：展示效果如下图：

二、自由式站点语言切换功能

1.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语言切换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样式 3：展示效果如下图：

5.2.17 水平线

功能作用：对页面内容进行区分/隔离

使用权限：流式/响应式站点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基础——水平线，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水平线

2.相关设置

1）线条的样式设置：

可设置线条颜色、类型和粗细；数字越大，线条越粗



2）宽度设置

宽度设置分为自适应和自定义：

自适应：外框有多宽，水平线就有多宽

自定义：自由设置水平线的宽度，数值越大，水平线越宽

3.效果演示图

选择实线，效果如下图：



选择双线，效果如下图：

5.2.18 按钮

功能作用：按钮既可修饰页面的美观度，还能加链接做页面的导航。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 1：添加模块——基础——按钮，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按钮



2.相关设置

设置默认的详细设置：文字、背景等，点击右边+号可详细设置

可设置悬停按钮的样式：



3.效果演示图：

样式 5展示效果如下图：

样式 5展示效果如下图：



5.2.19 友情链接

功能作用：为站点做外链，增加网站权重

1.操作路径

点击添加模块——基础——友情链接，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2.相关设置

可选择链接类型：文字链接或图片链接



3.效果演示图：

5.3 文章模块

5.3.1 文章分类

功能作用:调用分类名相关的文章内容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文章——文章分类，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文章分类

2.相关设置



点击“管理分类”可在弹框里直接修改信息



3.效果演示图

选择样式 2效果如下图：



选择样式 4效果如下图：

5.3.2 文章列表

功能作用：可以清晰的给浏览者呈现文章内容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文章——文章列表，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文章列表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样式 1效果如下图：

样式 3效果如下图：



5.4 商务模块

5.4.1 产品分类

功能作用：调用分类名相关的产品内容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产品分类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商务——产品分类，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产品分类

2.相关设置



点击管理分类：可直接新增/修改分类信息，可单独开启 PC和手机站的独立编辑

界面



3.效果演示图

选择样式 3效果如下图：



样式 6效果如下图：



二、自由式站点产品分类功能

1.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产品分类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设置样式如下图：



展示效果如图：

选择样式 1效果如下图：



5.4.2 产品展示

（功能最近有更新，更新后会补写）

5.4.3 购物车

功能作用：可查看购物车信息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购物车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商务——购物车，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购物车



2.相关设置：暂时默认样式，直接添加，无需设置

3.效果演示图



二、自由式站点购物车功能

1.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购物车

2.相关设置：选择喜欢样式即可



3.效果演示图：选择样式 2的效果

5.4.4 会员登录

功能作用：提供会员进去会员中心的地方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会员登录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商务——会员登录，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会员登录



2.相关设置

登录前和登陆后状态显示

1）点击登录前/登陆后，可对登录前/登陆后文本框、按钮颜色大小进行设置



3.效果演示图



二、自由式站点会员登录模块功能

1.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会员登录模块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样式 2效果如下图：

样式 4效果如下图：

5.4.5 留言簿

功能作用：会员通过此功能可提交自己的留言信息

一、流式/响应式站点留言簿功能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商务——留言簿，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留言模块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二、自由式站点留言簿功能

1.操作路径：

鼠标右键——添加模块——留言模块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5.4.6 留言列表

功能作用：可查看已审核的用户留言信息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商务——留言列表，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留言列表



2.相关设置

1）可设置页面显示留言的个数

2）分页按钮设置：

显示：会把留言按分页来显示，第一页、第二页.......（留言个数设置为 10，即会每

页显示 10 个）

分页隐藏：所有留言都会在页面显示



3.效果演示图

5.5 插件模块

5.5.1 HTML 代码

功能作用：可自行添加 JS、CSS 文件实现特殊的样式效果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插件——HTML 代码，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HTML 代码



2.相关设置：在代码栏里添加你想要的样式代码就可以啦

5.5.2 音乐

功能作用：可为你的网站添加背景音乐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插件——音乐，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小插件——音乐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5.5.3 当前位置

功能作用：可在网站看到当前页面的所在位置

1.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方式一：添加模块——插件——当前位置，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方式二：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小插件——当前位置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选择样式 1效果



5.5.4 地图

功能作用：给用户提供具体的位置信息

1.添加地图模块的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插件——地图，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地图

2.相关设置

操作步骤：输入标记名称——输入地址——点击搜索地点——鼠标点击地图一



下，把红色的标记拖动到详细位置上面——保存——预览看效果

3.效果演示图：



5.5.5 360 全景

功能作用：使用此功能可模拟出一个可交互的、虚幻的三维空间场景，会让用

户体验到三维空间场景。

使用权限：H5 建站版、H5 高级建站营销版、标准商城版、分销商城版、店掌

柜、多商户店掌柜

1.添加标签页模块的操作路径：两种方式

（1）点击：添加模块——插件——360 全景，拖动模块到页面相应的位置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99.htm


（2）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小插件——360全景

2. 相关设置

点击图片即可更换图片（为保证效果：建议使用专业的鱼眼相机拍照）



3.效果演示图

（1）鼠标滚动可放大、缩小图片

（2）鼠标拖动可查看其它图片的内容，让用户有在空间里面看实物一样的感觉



5.5.6 返回顶部

功能作用：可一键切换到页面的顶部区域

使用权限：自由式站点

1.操作路径

（1）鼠标右键——添加模块——小插件——返回顶部



2.相关设置

3.效果演示图

以上是建站编辑界面全部的功能，下面小编带您看看后台设置吧。后



台功能按照排列的先后顺序写的说明哦！

6.后台功能

后台界面说明

一、登录网站后台——看到界面

流式、自由式操作切换操作：切换到自由式后，就可以使用自由式模式编

辑网站



6.1 建站

6.1.1 选择样板

功能作用：帮助用户快速建站

一、操作路径：

登录网站后台——建站——选择样板

二、安装样板

筛选喜欢的样板——点击立即安装——选择需要安装的数据即可





6.1.2 网站设置

功能作用：整个网站功能详情的设置

包括的设置项目有：网站基础设置、文章设置、会员设置、短信设置、多语言设

置、伪静态设置、留言设置

一、操作路径：

登录网站后台——建站——网站设置

二：网站基础设置

1、界面显示控制设置：

对要建的站点和管理员权限的设置



2、基本资料设置

对网站名称、公司名称、联系人、电话等事项进行设置。

3、网站域名

购买系统时，系统会免费赠送一个二级域名，如不希望搜索引擎收录此域名，可

选择禁止搜索引擎收录我司二级域名。



4、访问设置

该功能可设置浏览者访问网站时，是否使用微信登录

5、网站邮箱设置

设置该项，网站会员丢失密码后，可用邮箱取回密码

注意：要关闭此功能需要先把配置信息清除掉，才能关闭

三、文章设置

有手机+PC 两个站点时，可单独设置 PC 端和手机端



相关设置

在后台点击文章列表——批量设置——设置推荐（图一）——即可在文章详细页

查看推荐的文章内容（图二）

图一：

图二：



四、会员设置包括：会员等级设置、第三方登录设置、会员注册选项

1.会员等级设置：

（1）可新增会员等级、设置新注册的会员默认的等级

（2）可修改会员等级折扣、设置自动升级条件



2.第三方设置：可设置会员能使用支付宝、QQ、微信登录网站

3.会员注册选项：可设置会员注册时需要填写的信息



五、短信设置

使用范围：

（1）会员注册时的短信验证码获取

（2）会员找回密码获取短信验证码

（3）开通公众号的站点可用来做消息通知

条件：购买我司企业短信后，获取短信账号密码进行配置



六、多语言设置：可添加其他语言的站点

开启站点：添加完语言后，必须要开启站点才能使用

默认站点：浏览者打开网站直接看到的站点

访问：点击能预览到该语言站点

复制到：可能该语言站点复制到其他语言站点，复制后所有数据会被清空，慎用

设为默认：设为网站默认的语言站点



七、伪静态设置：可自定义伪静态地址

建议：不会代码的亲不要乱改哦

八、留言设置：可设置会员留言时需要填写的信息

例如：想收集客户的公司名称，就可设置公司名显示，必填



6.1.3 网站导航

功能作用：帮助浏览者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建站——网站导航



二、后台设置方式有两种：单站/响应式站点和手机站+PC 站点

方式一：单站/响应式站点的相关设置

PC 端可设置二级导航，手机端目前只能设置一级导航

方式二：手机站+PC 站点的相关设置

可单独设置手机站和 PC 站的导航内容





6.1.4 管理员列表

功能作用：设置管理员权限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建站——管理员列表

二、相关设置：

（1）新增/修改管理员权限

（2）删除管理员



6.1.5 网站备份

功能作用：当站点数据被误删除时，可使用备份数据找回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建站——网站备份

二、相关设置

规则：（1）一个站点可手工备份两次，手工备份可自行删除

（2）系统每七天自动备份一次，自动备份系统会定时删除



6.1.6 更新授权

功能作用：可手工更新产品授权，获取此版本的最新功能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建站——更新授权——点击即可完成更新

6.1.7 网站导出

功能作用：网站数据可导出放在用户自己服务器上面单独运行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建站——网站导出



二、相关设置

按照说明配置好服务器后，安装导出的数据即可

建议：可购买我司专门的 PHP空间安装哦

此处有导出视频可以观看：v.youku.com/v_show/id_XMTg1MDMwMjc0NA==.html



6.2 公众号

6.2.1 公众号绑定

功能作用：把网站和公众号绑定，客户可以通过公众号访问网站

使用权限：营销版、H5 高级建站营销版、标准商城、分销商城、店掌柜、多商

户店掌柜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公众号——公众号绑定



二、相关设置

1.登录腾讯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在“公众号设置”获取：原始 ID、微信号、公

众号类型、公众号二维码

填写在系统后台

2.登录微信公众号平台，在接口权限——网页授权——修改



3.下载文档，然后上传到系统后台：授权验证文件

上传到系统后台：授权验证文件



4.填写接口域名和微信公众号的网页授权域名（两个域名必须一样）

5.登录微信公众号平台——基本配置——复制信息，填写到系统后台



6.复制系统后台信息，填写到微信公众号“服务器配置”，加密密钥“随机选择”，

加密方式选择“明文模式”

三、如何验证是否有配置好公众号？



答：设置一个自动回复，关注公众号，看是否有收到设置的回复信息

未收到就说明配置不正确，收到就说明 80%配置正确

6.2.2 自定义菜单

功能作用：关注公众号的用户可以通过此功能找到相应信息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公众号——自定义菜单



二、相关设置

添加“菜单名称”，单击“菜单名称”设置菜单链接的图文信息或者网页。用户

在关注公众号后即可点击菜单，进入相应的页面

6.2.3 自动回复

功能作用：用户关注公众号后会自动出现设置的回复信息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公众号——自动回复



二、相关设置:可设置文本、图文、图片等



设置了文本信息，用户微信关注公众号后的效果：



6.2.4 群发管理

功能作用：群发信息给公众号的粉丝

注意：群发的内容需要先在素材管理里面编辑好的哟！素材管理里面没有素材的

话，群发时您将看到一个空白的页面，啥也没有的呢。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公众号——群发管理



二、相关设置

6.2.5 素材管理

功能作用：编辑的公众号图文信息汇总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公众号——素材管理



二、相关设置



图文素材详细编辑界面：

备注：编辑好图文信息后记得点击左侧的保存按钮



6.2.6 粉丝管理

功能作用：管理公众号粉丝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公众号——粉丝管理

二、相关设置



可把粉丝分组进行管理

6.2.7 消息管理

功能作用：可查看用户发送给公众号的消息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公众号——消息管理



二、相关设置

点击消息管理，可查看粉丝发来的信息，也可直接在上面回复粉丝信息



6.2.8 消息通知

功能作用：设置后管理员可收到公众号的通知消息，例如：有新用户关注的提

醒等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公众号——消息通知



二、相关设置

1.需要前往微信公众号平台开通“模板消息”功能，规则如下图：



2.系统后台添加需要的通知事件

6.3 微营销

（功能最近有更新，更新后会补写）



6.3.1 夺宝活动

6.3.2 微预约

6.3.3 微拼团

6.3.4 微秒杀

6.3.5 LBS 定位

6.3.6 幸运转盘

6.3.7 砸金蛋

6.3.8 刮刮卡

6.3.9 幸运卡片

6.3.10 微投票

6.3.11 微调研

6.3.12 微相册

6.3.13 微签到

6.3.14 分享助力

6.3.15 微砍价

6.3.16 微信墙

6.4 文章



6.4.1 文章列表

功能作用：网站所有文章的汇总列表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文章——文章列表

二、相关设置：新增/修改文章、批量设置文章分类;文章推荐等功能



6.4.2 文章分类

功能作用：设置文章的分类名称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文章——文章分类

二、设置方式有两种：单站/响应式站点和手机站+PC 站点

方式一：单站/响应式站点的相关设置



方式二：手机站+PC 站点的相关设置

可单独开启 PC 站和手机站的分类页面



6.4.3 添加文章

功能作用：可新增文章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文章——添加文章



二、相关设置

可添加文章标题、摘要、描述和详细信息

SEO优化的设置更利于文章被搜索引擎收录



6.5 产品

6.5.1 产品列表

功能作用：网站所有产品的汇总列表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产品——产品列表

二、相关设置：新增产品、批量添加产品、批量更改分类



6.5.2 产品分类

功能作用：设置产品的分类名称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产品——产品分类



二、设置方式有两种：单站/响应式站点和手机站+PC 站点

方式一：单站/响应式站点的相关设置

方式二：手机站+PC 站点的相关设置

可单独开启 PC 站和手机站的分类页面



6.5.3 添加产品

功能作用：可新增产品，可一键导入淘宝/天猫产品做到快速新建产品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产品——添加产品



二、相关设置

可添加产品标题、参数、标签、描述和详细信息



6.5.4 产品参数

功能作用：设置产品的参数信息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产品——产品参数



二、相关设置



三、效果演示图

1.添加通用参数的展示

通用参数会显示在每个产品的详细页中，如图：



2.添加单个分类的参数展示



单个分类的参数只会显示在此分类产品的详细页，其他分类产品不显示，如图：



其他分类不显示的，如图：



6.5.5 产品标签

功能作用：例如设置“爆款”、“新款上市”等就是使用产品标签实现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产品——产品标签



二、相关设置

添加标签名称，修改相关设置



三、效果演示图

6.6 会员

6.6.1 会员管理

功能作用：网站所有会员的汇总列表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会员——会员管理

二、相关设置

可新增会员、批量设置会员等级、点击“高级搜索”可搜索精准会员、可导出会

员列表



6.6.2 消息管理

功能作用：可以给网站会员发送消息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会员——消息管理



二、相关设置



6.6.3 添加会员

功能作用：管理员可手工创建会员信息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会员——添加会员

二、相关设置：管理员可手工创建会员信息



6.7 APP

功能作用：把你的网站生成 app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手机站——APP



二、相关设置：

目前系统只能生成安卓 APP



6.8 功能

6.8.1 自定义表单管理

功能作用：新增表单内容和管理历史表单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功能——自定义表单管理



二、相关设置

可新增表单、查看历史表单记录、导出表单



6.8.2 相册管理

功能作用：添加相册，网站可使用相册展示产品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功能——相册管理



二、相关设置：新建相册、批量添加相册图片



6.8.3 留言管理

功能作用：可审核网站会员的留言内容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功能——留言管理



二、相关设置

显示客户提交的留言



审核客户提交的留言



6.8.4 流量统计

功能作用：可查看网站的访问记录：日访问量、浏览器统计、地区统计等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功能——流量统计

二、相关设置



6.8.5 文件管理

功能作用：管理网站图库里面的内容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功能——文件管理



二、相关设置：添加、管理、删除文件夹



6.8.6 下载管理

功能作用：用户需要下载的内容管理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功能——下载管理



二、相关设置：新增下载内容、批量设置下载内容的分类



6.8.7 在线客服

功能作用：用户可以使用客服功能直接联系网站客服人员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功能——在线客服



二、相关设置

（1）添加客服人员的 QQ/旺旺



（2）选择展示样式，上传网站二维码

三、效果演示图：

样式 2效果展示如下图



样式 3：鼠标悬停出现详细信息，效果展示如下图



6.8.8 友情链接

功能作用：给网站做外链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功能——友情链接



二、相关设置：添加、修改外链



6.9 推广

功能作用：热门搜索引擎(如百度、360、搜狗、谷歌等）网站网址提交入口

一、操作路径：登录网站后台——推广——热门搜索引擎——选择需要提交

的搜索引擎——点击上面的网址——提交你的网站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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