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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祺石站群内容管理系统（QS-CMS）是基于微软.NET 平台开发的内容管理

系统，集成了网站群管理、多内容模型管理、站间数据推送、快捷模板切换、

全静态发布、自动化部署实施、零干预网站建设、开放交互中心等多项强大功

能。 

产品采用 MVC 框架进行开发，基于系统管理人员、站点管理人员和内容

管理人员的工作范畴进行功能区域划分，形成了系统管理、站点管理、内容管

理三大平台，实现了网站管理人员互不干扰、分工明确、管用分离的工作模

式，有效提升了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和易用性。产品内置的高效发

布引擎，不仅能对发布数据集中生成，而且能够智能分析数据之间的关联并触

发更新。 

产品可满足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小学校、中小企业等用户在网

站建设、内容管理方面的应用需求。 

  



 

 

2 产品访问 

产品安装成功后，依照如下步骤进行产品的正常访问。 

①系统管理平台初始化访问方式如下； 

地址：http://云服务器 ECS-IP 地址          

用户名：administrator                     

密码：qishicms                           

②访问系统管理平台登录页面，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管理平台登录页面 



 

 

3 操作指南 

3.1系统管理平台 

3.1.1系统首页 

①系统首页 

该部分展示系统概况、我的信息、系统信息和系统公告信息。 

②个人信息 

1）生态集成前 

该部分主要展示和修改登录管理员的个人资料信息，包括姓名、邮箱、手

机等。用户在输入信息检验通过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2）生态集成后 

该部分主要展示登录管理员的个人资料信息，包括姓名、邮箱、手机等，

登录用户仅可在此进行个人信息的查看。 

③修改密码 

1）生态集成前 

该部分是用来修改登录管理员的密码，当输入正确的新旧密码信息后，点

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2）生态集成后 

登录用户无此权限，只有使用超级管理员账号登录才能使用该功能。 

3.1.2网站管理 

①站点管理 

管理当前平台的所有站点信息，可创建空白网站和向导网站，并可对已创

建网站进行查看、打印、修改、删除、启用、停用等操作。 

当管理员创建空白网站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2 所示页面，管理员可选择上

传模板或跳过上传模板，若选择上传模板，则需填写模板的信息并选择一个模

板文件，如图 3 所示；若选择跳过上传模板，则直接填写网站的基本信息，如

图 3 所示，校验通过后，即可完成创建；也可立即指定网站管理员，如图 5 所

示。若空白网站未上传模板，则需使用站点管理员登录内容管理平台后，切换

至此空白网站进行模板上传。 

  



 

 

  

  

图 2 创建空白网站 

 

图 4 填写网站信息 

图 3 上传模板 



 

 

当管理员创建向导网站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6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选择一

套内置模板，如图 7所示，确定之后，开始填写网站的基本信息，如图 8所示。

校验通过后，即可完成创建，也可立即指定网站管理员，如图 9 所示。 

 

图 5 创建新的网站管理员 

 

图 6 选择创建网站的类型 

 

图 7 选择网站使用的模板 



 

 

 

  

 

图 8 填写网站信息 

 

图 9 填写站点管理员信息 



 

 

当管理员查看网站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10 所示页面，管理员可查看此网站

配置信息、网站档案信息、网站管理信息和网站基本信息，且可对网站信息进

行打印。当管理员修改网站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11 所示页面，管理员可修改网

站的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当管理员删除网站时，需先将网站停用，停用之后才可进行删除。 

②公共模板组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平台的所有公共模板组信息，可添加公共模板组，

并可对已添加的模板组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内置模板无法修改和删

图 10 查看网站 

 

图 11 修改网站 



 

 

除）。所有公共模板组在创建向导网站时才可选择使用。 

当管理员添加公共模板组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12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填写

模板组信息并选择一个模板文件，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

加。 

管理员删除公共模板组时，不会对已使用此模板组的站点造成影响，可放

心删除。 

3.1.3管理员管理 

①全部管理员管理 

该部分展示当前平台的所有管理员信息，可添加管理员。 

1）生态集成前 

可对已添加的管理员进行查看、权限管理、修改、删除、启用、禁用操作

（系统内置的超级管理员只能修改密码，不能进行其他操作）。系统内置的超

级管理员可对所有管理员信息及密码进行修改，其他的系统管理员不能修改超

级管理员的密码。 

当添加管理员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13 所示页面，需填写管理员相关信息，

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图 12 添加公共模板组 



 

 

2）生态集成后 

可对已添加的管理员进行查看、权限管理。当添加管理员时，系统会出现

如图 14 所示页面，需选择角色填写信息检索管理员，然后选择管理员，点击

“完成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②系统管理员管理 

该部分展示当前平台的所有系统管理员信息，可添加管理员。 

1）生态集成前 

 

图 13 添加管理员 

 

图 14 添加管理员（生态集成后） 



 

 

可对已添加的管理员进行查看、修改、删除、启用、禁用操作（系统内置

的超级管理员只能修改密码，不能进行其他操作）。系统内置的超级管理员可

对所有管理员信息及密码进行修改，其他的系统管理员不能修改超级管理员的

密码。 

2）生态集成后 

可对已添加的管理员进行查看、权限管理。系统管理员的添加与综合管理

员管理下的添加模式相同。 

③站点管理员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平台的所有站点管理员信息，可添加管理员。 

1）生态集成前 

可对已添加的管理员进行查看、指定站点、修改、删除、启用、禁用操

作。 

2）生态集成后 

可对已添加的管理员进行查看、权限管理。站点管理员的添加与综合管理

员管理下的添加模式相同。 

3.1.4系统配置 

①系统基本配置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系统基本信息，可对管理平台、文件服务接口、网站发

布接口、数据交互接口进行修改操作（修改文件服务接口、网站发布接口完成

后需重新登录管理平台）。 

②关键词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平台下所有关键词信息，可添加关键词，并可对已添加

的关键词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关键词的作用是过滤发布内容的标题和

正文，确保包含关键词的内容不能发布。 

③通知公告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平台下的公告信息，可添加公告，并可对已添加的公告

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已添加的最新一条公告会显示在系统管理平台和

内容管理平台的系统首页部分，所有的管理员和编辑登录后都可查看。 

④操作日志管理 

该部分展示当前登录用户的所有操作日志，且可按时间段进行搜索。 



 

 

⑤登录日志管理 

该部分展示所有登录系统管理平台的日志，且可按时间段进行搜索。 

⑥系统自定义配置 

该部分用于对系统的标题、登录页 LOGO、管理系统 LOGO、站点信息打

印页 LOGO、系统 ICON 图标进行设置。 

⑦在线升级 

该部分用于对系统的在线验证和升级。需连接互联网进行检测更新和升

级。 

⑧统一身份认证 

该部分用于在与祺石的认证系统生态集成后，可查看集成信息，并可手动

关闭集成。 

3.2站点管理平台 

3.2.1系统首页 

①系统首页 

该部分展示系统概况、我的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公告和待办事项信息。 

②个人信息 

1）生态集成前 

该部分主要展示和修改登录管理员的个人资料信息，包括姓名、邮箱、手

机等。用户在输入信息检验通过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2）生态集成后 

该部分主要展示登录管理员的个人资料信息，包括姓名、邮箱、手机等，

登录用户仅可在此进行个人信息的查看。 

③修改密码 

1）生态集成前 

该部分是用来修改登录管理员的密码，当输入正确的新旧密码信息后，点

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2）生态集成后 

登录用户无此权限。 

④我的权限 

该部分用来展示当前登录管理员所具有的权限信息。 



 

 

3.2.2模板管理 

①模板组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所有模板组信息，管理员可添加模板组，并

可对已添加的模板组进行查看、修改、删除、切换操作。 

当管理员添加模板组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15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填写模板

组信息并选择一个模板文件，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管理员删除模板组时，不能删除正在使用中的模板。 

管理员切换模板后，需重新生成站点，才能使站点内容使用新模板展示。 

②模板页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正在使用的模板页信息，如图 16 所示，管理员

可添加模板页，并可对模板页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 

当管理员添加模板页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17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填写模板

页信息，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图 15 添加模板组 

 

图 16 模板页管理 



 

 

③模板样式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正在使用的模板样式信息，如图 18 所示，管理

员可添加模板样式，并可对模板样式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 

当管理员添加模板样式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19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填写模

板样式信息，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图 18 模板样式管理 

图 17 添加模板页 

图 19 添加模板样式 



 

 

④模板图片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正在使用的模板图片信息，如图 20 所示，管理

员可添加模板图片，并可对模板图片进行查看、删除操作。 

当管理员添加模板图片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21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填写模

板图片信息，校验通过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3.2.3生成管理 

①首页生成 

该部分用于单独生成站点首页，生成成功后如图 22 所示，若生成失败，可

查看失败信息提示，并选择重新生成。 

 

图 20 模板图片管理 

 

图 21 添加模板图片 



 

 

②栏目生成 

该部分用于批量生成站点栏目，管理员可批量选择栏目进行生成，如图 23

所示。生成成功后如图 24 所示，若生成失败，可查看失败信息提示，并可选择

失败内容重新生成。 

 

图 23 栏目生成 

 

图 24 栏目生成结果 

 

图 22 首页生成 



 

 

③专题生成 

该部分用于批量生成站点专题，管理员可批量选择专题进行生成，如图 25

所示。生成成功后如图 26 所示，若生成失败，可查看失败信息提示，并可选择

失败内容重新生成。 

④头条生成 

该部分用于批量生成站点头条，管理员可批量选择头条进行生成，如图 27

所示。生成成功后如图 28 所示，若生成失败，可查看失败信息提示，并可选择

失败内容重新生成。 

  

图 25 专题生成 

图 26 专题生成结果 

图 27 头条生成 



 

 

②全站生成 

该部分用于生成站点首页、站点所有栏目、站点所有专题、站点所有头条。

生成成功后如图 29 所示，若生成失败，可查看失败信息提示，并可选择失败内

容重新生成。 

3.2.4系统设置 

①SEO 设置 

该部分用于展示和修改站点的 SEO 信息，并可上传网站 Logo 图片，如图

30 所示。 

  

 

图 29 全站生成 

 

图 28 头条生成结果 



 

 

②来源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来源信息，可添加来源以供添加内容时选

择，并可对已添加的来源信息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 

③作者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作者信息，可添加作者以供添加内容时选

择，并可对已添加的作者信息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 

④广告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广告信息，可添加广告，并可对已添加的广

告信息进行查看、修改、排序、删除操作。 

⑤链接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链接信息，可添加链接，并可对已添加的链

接信息进行查看、修改、排序、删除操作。 

⑥编辑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平台的编辑信息，可添加编辑， 

1）生态集成前 

可对已添加的编辑信息进行查看、修改、启用、禁用、权限管理和删除操

作。 

当管理员添加编辑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31 所示页面，需填写编辑相关信

息，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图 30 SEO 设置 



 

 

2）生态集成后 

可对已添加的编辑进行查看、权限管理。当添加编辑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32 所示页面，需填写信息检索编辑，然后选择编辑，点击“完成添加”按钮即

可完成添加，亦可点击“确定，为编辑指定栏目权限”按钮为该编辑赋予栏目

权限。 

当管理员为编辑分配栏目权限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33 所示页面，可为编辑

指定栏目权限。 

  

图 31 添加编辑 

 

图 32 添加编辑（生态集成后） 



 

 

当管理员为编辑分配专题权限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34 所示页面，可为编辑

指定专题权限。 

⑦栏目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栏目信息，可添加栏目、添加单页、添加子

栏目，并可对已添加的栏目信息进行查看、修改、排序、删除操作。 

当管理员添加栏目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35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填写栏目信

息并选择栏目所需的模板，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图 34 分配专题权限 

图 35 添加栏目 

 

图 33 分配栏目权限 



 

 

当管理员添加单页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36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填写单页信

息并选择单页模板，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当管理员添加子栏目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37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填写子栏

目信息并选择子栏目所需的模板，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

加。 

当管理员删除栏目时，若此栏目下含有子栏目，需先删除子栏目后再进行

此栏目的删除。 

⑧专题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专题信息，可添加专题，并可对已添加的专

题信息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 

图 36 添加单页 

 

图 37 添加子栏目 



 

 

当管理员添加专题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38 所示页面，管理员需填写专题信

息并选择专题所需的模板，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⑨版权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版权信息，可添加版权，并可对已添加的版

权信息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 

⑩操作日志管理 

该部分展示当前站点的所有管理人员操作日志，且可按时间段、用户名进

行搜索。 

⑪登录日志管理 

该部分展示当前站点的所有管理人员登录日志，且可按时间段、用户名进

行搜索。 

3.2.5数据管理 

①内容归档 

 

图 38 添加专题 



 

 

该部分用于归档栏目和专题下的部分内容信息，避免站点内容信息过多而

造成性能降低，可按时间对内容进行归档保存，如图 39 所示。 

②内容转移 

该部分用于将当前站点下指定栏目或专题的内容转移至其他站点。栏目下

内容只能转移至其他站点的栏目，如图 40 所示。专题下内容可转移至其他站点

的栏目和专题，如图 41 所示。 

  

 

图 39 内容归档 

 

图 40 栏目转移 



 

 

③RSS 管理 

该部分用于将当前站点下指定内容生成 XML 格式的 RSS 信息。管理员可

从栏目添加 RSS 或从专题添加 RSS，并可对已添加的 RSS 进行查看、删除操作。

从栏目添加时，如图 42 所示；从专题添加时，如图 43 所示，需再次选择一个

专题栏目进行添加，如图 44 所示。 

  

图 41 专题转移 

图 44 从专题添加 RSS 

图 42 从栏目添加 RSS 

图 43 从专题添加 RSS 



 

 

3.2.6交互管理 

①投票管理 

该部分展示当前站点下创建的投票信息，可添加、修改、删除、统计投票

信息，添加投票页面如图 45 所示。 

3.3内容管理平台 

3.3.1系统首页 

①系统首页 

该部分展示系统概况、我的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公告和待办事项信息。 

②个人信息 

1）生态集成前 

该部分主要展示和修改登录编辑的个人资料信息，包括姓名、邮箱、手机

等。用户在输入信息检验通过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2）生态集成后 

该部分主要展示登录编辑的个人资料信息，包括姓名、邮箱、手机等，登

录用户仅可在此进行个人信息的查看。 

③修改密码 

1）生态集成前 

该部分是用来修改登录编辑的密码，当输入正确的新旧密码信息后，点击

“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2）生态集成后 

图 45 添加投票信息 



 

 

登录用户无此权限。 

④我的权限 

该部分用来展示当前编辑所具有的站点权限。 

3.3.2内容管理 

①内容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所有栏目内容信息，可添加文章、添加组图、

添加视频，并可对已添加的内容进行查看、修改、删除、审核、退稿、存为草

稿、投稿、清除、发布、移动和生成操作，如图 46 所示。 

当编辑添加文章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47 所示页面，编辑需填写文章信息，

校验通过后，点击“保存后自动关闭”或“保存并继续发表”按钮即可完成添

加。 

  

图 46 内容管理 



 

 

当编辑添加组图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48 所示页面，编辑需填写组图信息并

上传图片，校验通过后，点击“保存后自动关闭”或“保存并继续发表”按钮

即可完成添加。 

  

 

图 47 添加文章 



 

 

当编辑添加视频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49 所示页面，编辑需填写视频信息并

上传视频和封面，校验通过后，点击“保存后自动关闭”或“保存并继续发表”

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②内容检索 

 

图 48 添加组图 

 

图 49 添加视频 



 

 

该部分可通过高级搜索框对发布的所有内容进行检索，并可查看搜索内容

的所属栏目、审核状态等信息，如图 50 所示。 

③专题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所有专题内容信息，可添加专题栏目、添加

专题文章、添加专题组图、添加专题视频，并可对已添加的内容进行查看、修

改、删除、审核、退稿、存为草稿、投稿、清除、移动、发布和生成操作，如

图 51、图 52、图 53 所示。 

当编辑添加专题栏目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54 所示页面，编辑需填写专题栏

图 52 专题栏目管理 

图 53 专题内容管理 

图 50 内容检索 

图 51 专题管理 



 

 

目信息，校验通过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当编辑添加专题文章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55 所示页面，编辑需填写文章信

息，校验通过后，点击“保存后自动关闭”或“保存并继续发表”按钮即可完

成添加。 

  

 

图 55 添加专题文章 

 

图 54 添加专题栏目 



 

 

当编辑添加专题组图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56 所示页面，编辑需填写组图信

息并上传图片，校验通过后，点击“保存后自动关闭”或“保存并继续发表”

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当编辑添加专题视频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57 所示页面，编辑需填写视频信

息并上传视频和封面，校验通过后，点击“保存后自动关闭”或“保存并继续

发表”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图 56 添加专题组图 

 

图 57 添加专题视频 



 

 

④头条管理 

该部分展示和管理当前站点的所有头条信息，可添加头条、添加头条内

容。并可对已添加的头条进行查看、修改、删除操作，如图 58、图 59 所示。 

如果头条类型为自定义，编辑可选择从栏目添加或从专题添加。若从栏目

添加，系统会出现如图 60 所示页面，编辑选择内容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

完成添加；若从专题添加，系统会出现如图 61 所示页面，管理员选择内容后，

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如果头条类型为自动更新，编辑需选择来源站点，点击“绑定栏目”按

钮，系统会出现如图 62 所示页面，编辑选择绑定栏目后，点击“绑定”按钮即

图 59 头条内容管理 

图 58 头条管理 

图 60 从栏目添加头条内容 

图 61 从专题添加头条内容 



 

 

可完成头条栏目的绑定，如图 63 所示。 

⑤附件管理 

该部分展示当前站点的所有附件信息，可查看、下载附件，如图 64 所示。

并可按时间段对附件进行搜索。 

⑥投稿内容管理 

该部分展示当前站点的所有投稿内容信息，可审核、修改、删除内容，如

图 65 所示。投稿内容来源于其他站点的内容投稿。 

图 64 附件管理 

图 62 选择绑定头条栏目 

图 63 绑定栏目 



 

 

图 65 投稿内容管理 



 

 

4 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 

如果您对系统使用有任何疑问，可参阅相关技术文档或联系我公司获得售

后服务与技术支持。 

电    话：+86-371-67896990 

电子邮箱：support@yeework.cn 

公司网站：http://www. yeework.cn 

技术支持：http://support.yeework.cn 

地    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部企业基地 37 号楼 3 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