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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功能

1.1 登录注册

注册为邮箱注册和手机注册，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注册方式。登录

分为邮箱或是手机账号登录、同步登陆（包涵微信、QQ、新浪）。详看图 1 注册页

1.1.1登录界面

登录：可以通过已经注册的邮箱或者手机账号来登录。

亦可选择同步登陆，即 QQ，新浪微博，微信授权登录网站，无需再注册，

让体验更畅快。详看 图 2 登录页

图 3 邮箱注册页
图 2 登录页图 1 注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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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邮箱注册

邮箱注册：为邮箱验证注册。

注册时会验证邮箱类型是否符合要求，验证邮箱验证码是否通过，验证昵称

和密码是否符合要求（长度可在后台设置）如图 3 邮箱注册

1.1.3手机注册

手机注册：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短信验证注册。

注册时会验证手机类型是否符合要求，验证手机短信验证码是否通过，验证

昵称和密码是否符合要求（长度可在后台设置）如图 4 手机验证

1.2 个人中心 — 我 页面

进入 我 页面进行个人设置或修改。

可对个人资料，同步登陆绑定等信息进行设置或修改。

可查看消息、积分和排行榜，还可以签到。如图 5 我

图 5 我 图 6 个人资料图 4 手机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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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个人资料

资料设置：可对基本资料、扩展资料进行修改或者设置。

扩展资料以及其字段均可在后台设置，如个人资料（资料的组名）的个性签

名，QQ（字段名）均可在后台根据网站的实际需求进行设置。如图 6 个人资料页

1.2.2账号绑定

可以与 QQ、微信和微博进行绑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绑定。如图 7

1.2.3设置

设置是关于 OpenSNS 的版本，清除

缓存和是否推送通知。

如图 8 设置

图 7 账号绑定

图 8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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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消息

关于登录的这个账号的一切消息都会在这里显示，比如回复、评论。

1.2.5签到

签到里面有三个模块，今天抢签、连签和累签。连签和累签在荣誉榜中有

排行榜。每天都会有记录。如图 9 签到

1.2.6积分

可以查看积分。还有一个充值功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填写充值金额。如图 10

图 9 签到

图 10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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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排行榜

有粉丝榜、连签榜、累签榜和积分榜，实时记录荣誉榜排行。点进去之后

可以知道自己账号的排名，前三名和具体详情。如图 11 荣誉榜、图 12 粉丝榜

1.2.8关注及粉丝

点击关注和粉丝任何一个都会进入如图 8界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好

友页面，点击好友可以查该好友资料、资讯、动态 Pro、问答等等内容。如图 14

图 11荣誉榜 图 12 粉丝榜

图 14用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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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返回到登录注册页面，可以浏览其它信息，但是不能操作，比如评论。

2. 核心功能

2.1最 in资讯

2.1.1投稿

可以发布行业资讯、官方活动、云市场、

新版发布和 O民杂谈相关的内容，发布

之后会显示到对应的模块。在发布过程

中必填选项是一定要完整的。

图 13

图 15 注销页面 图 16 登录注册

页

图 17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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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摇一摇

可以自己选择开启或关闭，开启之后有精彩内容推荐，然后跳转到内容页。

内容页可以阅览内容，评论与分享该内容。如图 18

2.1.3搜索

有推荐热门搜索，还可以输入关键字云搜索自己想要的，输入关键词搜索会留下

历史记录，也可以点删除图标删除历史记录。如图 19

图 18摇一摇功能

图 19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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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首页

首页中包括行业资讯、官方活动、云市场、O记杂谈和新版发布各个模块的内容，

以发布时间为准，发布时间靠前的显示在上方。这里还有一个轮播图，放热门资

讯，点进去可以查看详情。如图 20 首页

2.1.5行业资讯

可以浏览、评论、查看评论和转发行业资讯的相关内容

官方活动、云市场、新版发布和 O记杂谈，包括首页，都是一样的操作，这里就

不重复了。如图 21 和图 22

图 20 首页 图 21 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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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菜单栏折叠

由于排版不下，O 记杂谈被折叠起来了，点击向下标识可以展开

所有菜单。如图 23 菜单栏详情

图 22 行业资讯详情

图 23菜单栏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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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态

2.2.1全站

2.2.1.1内容浏览及操作

可以看到全站内里的人发布的动态，可以点赞、转发以及评论。

点赞之后心变红色，左边会出现我觉得很赞。

转发的同时可以评论，也可以不评论。如图 24

2.2.1.2举报删除用户

当你看到其用户发布的内容不当，比如对社会危害可以举报他，或者

你不想看到这个用户的消息可以将他删除。如图 25

图 24内容浏览及操作

图 25举报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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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发现圈子

可以发现更多的圈子，有分为最新圈子、O 粉圈、官方圈子、行业观

察和运营交流，其它的类型可以自己选择加入，各类型里面都有很多

圈子，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圈子里面。还可以自己创建圈子，成立属

于自己的圈子，这样别人也可以加入你的圈子。如图 26

有些圈子可以直接加入，有些要贡献积分，有些要等待管理员审核，

那是在创建圈子的时候加入方式有积分付费和管理员审核两种方式。

图 26 圈子

图 27 加入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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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上面的话题，来讲创建圈子。要选择圈子的类型，然后上传

头像和取个名字，创建后可以进入管理。如图 28

管理圈子有修改公告、修改资料、成员审核、成员管理、邀请好友和

解散圈子 。看一下修改资料，类型可以选择私密和公开，发布权限

有管理员和所有人，还有就是上面介绍到的加入方式。如图 29 管理圈子

图 28 创建圈子

图 29 管理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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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关注

2.2.3热门

这两个模块和全站模块差不多，就是显示的内容不同，关注是你关注

的人发布的内容，热门是推送的一些热门话题。

2.3 应用

这个模块有好多小模块，问答，论坛，积分商城，微店，找人，专辑，

活动，群组和分类信息等等。后台管理增删。下面是热门资讯，点击

更多跳转到最 in资讯页面。

2.3.1问答

1、分为待回答和热门回答，待回答和热门回答都可以回答和分享。

2、为了方便快速查找和便于阅读，这里还把问题分了几个各类。

看下图

图 30 问答

图 31 问题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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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论坛

分为热帖推荐和全部板块，置顶热帖在页面上方，点进去可以了

解详情，评论、收藏以及分享。全部板块里面放着资讯分类。发帖的

时候可以选择类型。如图 32 论坛及详情

图 32 论坛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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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积分商城

a.根据积分兑换商品，分为 O记纪念品和奖品以及全部

b.当点击兑换，若还没有设置收货地址会先弹出收货地址填写页面，

当积分不足也不能兑换该商品，当提交的时候会有提示。如图 34

图 33 积分商城

图 34 积分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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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查看我的定单

可以查看到未完成定单和已完成订单 如图 35

2.3.4 微店

有搜索功能，有相当于首页，商品分类，购物车和个人中心几个模块。

a. 搜索

根据商品名搜索，关键字匹配到商品名有该字的商品，搜索之后会留下历史

记录，搜索到的商品可以点进去了解详情，收藏，分享和加入购物车。

图 35 我的订单



第 17页

嘉兴想天信息科技

b.首页

轮播图放一些新上架的商品或者比热热门的关于商品话题，还分

了几个小板块，最新上架，热门特销，品牌供应商。点击更多可以看

到更多的商品及明细。如下图

c.商品分类

左侧有一个商品类别导航栏，每个分类又还有小分类，比如服装，

右侧又会分为男装和女装，点击女装，进入女装页面，然后又可以根

据销量、价格和好评度进行筛选。就类似于淘宝购物。如图 39

图 39 商品分类

图 3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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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购物车

之前在微店里浏览过的商品如果加入了购物车都会在这个页面

显示，然后根据需要对商品进行下单购物，要选择地址，若还没有创

建收货地址或者想要新创建一个收货地址，点击加号创建 如下图

若创建过收货地址，只需要从地址列表选择就可以。

图 42 确认订单

图 41 新建收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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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用账户余额和支付宝支付 如图 35

e.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有订单详情，记录着未付款、已付款、已发货和已完成

的订单，还有我的收藏，对于未付款的商品可以取消订单。如下图

图 43 订单支付

图 44 个人中心 图 45 我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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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找人

可以用搜索框查找需要找的人，还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标签来筛

选，分为站长、开发者和官方人员，然后点进去查看详情。如图 46

获取位置可以搜索到附近的人，可以根据条件筛选，比如 10km

以内的或者全部。然后可以清除位置信息，退出到之前的页面。

如下图 47、48

图 46 找人

图 47 附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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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专辑

专辑一般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写的一篇小文章，图文都有，后台可以设

置在发专辑的时候添加封面为必须，专辑分类也是可以自由添加的。

图 48 附近的人筛选

图 49 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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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活动

为了活跃气氛，可以创建或者参加各种活动，活动类型可以根据需要

添加，活动有时间，结束的活动不能参加了。如图 50 活动详情

正在进行人又没有满的活动可以输入姓名和手机号码报名参加，

然后还可以取消报名。如图 51 活动报名

图 50 活动详情

图 51 活动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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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中心可以看到我发布的和我参与的活动，可以点进去了解详情，

评论，取消报名和报名，还有转发。如图 52 个人中心

2.3.7群组

首页是我的群组列表，可以点进去查看成员发布的帖子，感兴趣的帖

子可以点进去阅读，评论，点赞，分享，举报和收藏。想要退出点击

右上方退了按钮就可以，也可以重新加入。如下图 53、54

图 52 个人中心

图 53 我的群组
图 54 群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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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发布帖子，群组成员同样可以看到，然后评论等一系列操作。

我的收藏是用户收藏的帖子列表，方便查看，点进去可以上面说到的

评论等操作。全部群组有好多群组列表，可以根据兴趣添加

如图 56 我的收藏及详情

图 55 发帖

图 56 我的收藏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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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分类信息

目前有岗位、房产、兼职和简历几个模块，这个可以根据需要增删。然后下面是

热门推荐关于那几个模块的信息。目前只能浏览信息，或者评论、点赞、分享和

举报。如图 57 分类信息

个人中心可以查看关于我的一些信息，比如我的收藏。如图 58

图 57 分类信息

图 58 个人中心及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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