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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读 

1.1 文档介绍 

手册核心内容是介绍 CmsTop 手机版服务端与客户端的操作与运用。本手册结合了具体的

操作流程与详实的讲解过程，来帮助使用手机版的用户，通过简洁高效的操作，灵活而方便地

搭建手机平台。 

手册对手机版的每个功能都有对应的目录，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所需要内容。不管是手

机版使用新手，还是网站管理员、网站编辑，都可以借助手册详细的讲解，快速地掌握手机版

的操作和管理方法。 

1.2 文档约定 

为更明确地表达出具体的意义，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采用下面的约定来规范文字上的

表达。所以请使用此手册的阅读者务必熟悉下面的约定。 

<主操作区>：表示主要操作区域，例如<服务端内容管理界面>。 

[链接]：菜单或标签名称，例如[设置]。 

【按钮名称】：要点击的按钮，例如【保存】。 

→：对菜单进行操作的流程指示，例如“点击[设置]→[频道管理]”。 

—：章节连接符号，例如“设置—系统设置”。 

“引用”：通过引用符号引用起来的表示引用某个词或者操作命令。 

参数：通过此颜色表示界面中需要设置的参数说明。 

技巧：操作建议或功能使用小窍门。 

警告：部分可能需要有技术背景的网站管理员才能操作，错误的操作可能引发故障。 

温馨提示：表示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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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统入门 

2.1 基本概念 

模型：即构成手机版内容资源的不同元素，系统将这些元素归纳为 8 种，包括文章、组图、

视频、专题、调查、活动、投票、链接。 

频道：发布内容所属的分类名称，是系统内容分类的一种形式。 

回收站：删除后的内容存放位置，如需还原，可直接进回收站找回。 

退稿：将已发布的内容撤消，不让此信息展示在手机客户端页面的操作。 

待审：没有发布权限的角色添加内容时都需要先进入待审状态，由有发布权限的角色审核

发布。 

2.2 后台设置界面说明 

系统默认的网站管理员后台登陆地址格式大致为：http://admin.cmstop.com/。 

温馨提示：在实际应用中，为增强网站安全性，每个网站的后台地址均做个性化修改。在

网站部署阶段后台地址会确定。 

2.2.1 登陆界面 

后台登陆页面展示如下： 

 

图 1 后台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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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单顺序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点击【确定】，就可以进入系统后台。对

于每一个后台使用者均会分配相应的用户名及密码，并且不同的用户名角色不同，可以是超级

管理员、主编、发稿员等。不同角色在后台操作权限不同。接下来的操作都是以超级管理员的

角色登陆系统，可以更加明确地介绍每一个功能的使用。 

2.2.2 后台界面 

超级管理员正确登陆系统后，点击<顶部主导航区>的[移动]菜单，打开手机版服务端统一

管理平台。界面主要分为四个大区域，包括顶部主导航区、左侧菜单栏、二级导航区、主操作

区。如下图所示： 

 

图 2 后台界面 

2.2.3 左侧菜单区 

手机版服务端界面左侧菜单区以树形方式列出了当前子菜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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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左侧菜单区 

点击该区域右上方的 按钮，可即时刷新。 

点击菜单名称前的 节点按钮，可进一步展开子节点。 

2.2.4 二级导航区 

<二级导航区>包括<标签区>、<面包屑导航>及<常用操作区>，<标签栏区>列出了当前打开

的所有页面，编辑人员可左键单击此区域标签快速切换操作页面，点击 按钮新建标签页，

鼠标滑向标签页头部，出现 按钮并点击，则关闭此标签页。 

温馨提示：也可在已有标签页[双击左键]快速关闭标签页；双击<标签栏区>右侧空白处新

建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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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二级导航 

<面包屑导航>标明当前位置。<常用操作区>是和 CmsTop 内容管理系统相关的快捷操作。 

技巧：当同时打开多个标签页时，点击<标签区>最右侧 按钮，可关闭除当前操作页面

的其他标签页。 

2.2.5 主操作区 

主操作区是核心工作区域，所有操作均发生在这个区域内。 

 

图 5 主操作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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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功能模块 

手机客户端主要包含启动画面、版本升级提示、消息推送、频道订阅与调整、搜索、收藏、

基本设置（会员登录与注册、意见反馈）、频道列表页展示（头部幻灯片和列表内容）、内容模

型、主导航菜单、应用广场（天气预报）、评论、社会化分享、报料。 

手机服务端主要包括内容管理、消息推送、统计、意见反馈以及设置。 

通过服务端设置控制客户端内容展示，客户端的展示效果可以多种多样，满足各类用户进

军移动阅读的需求。 

点击[移动]主菜单，打开<移动服务端管理界面>。 

温馨提示：无论是频道还是内容，只要发生改变后，服务端的数据都会直击更新的。但是

一般情况下客户端重新启动两次之后客户端就会显示更改。第一次启动是从服务端更新数据，

第二次是把更新的数据展示到客户端。 

3.1 频道管理 

依次点击左侧[设置]→[频道管理]菜单，打开<频道管理界面>。 

3.1.1 添加频道 

在<频道管理界面>，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频道对话框。 

 

图 6 添加频道对话框 

频道名称：填写频道名称，比如新闻、美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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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栏目绑定：CmsTop 系统栏目绑定。比如，选择思拓专区频道下的行业动态，那么在

移动端该栏目下选择添加 CmsTop 系统文章时，打开选择数据对话框，系统自动筛选行业动态

栏目下的文章，编辑不再需要手动选择栏目。 

 

图 7 选择数据对话框 

图标：给频道添加图标。仅支持 PNG 格式图标。 

 

图 8 栏目图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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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频道：设置是否为头条频道。当选择“是”时，客户端启动后默认首页显示该频道。 

 

图 9 头条频道 

显示幻灯片：该频道头部是否显示幻灯片。若启用则显示，若禁用则不显示。 

幻灯片数量：该频道头部最多显示几张幻灯片。若设置 3，则即使在该频道下添加了 4 张

幻灯片，那最多显示 3 张。 

 

图 10 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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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若添加频道时没有设置幻灯片数量，那么该频道下的幻灯片数量和系统设置中

幻灯片张数设置相同。详见“设置—系统设置”一节。 

客户端默认显示：该频道在客户端是否默认显示。若设置否，则客户端打开抽屉式列表时

无法直接看到该频道。网友可以点击 图标，手动添加为默认显示。 

状态：当禁用该频道时，服务端内容管理菜单不再显示该频道，不能在该频道下发布内容，

客户端也不再显示该频道及内容。 

填写好上述参数，点击【确定】按钮，该频道就添加成功。点击左侧菜单 图标，就可以

内容管理菜单中看到该频道，并且在该频道下添加内容。 

3.1.2 编辑频道 

在<频道管理界面>，点击任意频道，右键点击[编辑]菜单，即能打开编辑频道对话框。此

外，还可以一键点击频道列表右侧的 图标，也可打开编辑频道对话框。 

3.1.3 删除频道 

在<频道管理界面>，点击任意频道，右键点击[删除]菜单，弹出确定/取消提示框。点击【确

定】按钮则删除该频道，点击【取消】按钮则不删除该频道。此外，还可以一键点击频道列表

右侧的 图标，也可打开确定/取消提示框。 

温馨提示：不允许删除包含内容的频道。目前不提供内容批量移动到其他频道的功能。 

3.1.4 权限控制 

在<频道管理界面>，一键点击频道列表右侧的权限图标 ，弹出频道权限对话框，在用

户名文本框中输入管理员用户名，点击添加按钮。当用户名输入正确时，该管理员就可以管理

该频道，并且只有添加到管理权限的管理员才能在该频道下做操作，其他管理员不能做任何操

作，即采用白名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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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频道权限对话框 

温馨提示：超级管理员角色不受任何限制。要和 CmsTop 内容管理权限控制区分开来，内

容管理系统超级管理员和总编均不受限制。 

3.1.5 管理员权限分配 

依次点击后台主导航菜单[设置]→[权限]，进入<管理员界面>，可以看到后台所有管理员。 

添加管理员 

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管理员对话框。有四个选项卡，包括<基本信息>、<栏目权

限>、<页面权限>和<权重权限>。<栏目权限>、<页面权限>和<权重权限>均是和 CmsTop 内容

管理系统关联的，添加移动端管理员时只需要填写基本信息选项卡中的字段。 

添加用户名、E-mail 等字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绑定角色，只有绑定了角色这个管理

员才能有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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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添加管理员 

用户名存在时提升为管理员：是指当添加的管理员用户名与会员中会员名相同时，自动将

该会员提升为管理员。 

添加角色 

角色是和操作权限关联的。 

点击左侧[角色]菜单，打开<角色管理界面>，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角色对话框。

默认所有操作权限是勾选状态，添加移动端角色时需要关注手机版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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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添加角色 

当添加完角色，添加完管理员后，用该管理员账号登陆系统后台，打开移动内容管理界面，

点击发布内容，发现无法选中移动端频道。这是因为该管理员没有该频道的控制权限，需要编

辑该频道，把此管理员加入，详见“功能模块—频道管理—权限控制”一节。 

警告：建议技术人员添加/设置角色。 

3.1.6 一键启用/禁用频道 

在<频道管理界面>，一键点击频道列表右侧的 图标，则禁用该频道；一键点击频道列

表右侧的 图标，则启用该频道。 

3.1.7 查看图标 

在<频道管理界面>，鼠标滑过频道列表中的[查看]链接，可看到该频道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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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批量删除 

在<频道管理界面>，勾选频道前的复选框，点击【删除】按钮，即可批量删除多个频道。 

3.1.9 频道拖拽排序 

在<频道管理界面>，鼠标移动到需要调整顺序的频道，鼠标手势变为上下左右箭头时，点

击该频道，拖动到指定位置，即可完成频道顺序的调整。 

温馨提示：由于网络等因素，偶尔对频道做调整后，不能立刻显示，那么可以尝试点击刷

新按钮。 

当前频道版本：同天气预报版本号，应用推荐其实也有版本号，没有显示。客户端根据服

务端的版本号判断是否重新从服务端读取数据。 

3.2 频道订阅 

安装手机客户端的网友，可根据自身的需求添加、取消、删除频道。 

 

图 14 频道订阅 

频道添加完成后，接下来关心的便是内容的发布、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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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容发布 

点击左侧[内容管理]菜单，打开<服务端内容管理主界面>。 

点击 图标，展开频道列表，可以在任意频道下发布内容。 

3.3.1 频道选择 

先点击频道，内容列表显示该频道内容，鼠标再滑过【发布】按钮，点击下拉菜单的任意

模型，频道会自动选择； 

鼠标先滑过发布按钮，点击下拉菜单的任意模型，选择发布频道。 

 

图 15 频道选择 

3.3.2 发文章 

点击[发文章]菜单，打开<文章发布界面>。 

 

图 16 文章发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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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手动添加标题及内容，或者选择其他系统数据。 

选择其他系统数据 

点击【选取内容】按钮，弹出选择数据对话框，选择所需内容，点击【确定】按钮。可直

接提取摘要、列表缩略图和来源。 

关联内容：当选择其他系统数据时，默认和源内容关联。关联时，手机端网页版内容下方

显示关联的 PC 版链接，iPad 版直接显示 PC 版内容。此功能主要用于手机端微博转发时后，其

他 PC 版用户查看内容。 

添加第三方系统接口 

选择其他系统数据时，会看到除了 CmsTop 系统外，还有方正、Discuz!等接口。 

 

图 17 选择数据 

依次点击主导航菜单[设置]→[外部数据端口]，打开<外部端口设置界面>。点击【添加】

按钮，添加相应的数据端口。 

添加端口 

在端口列表左上方点击【添加】按钮，会弹出添加数据端口对话框，填写表单信息，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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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添加数据端口 

注：上述表单中的属性值由 API 开发人员提供。 

CmsTop 系统中目前自带了三个接口，如下表： 

系统名称 版本号 标识 接口地址 

方正翔宇 5.6 founder http://app.cmstop.dev/api/ Founder/index.php 

拓尔思 6.5 trs http://app.cmstop.dev/api/ TRS/index.php 

北方网 CMS 5.0 enorth 测试版，如需要请联系技术获取。 

表 1 系统默认接口 

其中域名 app.cmstop.dev 为文档实例，请在使用时，替换为您真实的 app 域名。 

在使用前，需要配置相应接口中的第三方系统连接信息（配置文件就是接口文件）。 

配置字段说明如下： 

配置字段 字段说明 备注 

authkey 接口密钥 验证密钥，务必更改 

articleUrlRule 文章发布规则 方正翔宇专有字段 

一般无特殊配置，无需更改 

picturePath 图片存放根目录 方正翔宇专有字段 

一般无特殊配置，无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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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url 图片地址规则 拓尔斯专有字段 

一般修改域名为 trs 真实地址即可，用来

输出图片 

driver 数据库驱动 可选 oci, mysql, mssql 

host 数据库服务 IP  

port 数据库服务端口  

charset 数据库编码 请使用，utf8,gbk 等 php 中的编码 

dbname 数据库名称  

username 数据库登陆用户名 请使用第三方系统的配置账号 

password 数据库登陆密码 请使用第三方系统的配置密码 

表 2 接口文件配置说明 

配置后，请注意运行接口的系统上 php 是否支持 oracle 或 mssql 等数据驱动。 

图 18 对话框说明如下： 

标识：唯一识别数据接口的字符串。必须保持与 getPortAction 返回的主脚本 port.js 文

件中的一致。系统自带的三个接口对应的标识如表 1 所示。若自行开发的接口可自定义。 

系统名称：用于在后台标明数据端口。可自定义。例如，方正翔宇、拓尔思等。 

接 口 地 址 ： 数 据 端 口 API 程 序 中 数 据 文 件 的 存 放 地 址 。 例 如 ，

http://app.cmstop.dev/api/Founder/index.php 

接口密钥：与数据端口 API 程序中的密钥保持一致。例如 

http://app.cmstop.dev/api/Founder/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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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数据端口 API 程序 

服务状态：设置是否开启此服务。选择“否”则不开启，选择“是”则开启。 

添加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则执行添加操作。 

 

图 20 端口管理 

删除端口 

在端口列表中，点击 删除。 

编辑端口 

在端口列表中，点击 编辑。弹出编辑数据端口对话框。在此对表单内容做修改。 

 

图 21 编辑数据端口 

 

手工添加 

标题：填写文章标题，可以设置标题字数限制。标题字数限制的设置见“设置—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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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有关内容标题长度所讲。 

 

图 22 手工添加 

简洁编辑器：文章内容的主要编辑区域，可以对字体、字号及颜色做更多的修改，还可以

插入图片、链接等。 

频道：选择想要发布到的频道，可以将该内容发布到多个频道。 

摘要：填写内容摘要，可以设置摘要字数限制。摘要字数限制的设置见“设置—系统设置”

一节有关内容摘要长度所讲。 

 

图 23 填写摘要 

标题、内容、频道、摘要为必选填项。 

列表缩略图：可以上传本地图片，支持 jpg、jpeg、gif、png；可以添加图片绝对地址；也

可以选择图片库已有图片。当图片添加后，会显示【编辑】按钮，可以对该图片进行编辑。缩

略图尺寸规格要求 160*120。 

 

图 24 列表缩略图 

点击【编辑】按钮后，可以对该图片进行编辑。 

显示在客户端频道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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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客户端频道列表 

幻灯片缩略图：可以上传本地图片，支持 jpg、jpeg、gif、png；可以添加图片绝对地址；

也可以选择图片库已有图片。当图片添加后，会显示【编辑】按钮，可以对该图片进行编辑。

当该文章被设置为幻灯片后显示在频道列表头部幻灯片处。幻灯片规格要求 640*314。 

 

图 26 幻灯片 

温馨提示：图片的处理。在服务端上传图片时，当上传图片小于规格时，不做处理；当上

传图片大于规格时，会做缩放裁剪处理。缩放裁剪方法同 CmsTop 内容管理系统中图片的处理。

客户端会按照服务端返回的图片尺寸，正比缩小。主要包括缩略图、幻灯片头图，高清组图等。 

来源：填写内容来源。不支持拼音检索，没有独立存储，目前只是字段。 

内容挂件：在文章添加组图、视频和投票，可以放在文章内容上方或下方，可手动设置。 

组图挂件 

点击[组图]，弹出选择组图对话框，在此处可以选择手机端任意组图。按标题检索或勾选

栏目筛选。勾选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组图的选择。再选择组图放置位置，点击【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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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按钮，完成组图挂件添加。一篇文章只允许添加一个组图。 

视频挂件 

点击[视频]，弹出选择视频对话框，在此处可以选择手机端任意视频。按标题检索或勾选

栏目筛选。勾选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视频的选择。再选择视频放置位置，点击【确

定】按钮，完成视频挂件添加。一篇文章只允许添加一个视频。除直接选择已有视频外，还可

以选择【发布视频】，打开视频发布界面，发布新视频，再选择。 

投票挂件 

点击[投票]，弹出选择投票对话框，在此处可以选择手机端任意投票。按标题检索或勾选

栏目来选筛选。勾选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投票的选择。再选择投票放置位置，点

击【确定】按钮，完成投票挂件添加。一篇文章只允许添加一个投票。除直接选择已有投票外，

还可以选择添加新投票。  

 

图 27 新建投票 

可以勾选普通模式及评选模式。添加后的投票，可以在 CmsTop 内容管理系统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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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投票挂件客户端显示 

排序时间：调整内容的显示顺序。比如有两篇内容 A 和 B，A 排在 B 前显示，若想把 B 排

在 A 前，那么可以通过修改排序时间实现，修改排序时间不会影响发布时间。 

温馨提示：客户端列表内容排序按照联合条件排序，不仅有发布时间、固顶、置顶、排序

时间综合排序。 

相关内容：根据标题自动提取 5 个关键词。客户端会显示相关内容。可以手动添加内容。

显示在文章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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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相关阅读 

内容评论：当评论总开关打开后，内容评论开启则该内容允许评论，若关闭，则客户端不

能对该内容做评论。 

添加完文章内容，设置好相应字段后，点击【保存并发布】按钮，完成文章的发布。 

温馨提示：没有发布权限的管理员添加完内容后，点击【保存并送审】按钮。 

 

图 30 保存并送审 

除文章发布外，组图、视频、链接、活动、投票和调查发布时的字段设置基本相同。 

3.3.3 发组图 

点击[发组图]菜单，打开<组图发布界面>。 

点击【选取内容】按钮，可以选择 CmsTop 系统已有组图。 

其他字段设置参见发文章。 

3.3.4 发视频 

点击[发视频]菜单，打开<视频发布界面>。 

点击【选取内容】按钮，可以选择手机端已有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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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视频】按钮，弹出选择视频对话框。在此处可以选择投票管理系统中已转码完

成的投票，也可以点击【上传视频】按钮上传本地视频并转码。上传的视频均会转码为 MP4

格式。最大允许上传 1024M。 

温馨提示：必须在开启 CmsTop 第三方视频接口后，才能使用此功能。依次点击系统后台

主导航菜单[扩展]→[接口配置]，点击接口参数配置选项卡，选择开启，保存。 

时长：用于在客户端视频列表显示视频时长。 

温馨提示：目前仅支持 MP4 格式视频。 

其他字段设置参见发文章。 

3.3.5 发链接 

点击[发链接]菜单，打开<链接发布界面>。 

发链接：填写 URL 链接地址。 

其他字段设置参见发文章。 

3.3.6 发活动 

点击[发活动]菜单，打开<活动发布界面>。 

点击【选取内容】按钮，可以选择 CmsTop 系统已有活动。 

活动头图：用于活动频道显示，以及活动内容页头部显示。 

其他字段设置参见发文章。 

3.3.7 发投票 

点击[发投票]菜单，打开<投票发布界面>。 

点击【选取内容】按钮，可以选择 CmsTop 系统已有投票。 

其他字段设置参见发文章。 

3.3.8 发调查 

点击[发调查]菜单，打开<调查发布界面>。 

点击【选取内容】按钮，可以选择 CmsTop 系统已有调查。 

其他字段设置参见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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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发专题 

点击[发专题]菜单，打开专题发布界面。 

专题头图：专题内容页头部显示。 

栏目管理 

点击“栏目管理”右侧 图标，弹出添加专题栏目对话框，填写栏目名称，点击【确定】

按钮，打开栏目内容管理界面，点击 图标，弹出添加内容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看到

所有移动端内容，包括文章、组图、视频等，勾选所需内容，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内容添

加。 

可以添加多个栏目。 

 

图 31 专题 



CmsTop Mobile 手机版使用手册 V1.0 

 26 / 47 

3.4 内容维护 

所有已发内容均呈现在<移动端内容管理界面>。该界面为三列布局模式，三列联动。 

 

图 32 移动端内容管理界面 

3.4.1 筛选内容 

频道、模型和状态三个条件可以组合，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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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筛选内容 

勾选幻灯片前复选框，可筛选当前频道中所有幻灯片 

 

图 34 筛选幻灯片 

可通过改变排序条件，改变内容列表的后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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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排序条件 

3.4.2 搜索内容 

在搜索框中可输入标题关键字，检索符合条件的内容；也可点击 图标，打开高级搜索对

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组合条件，检索符合条件的内容。 

 

图 36 高级搜索 

由于有些管理员没有直接发布权限，所以其只能添加内容，但是无法发布内容。从而有创

建人与发布人之分。创建时间和发布时间同理。 

3.4.3 编辑内容 

点击内容列表中任意标题下方的 图标，或右键内容列表中任意一篇内容，弹出下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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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点击[编辑]菜单，也可点击查看界面中的【编辑】按钮，打开编辑内容界面。 

编辑内容时字段设置同内容发布。 

3.4.4 快速编辑 

点击查看界面中的【快速编辑】按钮，打开快速编辑界面，在此界面提供标题、摘要和内

容的编辑功能，是一种提高编辑维护内容效率的编辑模式。 

 

图 37 快速编辑 

3.4.5 撤稿 

右键内容列表中任意一篇内容，或点击 图标，弹出下拉菜单，点击[撤稿]菜单，或者点

击查看界面中的【撤稿】按钮，可完成撤稿操作。被撤稿件可在已撤中找到，并再被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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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已撤稿件再发布 

3.4.6 删除 

右键内容列表中任意一篇内容，或点击 图标，弹出下拉菜单，点击[删除]菜单，完成删

除操作。被删除稿件在回收站中可以还原。 

 

图 39 还原已删稿件 

3.4.7 推送至专题 

右键内容列表中任意一篇内容，弹出下拉菜单，点击[推送至专题]菜单，选择推送到的专

题栏目，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该内容推送到所选专题栏目下。同一篇内容可以推送到多

个专题。除专题外其他模型均可推送到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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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推送到专题 

3.4.8 置顶 

对内容的一种暂时操作，将某一篇内容暂时放在频道列表第一位，当有内容更新后，就会

被顶下去，自动往后移。 

 

图 41 置顶 

3.4.9 固顶 

内容的一种状态，可以将一篇内容固定在频道列表第一位。并且只有取消固顶后，该内容

才不再固定在第一位。当取消固顶后，该内容会还原到之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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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固定 

温馨提示：可以将一篇内容同时置顶、固顶和设为幻灯片。所以为了避免同一篇内容既为

幻灯片又为头条内容，造成重复，请务必认真发布内容。 

3.4.10 审核 

当没有发布权限的用户发布内容时，内容会显示在待审中。当由发布权限的用户点击通过

时，才能发布。 

 

图 43 审核 

温馨提示：待审内容来源主要是包括没有发布权限的编辑发的稿件以及自动抓取中设置状

态为待审时抓取的稿件。 

3.4.11 二维码生成 

后台生成 

右键内容列表中任意一篇内容，弹出下拉菜单，可以看到[生成二维码]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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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生成二维码 

点击[生成二维码]菜单，跳转到<二维码生成界面>。 

 

图 45 二维码生成界面 

可以手动输入链接，支持外站链接地址。也可以点击【选择内容】按钮，打开选取内容对

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选择移动端的任意数据，点击【确定】按钮，会自动添加链接地址。 

链接地址：前台网友扫描二维码时将要跳转的链接地址。 

关联内容：二维码中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默认从移动端选择的数据不仅包括标题、

链接地址，还可能包括内容、图片等等，如果只想让该二维码中包含链接和标题信息，那么可

以取消关联。 

备注：默认为所选内容标题，可以手动编辑。主要为了二维码生成历史及访问统计。 

添加投放类型：主要是为了二维码生成历史及访问统计。在此添加一个标识，用于历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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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界面关键词搜索。例如，添加一个“#地铁#”投放类型，那么在历史统计界面可以通过该关

键词检索，某一类的二维码的访问量情况。 

警告：投放类型必须放在两个#中间。 

缩略图：勾选可以给二维码添加 Logo。也可以点击[修改]改变 Logo 图标。 

预览按钮：主要是为了区别添加缩略图和不添加缩略图时二维码的效果。 

 

图 46 二维码预览 

温馨提示：当扫描预览状态的二维码时不会打开内容。 

点击【生成并保存】按钮，完成二维码的生成。点击已生成的二维码，可以下载该二维码。

提供三种尺寸二维码的下载，从小到大排序分别为：269*269、491*491、1009*1009。 

 

图 47 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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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二维码下载到本地后，可以放到墙体广告、报纸、杂志等。 

历史及访问统计 

点击生成历史及访问统计选项卡，打开<访问统计界面>，可以通过关键词及生成时间检索

二维码生成记录。并可以查看访问量及详情。 

点击二维码生成记录列表中 图标，可以打开查看详细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看到

访问来源设备，也可以通过设备筛选对应的统计结果。 

 

图 48 查看详细 

点击 图标，编辑二维码相关字段。 

点击 图标，查看该二维码对应的网页内容。 

前台扫描 

在客户端点击二维码应用，打开二维码扫描，按照提示将二维码置于绿色区域内，当扫描

成功后，会自动跳转到系统默认浏览器中打开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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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设置 

3.5.1 系统设置 

依次点击左侧菜单[设置]→[系统设置]菜单，打开<系统设置界面>。 

基本设置 

默认城市：在此处设置客户端天气预报默认城市。 

版本号：手机版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版本号，通过版本号对比同步客户端和服务端数据。比

如频道版本号，当服务端频道发生改变后，频道版本号发生改变，客户端本地的版本号与服务

端版版本号对比，发现变化后就会自动再获取数据。此处城市版本号也是一样，城市数据系统

内置了一份，默认是版本 1，当城市数据发生改变后，修改版本号为 2，让客户端对比并更新。

此外，版本号一定递增。 

警告：城市不会轻易发生改变，所以不要随意修改版本号。 

功能设置 

内容标题最大长度：当发布内容时，标题最大长度不能超过此处设置的值。 

内容摘要最大长度：填写内容摘要时，摘要最大长度不能超过此处设置的值。 

默认幻灯片数量：频道列表幻灯片初始张数限制。当频道没有做幻灯片张数设置时，频道

幻灯片张数最多不能超过此处设置的值。 

开启评论功能：客户端评论总开关。当开启时允许评论，当关闭时不允许评论。 

匿名评论：是否允许匿名评论。若关闭匿名评论，则网友必须登录会员账号后才能发表评

论。 

匿名报料：是否允许匿名报料。若关闭匿名报料，则网友必须登录会员账号后才能提交报

料。 

报料最大上传图片大小：限制报料上传图片的总大小。当报料中上传图片大小超过此处设

置的值时，报料无法提交成功。 

报料最大上传视频大小：限制报料上传视频的大小。当报料中上传视频大小超过此处设置

的值时，报料无法提交成功。 

开启官方微博：开启后，被绑定微博账号的微博信息会显示在客户端微博应用中。若关闭，

则在客户端微博应用中不再显示该微博账号信息。 

温馨提示：仅取消绑定后，官方微博应用中内容虽然为空，但还会显示在客户端。只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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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绑定的同时 ，禁用官方微博应用，那么客户端就不会再显示了。 

温馨提示：在开启官方微博前，必须先设置好微博 API 信息。 

点击[点击此处设置]链接，跳转到 API 设置界面。API 设置查看“设置—API 设置”一节。 

 

图 49 API 设置 

3.5.2 显示设置 

设置列表缩略图对齐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依次点击左侧菜单[设置]→[系统设置]菜单，打开<系统设置界面>。 

 

图 50 列表缩略图显示设置 

3.5.3 自动抓取 

自动维护频道内容。 

依次点击左侧菜单[设置]→[系统设置]菜单，打开<系统设置界面>。点击【添加】按钮，

打开添加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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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添加配置 

配置名称：添加名称。 

目标频道：选择需要自动维护的移动端频道。 

数据接口：选择系统接口。除 CmsTop 系统数据外，还可以添加其他接口地址，并且接口

地址的输出格式必须满足接口规范。具体的接口规范可以下载 xml 文件做参考，点击[通用抓

取接口]链接，填写接口地址。 

 

图 52 通用抓取接口 

警告：建议技术人员添加接口地址。 

栏目：CmsTop 系统包含的栏目。当选择某个栏目后，系统会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自动抓

取该栏目下的内容到目标频道中。 

属性、来源、创建人、权重、发布时间和关键词可以做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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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取间隔：默认是 12 小时抓取一次，可以根据需求修改间隔。 

发布状态：设置自动抓取过来的内容默认发布状态，可以选择已发或待审。 

配置状态：当开启后，此配置就会起作用。当关闭时不起作用。 

添加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根据该配置会自动抓取满足条件的内容，编辑人员

不再需要手工维护。 

可一键禁用、删除和编辑以及批量删除操作。 

3.5.4 应用管理 

拖拽调整主导航应用和应用广场。 

依次点击左侧菜单[设置]→[系统设置]菜单，打开<系统设置界面>。 

 

图 53 应用管理 

添加应用 

在<系统设置界面>，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应用对话框。 

 

图 54 添加应用 



CmsTop Mobile 手机版使用手册 V1.0 

 40 / 47 

应用名称：填写应用名称。 

图标：添加应用图标。可以上传本地图片，也可以添加绝对图片 URL 地址。 

地址：填写应用的 URL 地址，应用名称 app:{$name}为内置应用的添加。 

编辑应用 

鼠标滑向想编辑的应用，当鼠标手势变成上下左右箭头时，鼠标左键单击，弹出修改应用

对话框。编辑相关字段。 

删除应用 

鼠标滑向想编辑的应用，当鼠标手势变成上下左右箭头时，鼠标左键单击修改应用对话框。

点击【删除】，完成应用删除。 

 

图 55 删除应用 

温馨提示：删除后不可撤销。系统内置的应用不能删除。 

禁止应用 

直接将想要禁止的应用拖拽到已禁用中。 

3.5.5 版本升级 

依次点击左侧菜单[设置]→[版本升级]菜单，打开<版本升级界面>。 

分为 iPhone 和 Android 两个版本，可分别设置。 

版本代号：只用于服务端与客户端标识，同天气预报版本号。 

更新说明：填写更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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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版本升级 

下载地址：当客户端点击【升级】按钮时，自动跳转到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链接

到该相应的下载地址。 

3.5.6 应用推荐 

推荐合作应用。 

依次点击左侧菜单[设置]→[应用推荐]菜单，打开<应用推荐界面>。 

添加推荐应用 

在<应用推荐界面>，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添加应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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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添加应用 

应用名称：被推荐应用的名称。 

应用图标：被推荐应用的图标。 

应用简介：被推荐应用的简介。 

App Store 地址：填写此地址用于链接到 App Store 中下载被推荐应用。 

Google Play 地址：填写此地址用于链接到 Google Play 中下载被推荐应用。 

填写完字段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推荐应用的添加。可以查看被推荐应用的点击量。 

拖拽排序 

鼠标滑过相关应用，鼠标手势变为上下左右箭头状，点击应用，拖拽到想要放置的位置，

改变该应用的排列顺序。 

3.5.7 API 设置 

依次点击左侧菜单[设置]→[API 设置]菜单，打开<API 设置界面>。在此界面中可以添加编

辑所有 API 接口。 

推送/统计服务器设置 

CmsTop 提供推送服务和统计服务，所有的客户均走 CmsTop 服务。当用户部署手机版后，

会获得一个服务账号，即 App Key 和 App Secret。当用户填写正确的 App Key 和 App Secret 后

便能链接推送和统计服务，使用 CmsTop 推送服务和统计服务。 

后台消息推送接口地址：http://gateway.push.cmstop.com:2195/push/message 

后台统计接口地址：http://gateway.push.cmstop.com:2195/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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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微博设置 

点击[立即申请]链接，打开腾讯微博开放平台，根据提示申请相应的 App Key 和 App Secret

以及 Redirect Uri，填写到相应字段文本框中。 

手机版的官方微博功能和社会化分享功能均需要先做 API 设置后，才能使用。 

 

图 58 腾讯微博设置 

App ID：有些 API 设置需要填写此字段值，有些不需要填写。比如，腾讯微博不需要填写

此字段值，微信朋友圈需要填写。 

App Key：接口账号。 

App Secret：接口密钥。 

Redirect Uri：回调地址，用来做用户授权后的信息通知。有些 API 设置需要填写此字段值，

有些不需要填写。在腾讯微博 API 设置填写此字段值，用于官方微博用户信息调取。 

分别添加接口地址、App Key 和 App Secret，完成 API 设置。 

警告：建议技术人员设置。 

3.6 消息推送 

点击左侧[消息推送]菜单，打开<消息推送界面>。 

推送标题：填写推送标题。 

温馨提示：Android 支持消息推送标题。iPhone 不支持消息推送标题。 

推送内容：填写推送内容，为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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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消息推送 

正式推送和测试推送的作用：之所以设置着两个选项，是为了避免测试推送时影响到正式

用户使用。当选择测试环境时，推送内容会发给安装测试版的用户人员；当选择正式环境时会

推送到从应用市场中安装的用户。在开发环境下加入的手机是测试推送，在 App Store 等应用

市场下下载的应用是正式推送。 

区分开正式推送和测试推送的原因：因为这个消息一旦推送，再不能回收。所以必须区分。

而内容发布等后期可以再做修改。 

当 CmsTop 手机版有 bug 修复和功能更新时，无法直接在 App Store 中自动更新，需要一

个一个客户端更新。网易应用从 V1.0 到 V1.1 也是这样的操作，把新版本提交到 App Store 中

覆盖之前的版本。App Store 中会记录安装该应用的用户版本。然后通过版本升级功能提示旧

版本用户升级。 

定时推送：设置定时推送内容的时间。 

推送目标：可以限制推送平台的目标。 

推送记录：用于查看什么时间给什么设备推送了什么样的内容。 

3.7 统计 

统计包括客户端统计和内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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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统计用来显示客户端的新增用户、累计用户、启动次数以及终端统计，可以分析客

户端用户的设备分布、操作系统分布以及用户活跃率，通过折线图显示。 

内容统计用来显示移动端内容的发稿量、访问量和评论量，可以通过选择频道、模型和查

看方式分别筛选不同的统计数据，分析内容的受众程度。 

3.7.1 客户端统计 

累计用户：包括已卸载用户 

3.7.2 内容统计 

统计显示时间段：对于内容来说，是第一条数据的时间；对于用户来说，是第一个用户安

装的时间。 

3.8 广告管理 

手机版广告位支持启动画面广告、列表页广告以及内容页广告。点击左侧[广告管理]菜单，

打开<广告管理界面>。 

3.8.1 启动界面 

支持多种尺寸启动图片设置，包括 iPhone/iPhone3/iPhone3gs，尺寸为 320*800； iPhone4 

iPhone4s，尺寸为 640*960； iPhone5 尺寸为 640*1136； Android 常用尺寸为 480*800。系统

会自动判断客户端是什么样的系统，从而显示不同尺寸的启动图片，可以作为启动广告位使用。 

 

图 60 启动界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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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在客户端，会看到应用正式启动前有两个画面。第一个是 iOS 系统启动画面，

由客户端直接打包进去，提交后不能修改。第二个是后台此处设置的手机端启动画面，可以修

改。主要作用在 app 正式加载完数据及界面前的遮蔽作用。 

3.8.2 列表页 

移动版支持链接模型的发布，您可以在内容管理中选择发布链接模型来发布广告，广告图

片填写在缩略图中，链接地址即为打开的页面地址。您可以在内容管理中将该链接设置为幻灯

片，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幻灯片广告的效果，同时可以针对频道来设置广告。 

点击【发布列表页链接】按钮，打开[发布链接]界面，在此界面输入标题、链接、缩略图

等，完成列表页广告的添加。 

3.8.3 内容页 

点击[内容页]链接，打开<内容页广告界面>。 

 

图 61 内容页广告 

广告类型：可以选择内置，也可以选择第三方代码广告。 

勾选“内置”，和广告图片及广告链接字段配合使用，广告默认在客户端内容页正下方。 

广告图片：可以从本地上传图片，也可以从图片库中选择，也可以填写图片绝对地址。可

以随时点击【编辑】按钮对图片进行编辑。 

广告链接：添加广告链接地址。 

勾选“第三方广告代码”，会显示广告代码文本框，可以在此输入第三方广告代码。 

3.9 意见反馈 

点击左侧[意见反馈]菜单，打开<意见反馈管理界面>。在此界面可以看到客户端提交的所

有意见反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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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任意一条意见反馈的 图标，打开意见反馈对话框，可以看到提交意见反馈用户的邮

箱地址，点击该邮箱地址，启动 outlook，可以给用户回邮件。 

 

图 62 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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