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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详解：该模块为系统中控界面，主要反应了整套系统的数据统计以

及官方的通告和最新的车型更新和资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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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详解：该模块主要是设置系统的域名版权等信息。 

 

详解：该模块设置移动域名以及接入小程序、小程序的一些加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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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设置文章以及视频水印。 

 

详解：该模块主要设置短信的通知模板，但凡启用短信通知功能，

只要网站里有人询价、试驾、报名车展等，都会及时以短信形式发

送管理员以及经销商用户。 

字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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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主要用于设置系统所需字典，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管

理，默认即可。 

IP 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记录管理员登录的时间和地点，用于追溯用户登

录情况。 

新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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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用户统计管理员用户每个月发布的资讯。 

友情链接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友情链接。 

角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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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配置角色的权限，而管理员继承自角色，你需要

先添加角色，设置好权限，然后再添加管理员，选择对应的角色即

可。 

管理员模块： 

 

详解：该模块用于添加管理员，管理员需要指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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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执行模块： 

 
详解：该模块用于执行 sql 语句，需要你填写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

就可以实现在线直接执行 SQL 语句。 

微信用户模块： 

 
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注册的微信用户，可是设置禁止登录。 

抖音用户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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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抖音用户 

更新数据模块： 

 
详解：该模块用于网站系统的所有缓存和静态资讯、模板的生成。 

1、 更新全站缓存按钮，用于更新网站所有的缓存。 

2、 更新首页按钮，用于更新首页的内容。 

3、 一键更新模板按钮，用于更新所有的模板。 

4、 批量生成资讯按钮，用于批量生成所有的资讯，因为系统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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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除了经销商资讯，其他管理员发布的资讯都是静态的。 

5、 批量生成二手车按钮，用于批量生成二手车车源，因为二手车

车源信息也是静态文件。 

6、 导入所有资讯按钮，用于导入采集的资讯到本地资讯库，以便

于使用采集的资讯。 

品牌更新模块： 

 
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车型品牌。 

1、 品牌更新按钮，用于同步云端车型品牌和本地车型品牌，实现

云端覆盖本地。默认车型品牌是每天自动更新的，不用去手动

更新。 

2、 品牌清空按钮用于极端情况下，数据报错时使用该按钮，正常

情况下不建议使用该按钮。 

3、 更新经销商报价按钮，用于对经销商的报价进行统计计算，然

后得出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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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修改车型按钮里选择推荐经销商，这样在车型综述页里就

可以显示图鉴的经销商链接。 

车款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更新车款，默认情况下，车款自动更新，如果需

要可以手动点击更新即可，正常情况下不要点击车款清空按钮，直

接点击车型更新按钮即可。除非车款数据报错，那就先清空车款，

再采集。 

新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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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网站资讯，可以批量处理。 

 

如上图所示，在添加资讯的时候可以关联经销商和车型，只要关联

了经销商和车型，那么在添加的资讯页面右上角就会出现关联的车

型和经销商，以及在车型综述页里点击资讯，就可以看到与该车型

有关的资讯。 

经销商资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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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经销商资讯的管理，你可以不用进入经销商后

台，而在管理员后台直接发布资讯，只要在添加资讯后关联对应经

销商即可，这样等同于经销商后台发布的经销商资讯。 

新闻分类： 

 

详解：用于管理新闻分类的增删改查。 

新闻采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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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采集云端资讯，但是该采集的资讯没有直接进入

本地资讯库，需要采集完毕之后，在选择对应的资讯和对应的新闻

分类然后导入到本地资讯库才可以。 

推荐位模块： 

 
详解：该模块用于推荐位的管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改动。 

4S 店经销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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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该模块用于管理 4S 店经销商，包括通过代维按钮直接进入经

销商后台。 

二手车商管理： 

 
详情：该模块用于管理二手车商。 

试驾报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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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该模块用于试驾报名管理。 

询价报名管理： 

 
详情：该模块用于处理询价报名管理。 

置换报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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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该模块用于置换报名管理。 

活动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活动，包括参加活动的车型等。 

活动报名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活动对应的报名人员。 

车展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车展， 

车展报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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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车展报名人员。 

车展商家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车展关联经销商，这样你在新建一个车展后，可

以在这个模块添加参展的经销商。 

二手车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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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该模块用于管理经销商或者个人发布的二手车源。 

服务报名管理： 

 
详情:该模块用于处理二手车服务申请的用户，其中包括评估、买

车、卖车、检测等服务。 

拼车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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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该模块用于管理拼车的信息管理。 

系统模板设置： 

 
详解：该模块用于选择不同的模板风格。 

系统模板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管理系统模板，你可以在这里修改相对应的可以

调整的系统模板风格。 

系统样式管理： 



 23 / 41 

 
详解：该模块用于修改系统的主要几张样式表。 

系统标签管理： 

 
标签调用需要网站管理人员有一定的 HTML+CSS 知识。 调用过程

实际是按照调用条件从数据表读取调用数量条数据，并依排序方式

排序，最终通过标签模板的布局输出数据。 

使用方法 

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模板及其相应的数据表，并进行相关的筛选

和判断，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行数据的预览和调用。 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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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调用条件修改后需重新点击“下一步”，然后才能看到新的预

览效果； 2、数据调用前最好请先预览，看到真实效果后再进行调

用。 

常用字段 

1、站点新闻： 

@title@资讯标题;@memo_sum@资讯简介;@source_item@文章来

源;@pic_path@资讯封面图片;@date@资讯发布日期;@link@资讯链

接; @font@资讯标题字体颜色;@views@资讯浏览

量;@news_class_name@资讯分类名称; 

2、经销商资讯： 

@company_url@商家首页链接;@views@资讯浏览量;@company_name@商

家名称;@title@资讯标题;@memo_sum@简介; 

3、友情链接： 

@title@网站名称;@link@网站链接; 

 

4、经销商： 

@company_name@商家全称;@company_short_name@商家简

称;@company_tel@商家联系电话;@company_address@商家地

址;@company_url@商家链接;@pic_path@商家 logo;@font@字体颜色; 

5、经销商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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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_price@厂商指导价;@brand_name@车型名称;@car_link@报

价链接;@car_name@车款名称;@car_logo@品牌 LOGO;@car_pic@车款

图片;@title@车型名称;@dealer_price@经销商报价;@company_name@;

经销商名称;@date@发布日期;@Price_spread@差价;@price_link@报

价链接;@shijia_url@试驾链接;@xunjia_url@询价链

接;@company_url@商家链接; 

6、二手车： 

@title@二手车标题;@shangpai_date@车牌时间;@link@二手车链

接;@pic_path@二手车封面图片;@price@二手车报价;@distance@驾驶

里程;@year@上牌年份 

7、车型品牌： 

@brand_name@品牌名称;@brand_zimu@品牌字母;@brand_id@品牌 ID; 

8、标签说明: 

标签以数组类型保存标签调用的数据，可通过 loop 语法遍历显示. 

标签模板： 

模板保存于./template/模板风格/tag/目录，以.html 格式保存； 建议

不要删除或者修改系统自带的模板，推荐在自带模板基础上新建模

板并应用。 

标签解析： 

以这个标签为例： 

<%tag(table=auto_news|If_Good='true'|datediff=14|temp=temp_jia

odian|count=3,2|datetype=2|order=News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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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len=20|desc|Position_ID=1|sumlen=14)%> 1、

table=auto_news，说明这个标签是从 auto_news 表里拿数据的，

而 auto_news 是新闻数据表。 2、temp=temp_jiaodian，说明这个

标签的模板是 temp_jiaodian.html，他在所在模板风格里的 tag 文件

夹里。 3、count=10,说明这个标签将显示 10 条数据。如果想获取

从第二条开始的三条数据格式：count=3,2 4、datetype=2,日期格

式。 5、order=news_id desc，说明这 10 条数据是按照 news_ID 

倒叙排序输出的 6、postion_ID=1，说明这 10 条数据是取自推荐位

ID=1 的数据。 7、If_Good='true',说明标签数据获取的前提条件是

推荐。 8、datediff=14,说明取标签取最近 14 天的数据。 9、

sumlen=14,说明标签获取资讯概括 14 个字。 10、itemlen=20,资讯

标题 20 个字符长度。 

标签 DIY： 

 

我们的模板放在网站根目录下的 template 下，默认为 default 文件

夹。如果你想要重新定义一套模板，也可以按照以下的文件格式复

制一份然后自定义。 

1、common：这个文件夹里放的都是页头和页脚等公共模板，如果

新增删除公共模板的话，需要修改 common 里的 Temp_Com.xml

文件标示。 

2、css：主要是放 css 样式文件，默认里面的 css 都是通用 css，

如果你 diy 自己的模板风格，CSS 文件也需要放这个 css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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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3、images：里面放的是模板风格所用到的图片，默认放的是通用

的模板风格图片。 

4、js：里面放的是 JS 文件，都是模板风格需要调用的 JS 文件，你

如果 DIY 自己的风格，里面特效所要调用的文件也需要放到这个文

件夹里。 5、tag：模板标签文件夹，主要是放模板标签模板，这里

默认的是系统自带的，你不需要动，主要是新增你自己的模板标

签，新增标签模板的同时，需要在 tag 文件夹里的 tag.xml 里添加新

增的标签模板文件标示。 

6、temp_ershou_show.html:二手车频道页面的模板。 

7、temp_index.html：首页模板 

8、temp_news_show.html:新闻内页模板 

公共模板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修改公共模板，因为公共模板涉及很多模板的引

用，所以一旦修改公共模板后，需要点击全部缓存清空按钮。 

数据调用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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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标签制作。 

如何设置网站首页新闻： 
1、 首页焦点图： 

 

操作方法：该模块显示需要在添加新闻的时候选择焦点图推荐

位即可。这里总共大的五张，小的 2 张，按时间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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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页主标题 

 

操作方法：在添加新闻的时候，需要选择网站主标题推荐位。 

2、 网站副标题 

 
操作方法：添加新闻的时候选择网站副标题推荐位即可。 

经销商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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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该模块里的资讯为经销商资讯，其中 1、3 为推荐的经销

商资讯，2 为最新的经销商资讯。可以在经销商资讯管理后台推荐

经销商资讯显示。 

推荐经销商： 

 
详情：编辑经销商，然后设置推荐即可。 

精选视频： 

 
详情：在添加视频的时候，选择推荐即可。 

资讯频道推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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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该模块为推荐的资讯，管理员在添加资讯的时候选择推

荐即可。 

视频频道推荐位： 

 
详解：在添加新闻的时候选择视频分类，并且推荐即可。 

经销商后台操作教程 
新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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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经销商发布资讯。 

车款报价： 

 
详解：该模块用于添加车型报价。 

询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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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处理经销商收到的询价申请。 

置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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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处理用户的置换申请。 

抢订单： 

 
详解：该模块用于抢用户在网站提交的询价申请，通过积分抢订单，

而积分由发布资讯获得。 

经销商试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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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处理经销商收到的试驾申请。 

员工管理： 

 
详解：该模块用于添加员工信息，该员工信息用于在前台显示，包括

销售、售后、维修等员工信息，有利于用户联系咨询。 

主营车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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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添加经销商的个性化主营车型，默认情况下，在企

业信息管理里关联汽车品牌即可，但是由于某些情况下，各个店铺的

经营车型是不同的，所以导致了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在这个特殊情况

下，需要在这个模块里个性添加自己主营的车型，而不是简单的直接

关联品牌。 

企业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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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经销商设置自己的有关信息、logo 以及主营车型。 

更新缓存： 

 
详解：该模块用于清空经销商数据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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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经销商教程 
近 30 天数据： 

 
二手车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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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维护二手车源信息 

员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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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员工管理主要是用于在添加二手车车源时候选择员工，这样

在车源页面显示的联系方式都是该员工的联系方式。 

企业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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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该模块用于设置二手车商的基本信息。 

经销商首页资讯设置： 

 
详解：该模块左边的资讯是最新的除“优惠促销”分类以外的最新资

讯，而右边的是经销商的“优惠促销”的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