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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系统概述 

    微入口是企业面向手机用户汇集展示各种官方移动应用的统一入口。将各种官方应用

汇集展示，手机用户一览无余！微入口将提升企业推广移动应用效果作为核心价值定位，后

台操作简单，及时修改设置，实时生效。企业可快速制作并发布，进而开展推广！ 

其表现方式为经过企业后台添加设置而成的,便于手机浏览的页面，手机用户到达该页面后，

即可前往/浏览/查阅相应企业移动应用。微入口目前支持手机用户下载企业APP、查阅官方

微信公众账号信息、前往微博页面、前往移动电商/轻应用/WAP /场景/地图位置/手机版网

站页面、拨打电话等功能效果。 

1.2 设置流程 

    注册信息名址、[.手机]域名均可匹配微入口；登录信息名址、[.手机]域名管理后台即可

启用设置微入口（提示：微入口是匹配服务暂不支持单独购买） 

 

1.3 产品结构 

     微入口分为后台设置管理和手机展示页面，后台设置管理主要分为背景、图片、文本、

栏目组件、标题栏、底部落款设置手机展示页面是根据后台设置的布局进行展示。本文主要

对后台设置做详细介绍。 



 

2.使用说明 

  

2.1 微入口后台功能详述 

    微入口后台界面罗列了企业各类移动应用管理平台入口链接，企业管理员登录后，可

自由添加相应移动应用，进而实现各类移动应用统一管理；若有版本、链接地址等变更，可

随时进行修改；也可根据重要程度进行调整界面布局；及时修改设置，实时生效。  

2.2 登录微入口平台 

企业登录微平台之后，点击【微入口】进入微入口平台（如图）  

  

 

2.2 微入口制作 

  2.2.1 选择模版 

        微入口制作首先选择模版，系统将根据企业分类、风格提供多种模版 



 

功能说明： 

a.   用户若是首次进入微入口，必须选择模版，方便进行快速制作 

b.   模版分为行业和风格 2 大类 

c.   不同的模版有栏目的数量限制，用户可根据入口数量选择合适模版 

  2.2.2 微入口制作界面 

        选择完模版后进入微入口的编辑界面，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编辑设置，用户

可以对栏目组件进行位置移动和大小变改，可替换栏目模板里的文字以及图标和设置应用指

向，从而快速完成一个微入口界面 



 

功能说明：  

a.   进入编辑界面后可自由添加、删除、编辑应用组件 

  2.2.3 应用组件  

      光标划过“应用组件”，点击可查看该分类下的所有应用组件，选择要添加的应用组

件后，可在右侧界面设置、动画和跳转页面中修改应用组件标题、图标、动画和应用指向等 

 

例如添加【助力互动】中的【商品促销】组件 



 

功能说明： 

a. 右侧设置栏界面设置中可以设置促销标题，大小、样式、背景和商家电话等 

b. 也可在动画中设置【商品促销】应用组件的出场动画、时间和次数 

c. 在商品设置中添加和编辑商品信息，删除商品，移动商品顺序，预览界面等 

d. 每个应用组件需要填写的内容不同，请认真核对填写 

e. 商品促销中的订单将在平台登录后的的【订单管理】中展示 

f. 其他活动的数据可在平台登录后的【活动中心】查看，如报名，投票，红包等 

g. 添加【留言】应用组件，可在平台登录后的【消息中心】可以看到所有留言 



 

2.2.4 栏目管理 

光标划过“栏目管理”，可以编辑或删除添加的应用组件 

 

也可以增加下级界面，首先在弹出框中选择系统提供的下级模版，进而对选择的模版进

行编辑制作；选择【基本应用】中【添加子集】 



 

选择模版 

 

点击子集中应用组件的编辑按钮，进入下级页面制作                      



 

功能说明： 

a. 在基本应用中【添加子集】，选择下级栏目的模板 

b. 下级栏目界面可针对每个模版进行编辑设置（名称、图标、动画、跳转指向） 

c. 一个微入口可添加多个子级栏目 

2.2.5 应用组件编辑 

界面设置 



 

动画设置 

 

跳转页面设置 



 

功能说明： 

a. 可以对所有应用组件进行位置移动和大小变改 

b. 选择每个应用组件，在右侧设置栏中会出现该应用的编辑框，根据您的需要去填写和修

改 

c. 在界面设置中可编辑应用名称、图标、背景、位置和尺寸 

d. 在动画中可设置应用组件出现时的动画效果和时间、次数等 

e.  在跳转页面中可改变指向类型，设置指向内容 

 2.2.6 添加背景 



 

        

功能说明： 

a. 添加背景：点击上方组件栏中的【背景】组件或手机右侧的【背景】，上传背景图片，

就可自己的图片添加至背景图中，建议上传的图片尺寸大小为 640*1080 像素 

b. 更换背景：点击上方组件栏中的【背景】组件或者手机右侧的【背景】，点击背景库中

的图片或我的背景中的一个图片，背景就更换成功； 



c. 删除背景：点击手机右侧的【背景】处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当前背景；   

   

  2.2.7 添加图片 

 

         

 

 

功能说明： 

a.  新建图片：点击上方组件栏的【图片】按钮，可打开微入口图片库，其中包含系统图片

和自己上传的图片，选择图片即可将图片添加到页面中； 



b.  编辑图片：点击图片，可在右侧编辑区替换图片，也可拖动图片改变大小 

c.  设置动画：在右侧编辑区，可设置图片动画，让微入口更加绚丽 

d. 添加的图片也可作为后面【图片集】轮播的图片 

  2.2.8 添加图集 

图集中可添加多张照片，所有照片将依次轮流播放 

 
 

 

功能说明： 



a. 新建图集：点击组件栏上方的【图集】按钮，可以选择多张系统图片或自己上传过的图

片，做成图集 

b. 编辑图集：点击图集，在右侧编辑区可添加或删除图集中的图片，选择播放时间和动画，

也可拖动图集改变图集框大小和尺寸。 

   2.2.9 添加文本 

在模板中的随处都可以添加文本，解释说明内容 

 

 



功能说明： 

a.  新建文本：点击组件栏上方的【文本】组件，可以在页面添加一个文本； 

b.  文本编辑：在右侧设置栏中可编辑文本的内容、颜色、字体样式，设置文本框的位置、

尺寸和链接，也可选择文本框出现时的动画，拖动文本框也可改变文本框的大小； 

c. 删除文本：点击手机编辑栏中的文本框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 

2.2.10 添加艺术字 

 

功能说明： 

a.  新建艺术字：点击组件栏上方的【艺术字】组件，可以在页面添加一个艺术字； 

b.  艺术字编辑：在右侧设置栏中可编辑艺术字的内容、颜色、字体样式，设置艺术字的

位置、尺寸和链接，也可选择艺术字出现时的动画，鼠标拖动也可改变艺术字的大小； 

c. 删除艺术字：点击手机编辑栏中的艺术字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 

 2.2.11 添加分割线 



 

功能说明： 

新建、编辑和删除分割线的功能均和文本、艺术字一样，都可添加多个 

   2.2.12 添加视频 

可在模板中加入视频，按照图所示，添加视频地址即可 

 

功能说明：右侧编辑栏中可添加视频，设置视频大小和出场动画 



2.2.13 添加标题栏 

功能说明： 

a. 一个微入口只可添加一个标题栏，点击组件栏上方的【标题栏】添加 

b. 右侧可设置标题栏中的文本颜色和大小、上传 LOGO 图、选择纯色背景或上传背景图片，

设置出场动画，也可通过鼠标拖动改变 LOGO 和标题的位置 

   2.2.14 底部落款 

 



功能说明： 

a. 一个微入口只可添加一个底部落款，点击组件栏上方的【底部落款】添加 

b. 右侧可设置底部落款中的文本和颜色，底部背景，设置出场动画 

2.2.15 更换模版 

 
     

功能说明： 

a. 点击上方组件栏的【更换模版】按钮，在页面中弹出模版选择层，您可选择新的模板进

行编辑 

b. 更换模板以后，对于原来模板中所有修改和添加内容将不存在，所以切换模版时一定要

慎重操作      

  2.2.16 保存发布 



 

 

 

  功能说明： 

a. 修改内容不发布时，请点击保存后再退出 

b. 直接点击发布，内容将自动保存，发布成功后，保存新的二维码和链接，方便以后查

看 



c. 可以设置分享时的主题、描述和图标，上传 300*300 图片即可，也可设置用于手机

浏览时分享图标的颜色和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