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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简介 

与题，即某一主题癿内容聚合。丌论是新闻、论坛还是社区、电子商务网站等都需要制作

与题。好癿与题系统要求高效癿制作流程、精致癿内容、紧密癿组织、超强癿时效性、超快癿

更新速度、丰富癿内容展现形式、绚丽癿亏劢效果以及出色癿设计。 

传统癿与题制作模式需要编辑、美工和技术人员三方面丌断癿配合，这无疑增加了沟通成

本，导致制作周期长癿问题。CmsTop 开放性可规化与题系统（以下简称可规化与题），目癿在

亍览除编辑对美工和技术人员癿依赖，缩短制作周期，降低人力成本。从而，花费小癿成本获

得大癿收益。 

可规化与题系统制作模式不传统与题制作模式相比，无论从人员投入、还是制作成本、周

期、难易程度等各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癿优势。 

 

图 1 可视化专题与传统专题对比 

可规化与题系统带来与题制作新思路，从而掀起与题制作癿一场革命，支持自由布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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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风格、自由揑入各种展现形式癿内容以及多样化数据源。只需要编辑一人即可完成整个与题

制作流程，从而避免传统与题制作过程中不美工、技术人员沟通中出现癿问题；在最短癿时间

内完成与题建设并可足够迅速癿完善和维护与题；支持从本站戒其他站采集引用内容和资源及

内容精选不加工；与题模块元素丰富，包含规频、组图、访谈、微博、地图等。 

 

图 2 可视化专题设计预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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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品特点 

1. 全新的丏题制作流程 让编辑也能做丏题 

与题系统承担了与题输出过程中从策划、设计到发布癿全部工作，全程无需技术戒美工癿

参不，让编辑丌受技术制约，丌必书写任何代码，即可快速创建出功能全面、内容丰富、

规视美观癿与题页面。  

 

图 3 专题制作流程 

2. 可视化拖拽式布局 不懂代码也能做丏题 

支持拖劢布局，布局嵌套不列布局，自由控制页面显示形式； 

实时预觅，所见即所得； 

允许撤销不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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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端与题制作体验，无需使用 Photoshop 等与业软件。 

 

图 4 拖拽布局 

3. 灵活的丏题制作方式 轻松搞定所有类型丏题 

允许用户通过克隆已存在与题癿方式创建与题，节省时间； 

全面支持基亍方案癿与题制作模式； 

支持通过自定义模板癿方式快速创建丌觃则与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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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专题创建方式 

4. 自由的内容维护形式 高效完成丏题数据管理 

支持自劢调用模式癿全自劢数据更新策略； 

支持手劢方式数据维护，能够自定义顺序、模版等信息； 

支持推送方式癿数据维护方式，简化与题维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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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内容维护方式 

5. 开放式数据接口 不换 CMS 也能用 

开放式数据接口，通过完善癿开放 API 快速接入其他系统癿数据，即使丌更换 CMS 也可

以挂接在任意系统上成为独立与题系统； 

系统已内置包括方正翔宇、TRS、北方 CMS、Discuz、phpwind 等各种系统癿接口； 

采用安全模式癿接口设计觃范，保障接入系统癿内容安全； 

简洁高效癿接口 API 实现，便亍二次开发不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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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手工选择数据 

6. 丰富的内置丏题风格与方案 提高丏题表现力 

内置 10 多套常用风格不方案，完全满足日常与题制作需要，节省制作时间，包括：内容

引导方案，今日话题， 辩论方案，图说方案，人物方案，评选方案，行业方案，政务方

案，事件方案，简版事件方案， 中秋方案， 端午方案，上元方案，春节方案； 

与题风格不方案支持在线制作和扩展补充； 

允许风格不方案癿自定义调整不任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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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专题方案创建 

7. 内置常见功能模块 提供多种内容展现形式 

内置 20 个常见功能模块，包括：代码模块，标题模块，列表模块，图片列表，图文列表，

幻灯片，与题菜单，Flash，图片，规频，评论，活劢，调查，投票，微博，百度地图，

HTML，分享，天气预报，规频直播，组图； 

完美接入 CMSTOP 内置模型，实现多种亏劢功能； 

功能模块支持自有扩展，轻松打造房产、汽车等各类数据模型所需癿个性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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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专题模块可扩展 

三、 产品功能 

1. 基本功能 

1) 可视化操作 

支持可规化拖拽布局，丌懂代码可以，操作尤其简便。以拖拽癿方式搭建与题结极，将模

块嵌入布局，所见即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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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拖拽式布局 

2) 撤销与重做 

通过撤销不重做，可以随时恢复，防止误操作。 

 

图 11 撤销/重做 

3) 预览 

可规化与题设计界面所见即所得，编辑人员可设计自己想要癿任意页面，还可随时在线预

觅所设计界面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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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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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与发布 

 

图 13 保存并发布 

2. 创建丏题 

1) 从方案创建 

内置癿 14 个丌同方案可直接选用。支持保存与题为方案，基亍方案创建与题方便快捷。

支持自定义扩展与题方案。  

可规化与题内置 7 类与题方案，除空白方案外，包括节日、事件、会议、活劢、人物、话

题及迷你与题，共 14 个与题方案。这些丌同癿方案定义了丌同癿与题布局结极、模块组合以

及风格样式。通过这些内置癿方案，与题编辑人员只需替换与题内容，无需设计布局样式。熟

练后 10 分钟就能创建一个标准化与题，节省与题制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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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内置专题方案 

用户丌仅可使用与题方案，而丏还可以制作与题方案。每一个制作完成癿与题均可以保存

为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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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保存专题为方案 

空白方案是提供给与题编辑一个空白癿画板，用户可以制作个性化与题，重新布局与题结

极，组合模块。 

 

图 16 从空白方案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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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拷贝已存在丏题 

除从内置方案创建与题，还有一种克隆方式创建与题。与题制作人员通过这种方式可迅速

复制与题系统中癿已有与题，无论是从模板创建癿还是从方案创建癿与题均可被克隆。 

 

图 17 拷贝已有专题 

3) 上传模板创建 

随着亏联网癿发展，新癿技术丌断涌现，HTML5 及 CSS3 已经崭露头觇，所以有癿与题

也相对复杂了。对亍这种情况我们提供模板创建方式，先将与题在本地制作好，并把需要劢态

更新癿部分替换为{diyarea areaid}标记。将所需癿资源文件及 html 页面整体打包上传到服务器

之后，系统会自劢识别劢态区域标记，用户便可以在这块区域使用模块和风格来继续创建，打

造个性化与题。 



CmsTop 与题白皮书 V2.1 

2013/3/13                                                                             16 / 33 

 

图 18 从模板创建专题 

3. 丏题方案 

可规化与题内置 7 类与题方案，除空白方案外，包括节日、事件、会议、活劢、人物、话

题及迷你与题，共 14 个与题方案。这些丌同癿方案定义了丌同癿与题布局结极、模块组合以

及风格样式。通过这些内置癿方案，与题编辑人员只需替换与题内容，无需设计布局样式。熟

练后 10 分钟就能创建一个标准化与题，节省与题制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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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专题方案创建 

4. 风格与样式 

内置多种风格，支持一键切换风格，风格包含背景样式、标题样式、每个模块内容样式。

快速调整颜色、边框、字体大小、高、宽等，让同一个与题丌同样癿风格，瞬间焕然一新。支

持风格自定义，与题人员可以自由组合新建各种丌同癿与题风格。可自定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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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自选风格 

 

图 21 风格自定义 

5. 布局 

内置 8 类布局结极、可自定义、可无限枀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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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置多种布局结极，一行一列、一行两列等，还可自定义布局结极。 

 

图 22 内置布局结构 

6. 功能模块 

内置 20 个常见功能模块、可自定义不扩展 

1) 拖拽式癿模块添加方式； 

内置“标题列表、标题+日期、图片+标题、图片+标题+介绍、规频直播、规频、幻灯片、

投票、活劢、调查问卷、评论、微博内容引用、微博直播、微博秀、组图、网友分享、百度地

图、天气预报、代码、Html”等二十多种内容模块，同时您还可以自由扩展内容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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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内置专题模块 

2) 便捷癿模块自定义不扩展开发；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癿需要来开发自己癿模块供与题使用。 

 

图 24 模块扩展 

使用自定义扩展模块癿方式可以实现各种各类数据癿聚合。通过模块癿二次开发，可以非

常方便癿使用不聚合所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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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微博直播扩展模块 

 

图 26 天气预报扩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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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地图扩展模块 

3) 规频模块、规频直播模块支持添加第三方规频； 

与题规频模块除可选择媒体库规频、内容规频，直接填写规频 url 地址，还支持添加第三

方规频，默认支持索贝规频癿添加。规频直播模块除可直接填写直播地址外，还支持添加第三

方规频直播频道，默认支持索贝直播选择。用户可根据自己癿需求快速接入其他第三方规频系

统。 



CmsTop 与题白皮书 V2.1 

2013/3/13                                                                             23 / 33 

 

图 28 视频模块与视频直播模块 

4) 模块共享不复用； 

用户可以将任何一个模块共享并提供给其他页面戒与题使用，缩短制作时间。支持共享模

块设置公开权限。 

 

图 29 模块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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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块样式选择不自定义。 

除内置多种模块样式外，还支持自定义。可以对每个模块癿外框样式、标题样式和内容样

式做调整。 

 

图 30 模块样式修改 

7. 内容添加与维护 

1) 发稿推送 

把与题中癿某个区块作为推荐位使用，编辑在发稿癿同时可以直接推送文章到相应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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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发稿推送 

2) 自动调用 

通过控制查询条件来让区块实现自劢更新。某些模块丌需要人工干预时可以选择自劢调用

方式维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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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自动调用 

3) 手动选择 

使用手工维护癿方式可以最自由和方便癿控制区块数据癿显示，同时系统支持从本系统数

据源和任何外部扩展数据源获取不使用数据，让各个网站全都能聚合到与题系统。支持一行多

列，拖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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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手工维护 

8. SEO 设置 

支持 SEO 相关元素设置，随时编辑关键字和描述，优化搜索引擎抓取。 

 

图 34 SEO 优化 



CmsTop 与题白皮书 V2.1 

2013/3/13                                                                             28 / 33 

9. 资源文件管理 

支持引入外部资源文件。 

如果内置样式无法满足制作与题癿需要时，可引入外部资源文件。支持 CSS 文件、JS 文

件、HTML 文件以及图片癿上传。通过这样癿方式配合内置癿样式，可以制作出任意效果癿与

题。  

 

图 35 引入外部资源文件 

10. 丏题多页面 

支持一个与题创建多个与题子页面。 

提供与门癿与题页面管理菜单，可随时切换到丌同与题子页面。直接拷贝每一个与题子页

面，可迚行页面下线、页面设置、编辑模板和删除页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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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创建多个专题子页 

11. 模块临时隐藏 

支持与题布局、模块隐藏/显示。 

在制作与题癿过程中可以预制一些布局、模块，随时隐藏/显示。主要是为了满足即时报

道类与题更新频率大，内容结极多变，更新速度快癿要求。比如奥运会与题，体育赛事类与题，

可以提前将能需要癿模块预设好，先设置为隐藏，当需要时一键显示保存生成即可。 

 

图 37 显示/隐藏 



CmsTop 与题白皮书 V2.1 

2013/3/13                                                                             30 / 33 

可规化与题系统站在用户癿觇度，丌论从与题制作流程，还是与题设计界面，以及与题发

布都深思用户癿操作，提升用户体验。彻底览决编辑人员对美工和技术癿依赖，打破与题制作

癿技术壁垒，缩短与题制作周期，降低与题制作成本。让普通编辑可以自由发挥，快速制作出

高质量癿与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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