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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简介 

后台系统主要是分网站内容管理及系统配置，如何理解这二点呢？网站内容

是指新闻、产品、留言、基本信息、友情链接、下载、招聘等前台有展示或有交

互表单的内容；系统管理是指包含网站栏目(类别)管理、系统用户、系统角色(权

限分配)、快捷菜单、版本设置（多语言版本及域名指向目录设置）、附件管理、

数据导入导出等。 

 

1.1 后台首页基本操作 

 网站后台管理地址为：正式域名/manage/adminlogin.aspx，如您的网站地址为：

www.35.com，您的后台管理地址即为：www.35.com/manage/adminlogin.aspx，登

陆界面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 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登陆界面 

 

从网站后台登录界面中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密码（默认的用户名是 admin）

单击“登录”图片按钮就进入了网站后台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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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你是以超级管理员的身份登录了 Dcms 的管理后台。系统的管理默认界

面如下图 1.2 所下：  

 

 

图 1.2 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管理默认界面 

 

1.1.1 常见按钮图解 

快捷菜单上显示的栏目可以自由变动，主要是方便您平时的操作习惯。 

 

 
图 1.3 栏目树形图功能示意图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4

 

图 1.3 中图示：把置于底部的二个栏目移动至栏目顶部。比如： 当您点

击此按钮后，“投资者关系”、“网站地图”会移动至栏目顶部，如下图： 

          
图 1.3 中图示：点击进入该栏目子类，然后进行信息发布。 

图 1.3 中图示：返回上级菜单。 

图 1.3 中图示：4. 与图示类似，把置于顶部的二个栏目移动至栏目底部。 

 

1.1.2 快捷菜单使用图解 

快捷菜单的操作如下： 

 

点击“快捷菜单”进入下图： 

 

图 1.4 快捷菜单功能示意图 

 

图 1.4 中图示： 加入快捷菜单：把该功能加入快捷菜单中。效果如下图：  

 

图 1.4 中图示：排序：排列快捷菜单的前后顺序。 

图 1.4 中图示：删除：删除快捷菜单中不需要的功能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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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通用操作 

下面分模块说明一下 DCMS 后台的使用，请注意图中的标示。 

 

2.1 系统管理 

2.1.1 系统用户管理 

单击“系统用户”进入管理界面，如下图 2.1 所示： 

 

 
图 2.1 系统用户管理界面 

 

图 2.1 中图示：修改用户信息：双击 1 进入系统用户信息编辑界面，修改

系统用户的用户名称、邮箱、密码、以及用户组别。 

图 2.1 中图示：创建新用户：双击 2 创建新的系统用户，需认真填写所要

创建用户的用户名称、邮箱、密码、以及用户组别。 

图 2.1 中图示：删除用户：单击 1 选择要删除的系统用户，然后单击 3 进

行删除。  

图 2.1 中图示：加入快捷菜单：加入快捷菜单中。在日常操作中，可以快

速进入“系统用户管理”界面进行增、删、改操作。 

 

2.1.1 网站栏目管理 

网站栏目管理操作如下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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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网站栏目管理界面 

 

 

2.2 附件管理 

附件管理操作如下图 2.3 

 

图 2.3 附件文件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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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上传文件 

文件上传的步骤依照下图 2.4 所示①②③顺序进行 

 

 
图 2.4 上传文件步骤示意图 

 

2.2.2 查看文件列表 

查看已上传文件信息的步骤依照下图 2.5 所示①②③进行 

 

图 2.5 文件列表管理示意图 

 

图 2.5 中图示①：查看缩略图：单击 2 后将鼠标移动至 3，既可以看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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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缩略图。 

图 2.5 中图示②：删除：单击“文件的基础信息”，再单击删除按钮。 

图 2.5 中图示③：重命名：单击“文件的基础信息”，再单击重命名按钮。 

 

2.3 版本切换 

单击下图 2.6 中“英文版”按钮，切换成英文版后台。 

 

图 2.6 

 

第三章 内容管理 

下面分栏目说明对各栏目的操作，请注意图中的标示。 

 

3.1 录入编辑区按钮说明 

由于内容管理设计都到文字和图片的排版，因此特别针对录入的编辑区进行

使用说明，请注意图 3.1 中常用按钮的表示及解说。 

 

 

图 3.1 文本编辑区示意图 

图 3.1 中图示①：单击进入代码编辑区，文字和图片的排版可以使用代码来

进行编辑。例如：让段落固定换行，使用<p></p>来进行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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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图示②：单击进入图片选择器，对编辑区内进行图片添加。例如：

要在段落结束后，插入一张图片，使用该按钮进入下图弹出框： 

 

操作步骤如下： 

1、单击“浏览”，在本地电脑上选取要插入的图片 

2、单击“发送到服务器上”按钮 

3、单击“确认”按钮完成上传 

 

图 3.1 中图示③：单击进入表格编辑区，选择表格的行数和列数，在编辑区

内添加表格。在产品详细中会经常用到。例如： 

 

效果图： 

 
 

3.2 公司介绍 

前台网页中显示的“公司介绍”，一般在后台的栏目名称为“关于 XX”。操

作时找到该名称，点击 进入子类进行增、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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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公司介绍操作实例 

要显示的网页前台的实际位置如下图 3.2： 

 
图 3.2 

编辑录入按钮的操作在（3.1 编辑区说明）中具体说明，在后台对应的录入

位置如下图 3.3： 

 

图 3.3 

“关于 XX”的其他子类的操作，与该实例相似。请参考以上事例，自行操

作。 

 

3.3 产品录入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11

在后台进行产品录入时候，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进入产品的子类才能进行录

入。操作时找到产品类别，点击 进入子类进行增、删、改。 

3.3.1 产品录入操作实例 

要显示的网页前台的实际位置如下图 3.4： 

 

图 3.4 

 

编辑录入按钮的操作在（3.1 编辑区说明）中具体说明，后台对应的录入位

置如下，单击“乘客电梯”进入图 3.5 界面：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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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产品后台录入位置与前台展示效果比对 

 

前台效果 后台录入位置 

 

 

 

前台效果 后台录入位置 

 

产品特点、产品技术规格表和产品标准配置的录入与“详细介绍”的录入方

式相似。请参考以上事例，自行操作。 

 

3.4 新闻录入 

在后台进行产品录入时候，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进入新闻的子类才能进行录

入。操作时找到新闻类别，点击 进入子类进行增、删、改。 

新闻内容录入与产品录入相似，在此不作说明。下面针对一些前台特殊效果

与后台录入位置的比对进行解释，请注意。 

1. 选择“首页推荐”，在前台首页的“新闻中心”板块中，将会出现所选择

的新闻小图及标题。 

 

前台效果 后台录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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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后台选择“热点新闻”后，单击前台“新闻中心”链接至新闻列表。

在列表上方将会出现名为“热点新闻”的模块，并显示所选择的新闻小图、标题

及描述。 

 

前台效果 后台录入位置 

 

 

以上是录入人员在操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的说明。具体操作，请根

据实例参考进行。 

 

第四章 简单图片处理教程 

此教程使用 Photoshop CS3 进行处理。 

1.1 产品大小图处理 

原图(3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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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168*168) 

 
 

1、打开原图素材，执行：图像 > 图像大小，将高度改为 16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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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图像 > 画布大小，将宽度改为 168px 

 
3、执行：文件 > 储存 > 保存，将格式选为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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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纠正扭曲的图片 

原图 

 
效果图 

 

 

1、打开原图素材，执行：滤镜 > 扭曲 > 镜头矫正 

修改变换的参数如下图： 

 

 

 

2、执行：编辑 > 变换 > 变形 

根据需要上下移动下图圈出的点，直到移动到需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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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联系我们 

7×24 小时直接客户售后支持热线：400-600-3535 或 0592-2957777  

厦门总部设计中心售后邮箱：webdesign@35.cn 

厦门总部设计中心投诉电话：0592-5291540 或 0592-5399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