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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介绍 

青岛拓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tunynet inc.）创建于 2005 年，是国内最早的 SNS 社区产品与服务

提供商之一。公司自 2007 年一直致力于近乎研发与推广，是目前国内 在 SNS 领域研发时间最久、

最专业、专注的公司。 

拓宇始终专注于 SNS 在国内的应用创新，竭尽全力为 SNS 在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面向

高端，为客户的飞跃式发展保驾护航，一直是 近乎团队孜孜不倦的追求，通过数据库优化设计、全

文检索，近乎可以轻松处理千万级以上数据。借助于优秀的分布式 部署方案，近乎已经在多个客户

站点验证了万人同时在线的性能目标。 

在长达 10 年的 SNS 产品研发与服务过程中，我们对 SNS 社区的应用有了深刻的理解，锻炼出

了一支国内一流的技术团队。团队成员拥有大数据量、高负载站点的开发经验，有架构设计、全文检

索、SEO、分布式部署、用户体验设计等方面的专家人才。此外，公司拥有完善的敏捷开发流程以及

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为保证产品开发质量与公司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2 约定（通用） 

➢ 所有菜单用[…]->[…]表示，例如[设置]->[基础设置]表示菜单“设置”的子级菜单项“基础设置”。 

➢ 所有按钮或超链接用“…”表示，如“确定”按钮。 

➢ 注意事项用“注意：…” 表示，给出一些容易忽略的但是在某个地方比较重要的因素。 

注意：  

1.TabPanel 的 TargetID 属性需要关联到某个<div>的 id；  

2.TabPanel 的 HeaderText 属性指定标签页的头部文字；  

3.可以设置 TabPanel的 Href 属性，使 Tab页的内容从另一个页面获取； 

➢ 提示事项用“提示：…”表示，用于给出简明短小的建议或窍门。 

➢ 警告事项用“警告：…”表示，用于提醒用户重视程序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不正确的结果以及

要避免的错误。 

➢ 代码块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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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指导  

可参见下载包安装指南。或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jinhusns.com 下载详细的安装指南。 

3 开始使用 

3.1 站点名称、站点页脚、备案信息、用户注册、水印等在哪设置？  

➢ 可以在后台->[设置]->[站点设置]中设置基本信息、SEO 设置、用户设置等，具体如下： 

基本设置： 

    /// <summary> 

    /// 处理访客计数的任务 

    /// </summary> 

    public class UserVisitsTask : ITask 

    { 

        /// <summary> 

        /// ITask方法 

        /// </summary> 

        public void Execute(XmlNode node) 

        { 

            UserVisits.SaveQueue(); 

        } 

    }                   

http://www.jinhus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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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 设置： 

 

用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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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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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何更换站点 Logo 和网页图标? 

➢ 将 Web\Images 目录下的图片换成您的站点 Logo。 

➢ Web 目录下的 favicon.ico 文件就是网页图标，您可以用同名的图标进行替换。 

3.3 在哪管理导航栏? 

➢ 后台->[设置]-> [导航管理]。可以添加、删除、移动、修改导航。 

3.4 如何控制用户注册 

后台->[设置]->[站点设置]->[用户设置]中设置 

➢ 用户注册方式包含：邮箱注册、手机注册两种方式，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优先使用的注册方式。 

3.5 在哪修改积分规则 

➢ 后台->[用户]->[积分规则]。 

3.6 如何配置激活邮件、短信？ 

➢ 参见：《阿里云短信、邮件配置说明》。 

4 系统设置（管理后台） 

4.1 如何进入管理后台？ 

如何进入管理后台 

1. 管理员登陆后，鼠标移到用户名时的菜单下拉列表中有“后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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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后台主页 

管理员进入管理后台的主页，如下图所示： 

 

1. 页面的左侧是：管理后台的顶级导航（主要分为七个大模块）； 

2. 页面的主要内容是：整个站点的待办事项、数据统计、产品信息、运行环境 

菜单的右上方是：当前登陆管理员“用户名”，“返回前台”连接以及“退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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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站点设置 

4.3.1 基础设置 

导航：[设置]-> [站点设置]->基本信息 

➢ 站点名称、站点宣传语：设置这两项后，就是网站主页的 title，他们会以“[站点名称]-[站点宣传

语]”的形式生成 title。 

➢ 版权声明：站点的版权声明，支持 Html 代码的录入。 

➢ 备案信息：站点的备案信息支持 Html 代码的录入。 

➢ 站点统计脚本：第三方统计工具的添加区域。 

➢ 页脚链接：页脚相关链接的编辑区域。 

➢ 版权声明、备案信息、站点统计脚本、页脚链接：前台展示效果 

 

 

➢ 匿名访问：是否允许匿名用户访问。 

➢ 风格设置： 。 

4.3.2 SEO 设置 

导航：[设置]-> [站点设置]->SEO 设置 

➢ Meta Keywords：设置站点关键词，呈现在主页的：<meta content="页面头信息关键字 " 

name="keywords" />。 

➢ Meta Description ：设置站点描述，呈现在主页的： <meta content=" 页面头信息描述 " 

name="description" /> 

 



                                                                                         社区基石，近乎完美 

 第11 页/ 共48页 

 

4.3.3 用户设置 

导航：[设置]-> [站点设置]->用户设置 

➢ 注册方式：邮箱注册、手机注册，选择优先使用。 

 

➢ 注册时禁止使用的昵称：

 

➢ 朋友邀请码有效期： 设置邀请码时间，单位为天。 

➢ 用户管制：启用或者不启用，新注册用户自动成为受管制用户，所发布内容需要通过审核后才能

公开对外显示，达到一定经验值后自动解除管制状态。 

➢ 解除管制所需经验值：跨度为整数 

 

4.3.4 水印设置 

导航：[设置]-> [站点设置]->水印设置 

➢ 水印设置：禁止、文字、图片。 

➢ 水印位置：选择水平在图片上的位置。 

➢ 水印图片名称/水印文字：根据选择的水印设置模式，填写文字或者上传图片。 

➢ 加水印最小尺寸：选择水印图片时有该功能，可以设置宽、高最小尺寸，低于这个尺寸不加水印。 

4.4 导航管理 

4.4.1 导航管理 

导航：[设置]-> [导航管理] 

我们可以在此查看当前的导航名称、导航 ID、链接地址、是否启用等，可新建导航。 

➢ 导航首页：显示导航名称、ID 等信息，可编辑导航内容链接；删减增加子导航，调整导航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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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导航：新建导航可以设置为外部的锚链接形式，也可以来自于资讯的某一个栏目；可选择是

否启用、是否在新窗口下打开。 

  

➢ 添加子导航，使用路由：开发人员可以再通过查看代码，将路由名称填入，子导航就会按照相应

的路由机制生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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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第三方登陆 

导航：[设置] ->[第三方登陆] 

当前的第三方登陆有：微信、QQ、新浪微博、支付宝，后台会链接相关的申请说明和设置说明。 

申请完毕后，按照申请下的账号修改 AppKey 和 App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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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积分规则 

导航：[设置] ->[积分规则] 

➢ 用户积分分为两类： 

1) 经验值：用于评价用户在系统的参与情况，例如：发布文章、上传图片、发表评论...会为用户增

加一定数量的经验值； 

2) 金币：系统内的虚拟货币，可以在系统内流通，例如：用户贡献内容时会增加交易积分、悬赏解

答问题是会消耗积分； 

管理员可以自定义每个积分规则的奖惩额度，但是不可以添加规则。 

➢ 正常情况下经验值只增不减（除非管理员处罚或者发布的内容被删除）； 

➢ 用户操作对应的发布内容如果需要审核（例如：博客文章），则发布内容通过审核时才增加积分，

反之，发布内容从通过审核变成不通过审核时需要减积分； 

➢ 每日积分上限：为防止用户刷积分，允许管理员设置每人每天各类积分的收入限额，超出该限额

后当天同类积分不再增加，在数据库表 tn_PointCategories 修改积分上限数值，程序默认的上限值

是 20 经验/25 金币； 

➢ 积分全部采用整数表示，对于计算过程中的小数采取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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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我们官方制定的一种积分规则，管理员可以以此作为参考。 

4.7 审核规则 

导航：[设置] ->[审核规则] 

➢ 审核严格程度为：需再审核＞创建时审核＞不审核。 

➢ “需再审核”是指通过审核的内容编辑后需重新审核。 

➢ “未设置”相当于“弃权”，合并时不考虑该规则。 

➢ “受信任用户”、“受管制用户”角色包含所有登录用户，范围最大，设置为“不审核”时需要谨慎，

这样会让所有登录用户发布的内容都不需要审核。 

➢ 用户可能属于多个角色，因此用户的审核规则是由对应的所有用户角色的审核规则合并得到的。

审核规则合并时遵循以下原则：  

➢ 启用人工审核：为是与否两个选型，选择是，所有内容发布需经过管理员审核，否是按照“哪些

审核状态对外显示”的内容展示。 

➢ 哪些审核状态对外显示：通过审核、需再审核/通过审核、待审核/需再审核/通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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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具（管理后台） 

5.1 索引管理 

导航： [工具] ->[索引管理] 

索引是用来进行全文检索的，近乎中前台的所有搜索都是基于索引文件，用户的很多操作会触发

索引的改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索引数据丢失，所以如果搜索出问题，（例如全文搜索、用户

搜索等前台的搜索）很有可能是索引重建失败等原因。因此有时需要管理员手动的重建索引。 

5.2 任务管理 

导航：[工具] ->[任务管理] 

站点中的一些统计和操作是通过执行任务执行的，例如清理过期、垃圾数据，自动解除达到标准的用

户管制等等。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任务设置每天执行的频率与时间。建议保持默认。 

编辑任务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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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除缓存 

导航：[工具] ->[清除缓存] 

什么是站点缓存？ 

用户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网页显示的数据，并不是全部直接从数据库中取得的，首先检查缓存中

是否有需要的数据，如果有就直接从缓存中获取，如果没有就直接从数据库中获取，并放入缓存。 

缓存是提高站点性能的重要方法。但是如果使用缓存，就可能使页面显示的数据和数据库中存储

的数据不一致；这样就存在了缓存清除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发生创建删除操作的时候会清空相应的

缓存，重新从数据库获取数据。并且缓存每个一段时间会自动清空，重新从数据库中获取。 

同时管理员可以人为的清空缓存，那么如何清空缓存？ 

1） 重启 IIS 不建议使用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可以彻底的清除缓存。 

2） 推荐手动点击“清除缓存”，方便有效。 

提示：清理缓存可以解决大部分页面问题。 

5.4 重启站点 

导航：[工具] ->[重启站点] 

很多系统修改需要重启站点后才能生效。同时重启站点也能解决一些常见问题。 

5.5 暂停站点 

导航：[工具] ->[暂停站点] 

当需要更新系统内数据、网站需要临时关闭时可用启用暂停站点。 

6 用户、权限设置（管理后台） 

6.1 用户管理 

导航：[用户] ->[用户管理] 

➢ 搜索：可以根据关键字（姓名、昵称、邮箱手机号）、注册日期、用户状态（全部、已封禁、已

管制）用户角色对用户进行搜索。 

➢ 修改：修改用户邮箱、手机号码、昵称、管制状态（否、管制、永久管制）。提示：管制是配合[站

点设置] ->[用户设置] 解除管制所需经验值使用。解除管制经验设置为 0 时表示新注册用户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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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管制；当有具体数值时，注册用户低于数值即为管制用户。永久管制是管理员人工操作的，必

须由管理员解除管制，与解除管制所需经验值无关。 

➢ 改密码：可以对用户重置密码。 

➢ 添加用户：昵称、密码为必填项。 

➢ 批量删除：可以对用户进行批量删除。 

➢ 用户管制： 

用户管制目的是针对一部分用户采取重点控制，管制状态的用户与受信任（非管制）的用户相区

别，例如： 

1) 发布的内容需要重点审核。 

➢ 置为管制状态： 

管理员可以在[站点设置]->[用户设置]设置解除管制用户经验值。管理员可以随时把用户设置为

管制状态，可以设置为永久管制和依据解除管制用户经验值要求自动解除管制。 

➢ 奖惩用户：管理员可以对用户随时进行加减金币、威望、经验。 

➢ 奖惩用户：管理员可以对多个用户批量进行加减金币、经验，并填写原因。 

➢ 封禁用户：设置封禁截止日期、封禁原因。提示：封禁用户禁止登录。 

➢ 设置用户角色：管理员可以对用户进行角色修改（超级管理员、受信任用户）。 

注意：以上修改均受权限规则控制，只有权限高于被管理用户才能对此用户操作。例如：超级管理员

可以对内容管理员、普通用户进行操作，而不能对其他超级管理员或站点创建者进行操作。（站点创

建者拥有最高权限） 

6.2 用户签到 

导航：[用户] ->[用户签到] 

用户签到管理：可查看用户签到“总排行”“月排行”，排行顺序分别依据总累计签到天数、月累

计签到天数。 

展示信息为：昵称、姓名、等级、最近连续签到天数、累计签到天数、签到奖励金币数、签到奖

励经验数、今日签到（状态）、最后签到日期。 

支持对昵称、姓名、邮箱、手机号进行关键字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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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角色管理 

导航：[用户] ->[角色管理] 

➢ 用户与角色 

1) 用户可以属于多个角色； 

2) 未登录用户默认属于匿名用户（Anonymous），已登录用户默认属于注册用户（RegisteredUser）； 

➢ 角色与权限： 

1) 通过角色管理添加新角色，配合权限管理，赋予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管理权限 

2) 权限管理选择的角色必须是角色管理里已有的角色。 

➢ 添加角色：角色 ID、角色名称为必填项，其他信息选填。选择允许关联到用户，即可在用户管理

赋予用户该角色。 

➢ 管理角色：可以对非内置角色进行以下操作 

1) 添加； 

2) 删除； 

注意： 

上述操作仅为用户添加或移除角色，赋予用户角色需要在用户管理操作。  

6.4 等级管理 

导航： [用户] ->[等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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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员可以对用户等级进行管理： 

1) 可以对每个用户等级的对外显示名称、积分区间（用户综合积分在此区间时自动设置成该等

级）进行修改； 

 

 

➢ 预置以下用户等级 

等级 综合积分 等级名称 

1 0－100 1 级 

2 101－200 2 级 

3 201－500 3 级 

4 501－1000 4 级 

5 1001－2500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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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501－5000 6 级 

7 5001－8000 7 级 

8 8001－12000 8 级 

9 12001－16000 9 级 

10 16001－20000 10 级 

11 20001－25000 11 级 

12 25001－35000 12 级 

13 35001－50000 13 级 

14 50001－80000 14 级 

15 80001－120000 15 级 

16 120001－180000 16 级 

17 180001－250000 17 级 

18 250001 以上 18 级 

➢ 等级标识 

1) 不同的用户等级使用不同的标识图片显示； 

2) 标识图片借鉴 QQ 用户等级，采用星星、月亮、太阳表示； 

3) 1 个星星=1 个用户级别，N 个星星=1 个月亮，N 个月亮=1 个太阳，N 表示标识图片升级的进

制数，默认为 3（即 3 个星星=1 个月亮，3 个月亮=1 个太阳），管理员可以对图片升级的进制

数进行配置。 

6.5 勋章管理 

导航：[用户] -> [勋章管理] 

➢ 勋章规则： 

1) 授予方式：人工授予、自主申请，人工授予的勋章需要经过相关勋章管理人员审核后方可获取；自主申请

的勋章当申请用户满足该勋章条件后，系统自动授予。 

2) 授予状态：可以授予、停止授予 

3) 互斥组：可对添加的几种勋章设置互斥组；如百帖达人、千帖达人、万帖达人为一组互斥组，当达到千帖

达人的条件，自动授予为千帖达人，原有的百帖达人勋章自动取消。 

➢ 添加勋章：支持用户自定义添加勋章和授予方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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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章授予记录：查看当前已授予的勋章，可对已授予的勋章进行收回，收回后原授予所有用户无

当前勋章标识；支持对勋章状态、勋章名称、用户昵称进行检索查看当前的勋章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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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章统计与管理：显示当前已添加的勋章，支对当前的勋章进行顺序调整、删除、修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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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积分任务 

导航：[用户] -> [积分任务] 

➢ 积分任务类型：主要有两种积分任务类型 

1) 系统积分任务：完善个人资料、使用 APP 为默认的积分任务，可对任务进行编辑不可删除。 

2) 自定义积分任务模型：共四种任务模型，签到狂人、邀请朋友、站外分享、人工审核。用户可根据四种积

分任务模型随意自定义具体的积分任务。 

 

➢ 任务规则设置 

1) 连续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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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请朋友： 

 

3) 站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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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审核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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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权限管理 

导航：[用户] -> [权限管理] 

➢ 权限管理流程：先添加权限角色授权，再根据当前权限角色下筛选具体用户，针对用户授权。 

➢ 权限项和描述如下： 

 

6.8 积分记录 

导航：[用户] ->[积分记录] 

管理员可以查看整个站点所有的积分更变记录。 

➢ 搜索积分记录：通过用户名、日期限制条件进行筛选查找。 

6.9 积分充值 

导航：[用户] ->[积分充值] 

➢ 支持的支付方式：微信、支付宝 

➢ 收款账号设置：在安装包或者源码包下，打开 Web.config 文件，配置收款账号。详细配置说明

http://c.jinhusns.com/bar/t-4066 

http://c.jinhusns.com/bar/t-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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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积分充值选项： 

 

6.10 操作日志 

导航：[用户]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记录了所有用户执行的操作。管理员可以在后台查看所有的操作记录。管理员通过查看操作

日志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站点内容的变化。 

➢ 清空历史记录：管理员可以清空所选时间内的操作记录。 

➢ 搜索历史记录：管理员可以通过用户名、所属、日期限制条件进行筛选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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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内容（管理后台） 

7.1 内容推荐 

导航：[公共内容] ->[内容推荐] 

推荐内容会在相应的应用首页中显示，影响着站点的美观。管理员需要时刻保证推荐内容的质量。 

➢ 后台管理推荐内容：后台只能进行删除与编辑，不能进行添加推荐内容，推荐贴吧在后台操作，

通过[贴吧] ->[贴吧管理]。 

 

➢ 前台管理推荐内容：管理员在前台选择具体的内容推荐到相应的推荐位置。 

例如贴吧应用： 

管理员在可以在帖子详细页推荐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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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目前推荐内容有效期默认为 20 年，到期自动取消推荐。如有修改需求，请联系官方或者根据

代码修改相关的表。 

➢ 添加类别：点击“推荐类别管理”添加推荐类别，具体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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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推荐 ID、类别名称、描述、所属（所属分为：通用、帖子、贴吧、资讯-文章、资讯-组图、

资讯-视频）、需要标题图、允许外链。 

 

7.2 评论管理 

导航：[公共内容] ->[评论管理] 

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对评论进行审核通过与否管理、筛选评论、批量审核。 

➢ 评论筛选：可以通过：审核状态、所属、发布时间、关键字（内容、作者）进行筛选，筛选后可

进行批量操作。 

➢ 批量管理：批量通过审核、不通过审核、删除管理。 

➢ 评论记录：显示作者、发布时间、评论内容、评论详情，点击名称、评论内容可进入当前用户中

心、评论内容详情页。 

7.3 类别管理 

导航：[公共内容] ->[类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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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管理是对贴吧、贴子、友情链接增删改查类别操作。 

➢ 新建类别：可以在贴吧、贴子、友情链接增加一级分类类别。 

➢ 二级分类添加：可以选择具体的某一级分类，添加二级分类；依次类推到相应的分类类别。 

 

7.4 标签管理 

导航：[公共内容] ->[标签管理] 

➢ 添加标签：管理员可以在后台选择标签所属（资讯或者问题）添加标签。 

➢ 特色标签：资讯、问题特色标签可以设置标题图、描述，前台有该标题下的列表页，普通标签没

有标题图和描述。 

7.5 链接管理 

导航：[公共内容] ->[链接管理] 

➢ 链接分类管理：管理员可以在后台通过[公共内容] ->[类别管理] 的友情链接添加链接管理分类及

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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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链接：选择链接分类下的某一个类别添加相应的链接。 

 

➢ 友情链接必须属于一个类别，类别名称也会显示在前台页脚中。 

7.6 广告管理 

导航：[公共内容] ->[广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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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在频道、用户空间、内容详情页添加广告，可以自定义广告位、广告呈现方式、尺寸大小、

有效期。 

➢ 添加广告：广告管理提供了两种广告呈现方式，分别是：代码、图片。添加广告时需要选择广告

位。 

➢ 添加广告位：填写唯一的广告位编码，可以上传广告位的示意图用来方便其他管理员添加广告。

需要设置广告宽度、高度。程序会根据设置的数据进行自动截图、缩放。自定义广告位：用户后

台设置完毕自定义广告位后需要对界面代码进行开发，设置自定义广告位的具体页面显示位置。

另外为了确定广告位的呈现位置，需要找到加载广告的页面，把 positionId 设置为后台自定义广

告的 ID，设置相关的 advertisingDiv 位置和大小。 

 

 

7.7 举报管理 

导航：[公共内容] ->[用户举报] 

用户可以对站点中的内容提交举报，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审核举报，做出相应的处理。 

注意：用户登陆后才能提交举报。 

7.8 搜索热词 

导航：[公共内容] -> [搜索热词] 

热词是根据用户在使用全文检索时记录的高频搜索词汇。前台的热词是按照近期搜索次数进行排序

的。并且分为所有、资讯、贴吧、问答、文库 5 个类别。 

➢ 管理热词：管理员可以在后台管理全文检索的热词。 

➢ 添加热词：管理员可以在后台添加热词，热词共有 5 个类别，添加时需要选择类别。 

热词的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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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内容管理（资讯、贴吧、问答） 

每个应用的详细功能介绍可以查阅“客户需求说明书”。在此只做简单的后台功能介绍。 

8.1 资讯后台 

导航： [资讯] 

➢ 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对资讯栏目管理设置：默认栏目为文章资讯、图片资讯、视频，可对资讯栏目

进行增删改查操作，调整栏目位置。 

 

➢ 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对资讯管理：可以单个/批量删除资讯，批量处理设置资讯审核状态、置顶、

栏目设置，可通过标题、作者、发布时间、状态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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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贴吧后台 

导航：[贴吧] 

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对贴吧、帖子进行管理。 

➢ 批量置顶：设置帖子置顶,被设置为置顶的帖子在列表和详细显示页会显示标识图片，并始终显

示在主题列表的最前面。 

 

➢ 批量加精：站点管理员和吧主可以将帖子设置为精华，被设置为精华的主题在列表和详细显示页

会显示标识图片。 

➢ 批量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审核、删除。 

➢ 管理员可以在前台、后台对帖子进行推荐。 

➢ 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对帖吧进行推荐，前台不支持贴吧推荐。 

➢ 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对贴吧进行设置：系统默认将帖子标题长度限制为 64、回帖最大长度 1000 个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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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检索：管理员可在后台对：审核状态、贴吧、发布时间、帖子类型（免费版无）关键字进行

帖子搜索。 

➢ 贴吧检索：管理员可通过贴吧名称、简介关键字对贴吧进行搜索。 

➢ 帖子类型：普通贴、投票贴、活动贴 

免费版本仅有普通贴一种帖子类型，商业版本增加了“投票贴”、“活动贴”两种贴子类型 

8.3 问答后台（扩展模块） 

导航：[问答] 

管理员可在后台进行问题管理、回答管理。 

➢ 批量加精：设置问题置顶，置顶问题有标识图片，并始终显示在主题列表的最前面。 

 

➢ 批量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审核、删除。 

➢ 管理员可在前台、后台对问题进行加精、删除、编辑操作。 

➢ 问题检索：管理员可在后台对审核状态、问题状态、发布时间、关键字进行问题搜索。 

➢ 回答检索：管理员可在后台对审核状态、发布时间、关键字进行回答搜索。 

8.4 文库后台（扩展模块） 

导航：[文库] 

管理员可在后台进行文库管理。 

➢ 可以配置是否允许用户上传文档：购买文库扩展模块后通过代码下配置 

1) 如不允许，则不出现“上传文档”按钮、上传数量统计、“我的文档/上传的文档”菜单、“Ta 的文档”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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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配置是否支持文档历史版本：购买文库扩展模块后通过代码下配置 

1) 如果不支持，则不出现文档详情中的“历史版本”和更新文档中的“保留历史版本”选项； 

 

➢ 文档详情呈现方式 

1) 可在线浏览文档：doc/docx、ppt/pptx/pps、xls/xlsx、pdf、rtf、txt、wps； 

2) 可在线浏览图片：gif、jpg/jpeg、png、bmp； 

3) 可在线播放视频：mp4； 

4) 其他不可在线浏览的类型：cab、cas、chm、tif/tiff、psd、rp、dwg、iso、fla、flv、avi、mkv、rmvb、7z、

zip、rar； 

➢ 文档的日常管理：编辑、添加、审核、修改、加精、置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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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状态：所有支持的文档格式上传后，需经过后台服务器的转换方可支持在线阅读，如发生转

换失败可通过搜索——转换状态管理转换失败的文档。 

➢ 文库的类别添加：可在后台自定义文库类别，支持多层类别，支持分类顺序手动排序；文库类别

有两种进入途径，一是通过 [文库] ->文库类别管理，二是通过[公共内容] ->[类别管理] ->所属->

文库进入。 

 

➢ 上传文档：点击上传按钮上传文档，具体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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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活动后台（扩展模块） 

导航：[活动] 

➢ 活动编辑与删除规则 

1） 管理员可以随时编辑或删除活动； 

2） 活动开始前，普通用户可以修改、删除活动； 

3） 活动开始后如有人报名，普通用户不可删除活动； 

➢ 活动可以配置>=多少等级能够发布独立活动，>=多少等级能够发布活动贴；配置方式通过活动扩

展模块代码配置 

➢ 活动可以配置是否启用独立活动、是否启用活动贴；配置方式通过活动扩展模块代码配置。 

➢ 活动的类别：可在后台自定义活动类别，支持多层类别，支持分类顺序手动排序；活动类别有两

种进入途径，一是通过 [活动] ->活动类别管理，二是通过[公共内容] ->[类别管理] ->所属->活动

进入。 

➢ 活动的日常管理：编辑、发布、审核、修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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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活动：需要录入以下内容 

表单项 是否必填 说明 

活动标题 yes  

活动地点 no 选择省/市，在地图上选择详细地址 

活动时间 yes 选择活动起止时间，可精确到分 

活动人数 yes 0 表示不限 

报名截止时间 yes 默认为活动开始时间 

每用户最多可报人数 yes 用户报名时，参与户不允许超过该值 

报名信息需要经过审

核 

yes 默认不需审核 

活动海报 yes  

活动分类  如果后台添加了活动分类，则显示该表单项且未必填 

活动详情 yes html 编辑器，可以图文混编，可上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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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投票后台（扩展模块）  

导航：[投票] 

投票贴可以在前台发布，独立的投票模块仅支持后台管理发布。 

➢ 投票规则 

1） 投票贴可以在前台发布，独立的投票模块仅支持后台管理发布。 

2） 可以配置：>=多少等级能够发布投票贴配置方式，通过投票扩展模块代码配置； 

3） 可以配置：是否启用独立投票、是否启用投票贴，通过投票扩展模块代码配置； 

4） 每个用户仅可投票一次。 

➢ 投票的类别：文字、图片两种模型，分别支持单选和多项。 

➢ 投票的日常管理：检索、删除、投票结果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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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投票：需要录入以下内容 

表单项 是否必填 说明 

投票标题 yes  

投票类型 yes 可选择文字或图片。选择图片时，每个选项可以设置图片。 

投票说明 no 可以展开填写。在 html 编辑器中填写投票说明，图文混编可上传附

件。 

标题图 no  

投票选项 yes 可设置图片（投票类型为图片时，每个选项可设置一个图片）、添加

选项详情（在 html 编辑器中填写，图文混编可上传附件） 

可选项数 yes 可以设置投票时是单选还是多选（最多可以选择几项） 

投票时间 yes 设置投票起止时间（可精确到分），用户仅能在该时间内投票 

设置 yes 是否允许用户查看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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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积分商城后台（扩展模块） 

导航：[积分商城] 

➢ 规则说明：礼品状态分为：已上架、已结束、已下架 

1） 已下架的礼品不在前台显示； 

2） 已上架根据是否缺货又分为：正常、缺货（不可兑换）； 

➢ 礼物类别：可在后台自定义活动类别，支持多层类别，支持分类顺序手动排序；礼物类别有两种

进入途径，一是通过 [积分商城] ->礼物管理->礼物类别管理，二是通过[公共内容] ->[类别管理] ->

所属->积分商城进入。 

➢ 礼物类型：实物、虚拟物品，两种类型用户兑换提交信息不同。 

1） 实物兑换用户需要提交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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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物品兑换用户需要提交以下信息 

 

➢ 礼物管理：增加、编辑、删除、推荐、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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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礼物：需要录入信息 

表单项 是否必填 说明 

礼品名称 yes  

礼品介绍 yes  

展示图片 yes 最多添加 6 个 

兑换价 yes  

库存数量 yes  

所属类别 视情况 如果未设置礼品类别，则不显示该表单项 

礼品类型 yes 实物/虚拟物品 

礼品状态 yes 已上架/已结束/已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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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兑换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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