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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系统简介

1.1.1 什么是 CMS

CMS 是内容管理系统。内容管理系统是一种位于 Web 前端（Web 服务器）和后端办公系

统或流程（内容创作、编辑）之间的软件系统。内容的创作人员、编辑人员、发布人员使用

内容管理系统来提交、修改、审批、发布内容。

这里所说的“内容”包括文章、文件、表格、图片、数据库中的数据，甚至音乐、视频等一

切您想要发布到互联网中的信息。

一个内容管理系统通常有几个要素：文档模板、脚本语言或标记语言和与数据库集成。

从设计的出发点来讲，CMS 的作用应该是方便一些对于各种网络编程语言并不是很熟悉的

用户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网站。

简而言之，CMS 是一种可以让您摆脱技术与编程语言的束缚，突破技术瓶颈、降低人力成

本，更能专注于资讯传播与网站运营的内容管理平台。

1.1.2 迅睿 CMS 介绍

迅睿 CMS 内容管理框架是基于 PHP 语言采用最新 CodeIgniter 作为开发框架生产的网站

内容管理框架，提供“电脑网站 + 手机网站 + 多终端 + APP 接口”一体化网站技术解

决方案。她拥有强大稳定底层框架，以灵活扩展为主的开发理念，二次开发方便且不破坏程

序内核，为 WEB 艺术家创造的 PHP 建站程序，堪称 PHP 万能建站框架。

团队长期从事 cms 建站系统研发，从 2009 年研发 FineCMS，轻量级内容管理深受广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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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好评。

2013 年研发 V2~V3（POSCMS）。

2016 年开始规划研发基于 PHP 全新语言的 CMS 程序（迅睿 CMSV4），历经三年研发周

期，于 2019 年夏季正式发行迅睿 CMS 系统。

任何 CMS 程序都要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和技术累计，没有技术沉淀的程序是经不起考验的。

1.1.3 迅睿 CMS 用途

迅睿 CMS 可以在多种终端来调用和展示这些内容，例如：

A、PC 网站终端

PC 电脑传统网站是通过 HTML 模板页面来展示迅睿 CMS 内容。

B、移动端 H5 终端

移动端 H5 网站通过 HTML5 模板页面来展示迅睿 CMS 内容。

C、App 终端

iOS 和安卓 APP 客户端通过 API 接口获取迅睿 CMS 内容并展示在终端。

D、小程序/轻应用终端

小程序/轻应用通过 API 接口获取迅睿 CMS 内容并展示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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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架构

1.2.1 运行环境

LA(N)MP(Linux + Apache/Nginx + MYSQL + PHP)这一经典的 Web 开发与生产平台以

其廉价的构建成本、高效的运行性能以及良好的可维护性。

迅睿 CMS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平台而开发的，它继承了这一平台的稳定、高效、良好

的可维护性和灵活的可扩展性，如模块化开发和优雅高效的框架+模块架构等，这使您在使

用迅睿 CMS 来开展业务时，完全不用担心因性能或安全问题对业务带来的影响，更能专注

于业务本身的发展，而不是被繁琐的技术细节所累。

项目 说明

操作系统 Linux(Unix)

Web 服务器 推荐使用 Apache/Nginx，兼容 IIS 服务器

数据库 Mysql(5.0 或更高版本)

程序支持 PHP7.2 及以上版本

1.2.2 架构介绍

CodeIgniter 是一个小巧但功能强大的 PHP 框架，作为一个简单而“优雅”的工具包，

它可以为开发者们建立功能完善的 Web 应用程序。

CodeIgniter 采用 MVC 设计模式，它强制性的使应用程序的输入、处理和输出分开，使用

MVC 应用程序被分成三个核心部件：模型(M)、视图(V)、控制器 (C)，它们各自处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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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

视图：视图是用户看到并与之交互的界面。作为视图来讲，它只是作为一种输出数据并 允

许用户操纵的方式。

模型：模型表示企业数据和业务规则。在 MVC 的三个部件中，模型拥有最多的处理任务。

由于应用于模型的代码只需写一次就可以被多个视图重用，所以减少了代码的重复性。

控制器：控制器接受用户的输入并调用模型和视图去完成用户的需求。所以当单击 Web 页

面中的超链接和发送 HTML 表单时，控制器本身不输出任何东西和做任何处理。它只是接

收请求并决定调用哪个模型构件去处理请求，然后确 定用哪个视图来显示模型处理返回的

数据。

1.2.3 安全机制

系统采用领先的 PHP 技术和先进的 MVC 的架构理念，程序实现了业务层和逻辑层的完全

分离的情况。

同时针对常见安全漏洞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系统不但提供对文件进行木马扫描的功能，

而且增加了对系统历史数据的备份方案，以此尽量保证系统不会因被外部人员进行恶意的攻

击，而导致全系统数据丢失或者毁坏。

系统在网站后台管理人员的权限管理上做出精细的设定。

系统在的前台用户与后台管理用户上做出了明确的权限划分。

后台管理界面对于任何前台用户都不具备访问权限。

后台管理人员的权限也是采用权限继承机制实现，对于每一种不同角色具有明确清晰的权限

列表。

这样在保证了后台管理人员之间的权限的差异的同时，也杜绝了因为后台管理人员工作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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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系统带来不安全的操作，以精细的权限来保障系统管理后台的安全性能。

系统支持的安全措施有：

全站支持 HTTPS 模式，更安全。

程序目录分离模式，将 PHP 核心框架分离至任意目录，防止暴力破解猜疑目录。

附件目录分离模式，将附件目录设为纯静态 web 站，避免 php 动态木马被写入执行。

数据库分卷备份、恢复、数据表优化，支持备份文件打包下载。

登录后台登录错误次数限制、页面刷 新时间限制等。

密码采用三重 md5 加密模式，超强加密，防止密码泄漏被暴力破解。

表单增加“csrf_token”验证功能，防跨站，防护更强

操作日志记录，详细记录后台登陆人员的具体操作流程、操作时间、登录 IP。

木马扫描，完备的文件代码扫描方式可以快速找出隐藏在服务器上的木马文件。

文件校验，创建当前系统文件镜像，在以后需要时快速定位被修改、删除的文件。

代码架构，系统前后台完全分离、静态文件和动态程序完全分离，通过设置实现“可执行程

序目录不可写，可写目录不可执行程序”来最大限度的保障服务器安全。

二、系统特色

2.1 源码透明

迅睿 CMS 系统是源码无任何加密文件，方便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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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内容模块

系统拥有强大而灵活的内容模块机制，内置新闻、图片、下载、租房、论坛内容模块，同时

支持用户自定义内容模块。

自定义模块：对系统自带的模块不满足时可以创建自己的内容模块，支持模块单独绑定域名。

模块权限划分：不同的角色组管理不同的模块，用户可以设置访问权限和投稿权限。

模块内容字段：发布内容时增加需要的字段选项。

模块内容栏目：基于栏目发布内容，每篇内容归属于某个栏目或多个栏目。

栏目字段：创建栏目时可以定义自己需要的字段，例如栏目图片，栏目图标等。

栏目模型字段：支持不同栏目可以有不同的字段，比如电脑栏目有电脑的相关字段，手机栏

目有手机的相关字段。

模块表单：是针对某篇内容的表单，也就内容下的子内容，例如一篇图书主题下有多篇章节，

一部电视剧主题下有多个分级。

内容推荐位：推荐位用于前端调用分区显示，例如首页头条、热门区域等。

内容推送：推送到自定义推荐位、微信公众号、其他栏目。

评论系统：内容评论、评分、点评，后台审核和管理。

内容维护工具：批量替换关键字、提取缩略图、替换字段内容等。

关键词库：自动提取文章标题中的关键词。

用户投稿：用户投稿支持多级审核机制，草稿箱系统，定时发布机制。

2.3 万能表单

表单分为传统的网站表单和独有的模块表单，传统的网站表单运用于反馈、报名、调查等功

能;模块表单是依赖于内容的自定义表单，运用于文章反馈、文章报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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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己的表单，支持表单自定义字段。

网站表单用于前台用户信息收集。

模块表单可关联到内容中，相当于子内容功能。

表单拥有审核机制和发布权限机制。

2.4 用户系统

快捷登陆：整合第三方（QQ、微博、微信）登录。

注册模式：用户字段自定义及字段搜索，不同用户组都可以有不同的用户信息表单、不同的

用户列表样式。如：可以分为个人注册与公司注册。

用户组：完善的用户组收费机制：可按“用户组有效期(包年/季/月)”、“虚拟币”等形式

对会员收费。用户组等级制度设置，按积分自动升级等级。

收藏夹功能：会员可对网站的所有信息进行收藏。

投稿权限：所有用户均可发布与管理后台开放投稿的系统模块数据。后台可设置发布用户级

别、扣除或增加点数、是否可管理信息、发布是否需要审核、每天发布量限制等等。并且支

持将信息处理结果反馈给用户。

审核机制：用户注册审核机制，人工、邮件、短信等模式。

注册规则：注册开关，注册用户名规则设置。

站内消息：系统操作事件可以由站内信的方式通知到用户。

2.5 财务系统

支付接口：微信、支付宝，提供接入其他支付方式的接口文档。

充值系统：用户可以进行余额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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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流水记录：管理用户的充值和消费记录。

后台充值：后台支持为会员充值的功能。

万能支付字段：用于快速构建支付流程，例如在内容中创建支付字段，可以实现这篇内容的

交易买卖功能。

2.6 开放 API 接口

可通过开放 API 接口获取 CMS 数据资源，也可以发布文章和视频，方便实现多系统资源

整合。

采用数字签名鉴权，支持 JSON、JSONP、XML、HTML 格式进行数据传递，提高兼容性。

用户登录、注册、发布内容接口，通过“来路限制”的功能来保证数据的安全，安全系数高。

提供 APP 端全站内容读写接口，文件上传和下载统一接口，完美复合移动端 APP 开发者

的需求。

提供站外接口调用 cms 数据资源。

2.7 模板分离引擎

采用迅睿自助研发模板引擎技术，MVC 设计模式实现业务逻辑与表现层的适当分离，使网

页设计师能够轻松设计出理想的模板。

支持原生态 PHP 语法特性。

支持 CI 框架语法结构。

{变量}自定义系统标签语法结构。

模板缓存，只需要一次解析，提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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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自定义字段

支持栏目表自定义字段、内容表自定义字段、表单表自定义字段、用户表自定义字段、评论

表自定义字段、页面表自定义字段、链接表自定义字段、tag 表自定义字段等。

文本字段，有单行文本、多行文本、文本事件字段

上传字段，有单文件上传、多文件上传

日期时间字段，支持自定义年月格式显示

联动菜单字段，用于无限分类层级显示的数据，例如城市

百度地图字段，用于定位地图坐标，坐标范围内筛选数据

富文本字段，百度编辑器、百度移动编辑器

选项字段，单选字段、多选字段、下拉选择字段

颜色字段，用于选择网页颜色值

属性字段，用于类似于商品属性的数据

内容关联字段，用于加载其他模块内容的字段，例如专题功能

价格字段，用于 CMS 站内购物交易，例如文章买卖、下载收费

单行分组字段，用于把 N 个字段放在一行显示

多行分组字段，用于把 N 个字段放在一个组里面显示

强大的 DIY 字段，此字段功能相当强大，可以让开发者打造自己的字段

2.9 多终端模式

可以给各个访问端采用单独的模板，以达到不同访问端不同的显示界面。比如：PC 访问终

端采用单独一套模板、手机访问终端单独一套模板、平板电脑访问终端一套模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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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微信插件

可接入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

实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搜索匹配 cms 的内容。

个性化公众号菜单管理，可以实现不同用户组显示不同的菜单。

微信公众号中支持微信付款功能、微信模板消息通知。

微信粉丝管理，同步登陆和绑定 cms 用户账号。

微信消息群发功能。

微信小程序 API 可以使用开放 API 接口获取 CMS 数据。

2.11 网店插件

网店系统用于网站运营方发布商品、网站访问者购买商品，适用于自营网上开店的需求，不

提供卖家入驻功能。

用户部分功能清单：

商品购物车功能

订单在线支付：支付宝、微信、余额等

商品加入购物车统一付款

订单下单送货地址选择

订单下单买家备注设置

订单买家关闭操作

订单买家申请退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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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买家申请退货换货操作

订单买家评论、晒单

买家评论进行评分点评

买家收藏商品

收货人地址管理

后台管理员部分功能清单：

后台管理员发布商品

商品定价支持不同规格组自由定价

商品支持运费设置和包邮策略

不同城市运费设置

自定义商品模块内容字段

上架、下架开关

商品定价活动促销：按折扣百分百、满减、返现

订单总价活动优惠策略：总价满减

订单快递查询 API 接口

快递物流设置

优惠活动页面 SEO 信息设置

自定义商品栏目分类

商品评论策略设置

商品评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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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介绍

3.1 系统

3.1.1 系统维护

3.1.1.1 系统环境

设置 CMS 系统的环境参数

调试器：用于后台启用 Debug 工具查看程序和 SQL 执行详情。

操作日志：记录后台管理员的操作动作，增加、修改、删除数据时的记录。

内容临时储存开关：当后台发布内容时会实时储存当前页面的表单项值，避免不小心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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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数据丢失的清空，当不小心关闭掉页面时，再重写打开页面会自动填充刚才的值。

栏目折叠显示：当栏目层级太多时可以折叠显示，如下图。

栏目目录重复设置：栏目目录作为唯一识别码是需要关闭此选项。

后台分页数量：指后台列表的分页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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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通知邮箱：用于测试邮件的 smtp 服务。

HTTPS 模式：安全的访问模式开关。

跨站验证：开启跨站验证后将禁止外部站点向本站提交数据。

登陆验证码：增强登陆安全性。

快捷方式登陆：开启后支持第三方登陆方式进入后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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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密钥：密钥建议定期更换，是全站唯一储存码。

百度地图 Api-AK：用于百度地图字段使用。

百度自然语言处理 API：用于发布文章时自动获取关键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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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系统缓存

缓存总开关：关闭后全站将不使用缓存功能，强烈要求开启。

缓存方式：支持默认文件储存、memcached、radis 等方式。

缓存时间按需设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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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附件设置

这里可以设置附件目录自定义目录和自定义地址，方便分离和独立附件域名。

附件储存策略：用于将指定位置的上传文件储存到指定目录，支持绑定域名到这个目录中；

这里可以使用远程云存储：阿里云、百度、腾讯、七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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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短信设置

官方接口：需要在 xunrcms.com 官网开通权限账号。

第三方接口：采用手册上的开发文档，可以接入阿里云等短信服务。

后台支持批量群发短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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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 邮件设置

Smtp 服务器可以添加多组，当第一组发送失败后会依次尝试下一组邮件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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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系统提醒

接收需要管理员处理的提醒操作，例如：注册审核、内容审核等等。

3.1.1.7 数据字典

可以直观的看成 Cms 中的全部表，可查看表的详细字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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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开发者在这里运行一些常用的 sql 语句、一些常用的内容数据替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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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文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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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全站的 php 文件是否异常。

检查全站 php 程序是否进行过安全过滤操作。

3.1.1.9 系统体检

对系统环境进行安全检测，系统会给出安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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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日志管理

3.1.2.1 错误日志

方便开发者排查系统遇到的故障问题。

3.1.2.2 操作日志

记录后台管理员的全部操作记录，需要在系统设置中开启日志才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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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短信日志

记录短信发送日志。

3.1.2.4 邮件日志

这里记录的是邮件发送失败的记录日志。

3.2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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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网站设置

3.2.1.1 网站设置

用于设置网站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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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可以设置风格 css 目录，切换模板 html 文件目录，时间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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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终端设置

传统网站可以分为电脑 pc、移动端 mobile 两个展示界面，我们 cms 不仅支持这两个界面，

还可以通过自定义终端来设置不同终端的展示界面，例如百度 MIP 界。

3.2.1.3 手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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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模式支持单独绑定域名，也可以自动识别不绑定域名，可以单独为手机端设计界面模式。

3.2.1.4 域名绑定

统一对自定义域名的管理，可以按频道模块绑定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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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 图片设置

对全站图片的水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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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内容设置

3.2.2.1 创建模块

基于 cms 的全新模块设计，方便开发者快速二次开发。

创建自己的模块模型。

3.2.2.2 模块管理



32

此部分是 cms 的核心部分，重中之重，可以对已有的模块进行安装和卸载。

自定义模块字段：

模块表单：相当于子内容，一篇内容可以对应多个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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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模块搜索

按每个模块分别设置搜索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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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模块评论

按每个模块分别设置评论功能。

支持点评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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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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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 网站表单

网站表单可以做什么？友情链接、用户留言、网站证书、在线报名。

提供自定义字段支持。

可以导入导出表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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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SEO 设置

3.2.3.1 站点 SEO

针对本站的 seo 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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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模块 SEO

为模块设置 seo 信息和 url 规则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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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内容 SEO

为模块内容设置 seo 规则字符。

3.2.3.4 栏目 SEO

对每个栏目可以单独设置 seo 信息和 url 规则，也可以批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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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5 搜索 SEO

对每个模块的搜索 seo 信息设置和搜索 url 规则设置。

3.2.3.6 URL 规则

系统预留一些测试规则，使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定义 url 访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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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用户设置

3.2.4.1 用户设置

设置用户注册的一些参数。

支持手机号登陆和注册、支持第三方微信微博 QQ 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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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注册字段选择功能、注册审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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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字段划分

为用户表自定义字段，可以划分到具体某个用户组，让不同的用户组账号可以有不同的字段。

3.2.4.3 通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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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动作下可以对用户进行通知设置，支持短信、邮件、微信、站内信的方式通知。

3.2.5 支付设置

3.2.5.1 支付设置

对一些名词的命名，支付流水好前缀设置，最小充值金额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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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2 支付接口

系统内置支付宝、微信、上门收款、银行付款的接口。

开发者也可以开发自己的支付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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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权限

3.3.1 后台权限

3.3.1.1 后台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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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后台菜单进行删除修改，按自己的操作习惯来布局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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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角色权限

角色权限是针对后台管理员的管理权限划分。

管理者：可以管理全部内容，审核内容。

投稿者：只能看到自己账号的内容，不能审核内容。

3.3.1.3 角色账号

管理全部后台管理员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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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 审核流程

审核流程是用于管理前端用户的投稿审核流程，最多支持 9 级流程，当最后一个审核通过

才能最终显示。

用户投稿成功后，在修改时进入审核流程时，不会影响原来已审核通过的本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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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用户权限

3.3.2.1 用户菜单

针对用户中心的菜单设置。

可以让不同用户组的成员显示不一样的菜单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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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内容权限

设置用户访问权限和投稿权限。

可以设置栏目的投稿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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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用户组权限

设置用户的系列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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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内容

3.4.1 内容管理

3.4.1.1 模块内容管理

管理和发布模块内容、评论数据管理。

内容多模式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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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发布界面：

发布界面的字段选项都可以由用户在后台直接创建自定义字段，方便对内容的扩展。



55

3.4.1.2 栏目管理

多元化栏目管理模式，支持栏目自定义字段和模型字段。

3.4.1.3 静态生成

一键静态生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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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 内容维护

对模块内容的关键词提取和缩略图提取。



57

快速对模块内容字段进行批量替换操作。

3.4.2 内容审核

3.4.2.1 模块内容审核

对前端用户投稿的审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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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评论审核

评论审核。

3.5 界面

3.5.1 模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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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脑和手机模板进行管理，支持在线创建目录和可视化编辑代码。

高亮编辑模式，支持语法错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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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视化编辑模板时可以实时备份文件。



61

3.5.2 风格管理

对网站风格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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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用户

3.6.1 用户管理

3.6.1.1 用户管理

管理全站注册用户。

批量注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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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用户资料：

3.6.1.2 用户组管理

每个账号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用户组。

用户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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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组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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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 站内消息

提供后台发送站内消息：

支持针对单个用户、批量用户、具体用户组发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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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4 授权账号管理

第三方快捷登陆授权管理。

3.6.2 审核管理

3.6.2.1 用户注册审核

管理前台注册用户，批量审核用户。

3.6.2.2 用户组申请审核

前台用户申请用户组的审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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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财务

3.7.1 财务流水

记录全站交易流水信息。

3.7.2 转账记录

用户采用转账方式购买时，这里记录转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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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上门收款

用户采用上门收款方式购买时，这里记录转账数据。

当后台开启了上门收款服务后，用户在用户中心提交付款信息，选择”上门收款“

然后输入上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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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到后台处理，平台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收款，收款之后再到后台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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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虚拟金币

虚拟金币是账户的虚拟资产，后台可以为他单独命名，例如 S 币、A 币等

获取渠道：登录奖励、发文奖励、评论奖励、充值虚拟金币、人民币兑换虚拟金币等

消费渠道：发文扣减、二次开发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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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升级经验

升级经验值是账户的升级单位，后台可以为他单独命名，例如 Z 值、A 值等

获取渠道：登录奖励、发文奖励、评论奖励、二次开发自己写的方法等

经验值的用途：经验值不能消费，只能用于账号的自动升级模式，当账号所属用户组设置了

升级方式为经验值的方式，那么当经验值达到指定数量时账号就自动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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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用户充值

充值可以分为：虚拟金币和人民币两种模式

充值金额可以为正数，就是增加金额；负数就是减少

3.8 插件

3.8.1 应用管理

管理本地安装的应用插件，安装卸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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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联动菜单

联动菜单作为上级下级的关系显示，例如作为地区、行业、类型等。

系统内置了行政区域的联动菜单数据：

3.8.3 任务队列

任务队列是将任务添加到队列中依次异步执行，防止程序堵塞卡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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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附件管理

管理用户上传的全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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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服务

3.9.1 服务工单

用于在线提交售后工单的入口。

3.9.2 应用商城

这里可以从官方应用市场中下载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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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版本升级

CMS 系统和应用插件的版本升级管理。

四、二次开发

4.1 Codeigniter 框架

CodeIgniter 是一个轻量级、快速、灵活和安全的 PHP 全栈 Web 框架，国际主流开发框

架。

CodeIgniter 是一个完整的重写，将质量和代码带入一个更现代的版本，同时仍然保持着

许多完整的东西。

4.2 应用插件机制

CI 框架采用多个 Module 作为 App 应用，迅睿 CMS 继续沿用此设计模式，并且支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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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插件化。

插件目录结构：dayrui/App/***/。

插件支持独立运行。

插件内部结构遵循 CI 框架 App 规则。

4.3 自定义 CI 扩展类

迅睿 CMS 在不破坏 CI 框架本身的情况下，进行了扩展 CI 自带的类库。

重写 CI 错误异常显示类，中国化。

重写路由类，符合国内建站程序的 URL 结构，如：c=控制器&m=方法名&id=参数。

重写安全类，强化过滤非法字符串。

4.4 万能 Table 类

迅睿 CMS 为开发者准备了万能的 Table 类，此类用于对数据表的增删改查操作，只需要配

置文件，逻辑功能由 CMS 来帮你完成。

支持任意表数据展示。

多表联合查询。

自定义字段格式入库规则。

4.5 兼容 ThinkPhp 语法

迅睿 CMS 支持接入 ThinkPHP6 框架语法，开发者可以使用 ThinkPHP6 的操作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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