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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编写目的

本《快速排名系统 OEM 使用文档》是针对牛一推 OEM 客户使用的，旨在帮助 OEM 客户

快速了解熟悉操作使用本系统。

2 系统简介

《快速排名系统》是由站擎（深圳）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独立自主设计研发的快排系

统，是在智能化搜索引擎排名查询系统《牛一推》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专注网站建设

与网络推广，致力于互联网发展，旨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快速提升网站排名和产品

知名度。本系统包括管理中心、关键词管理、客户消费、财务管理、系统管理、账户管理

六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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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3 管理中心

3.1 信息展示

登录快速排名系统，展示的是管理中心页面，如下图：

1：客户今日预计消费 2：客户昨日消费

3：客户本月总消费 4：客户上月总消费

5：OEM 今日预计消费 6：OEM 昨日消费

7：OEM 本月消费 8：OEM 上月消费

9：本月新增关键词 10：关键词总数

11：当前达标数量 12：达标率

13：本月新增会员数量 14：会员总数

15：会员总充值 16：未消费余额

17：本月新增 OEM 数量 18：OEM 总数

19：OEM 总充值 20：未消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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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键词管理

4.1 添加关键词

先要在“系统管理”栏下的“会员列表”新增会员，OEM 在添加关键词页面添加“关

键词”，输入用户名，在 1号输入框填写域名（一个或多个，多个域名则与关键词行行对

应），在 2号输入框输入想要添加的“关键词”，在“提交”按钮上方勾选搜索引擎类型。

补充：在客户端模式下有”自定义添加关键词”和“自动检测添加关键词”两种方式。

输入关键词点击“提交”按钮后，系统检测完成，点击页面“下单”按钮进行关键词

添加。如下图：

4.2 关键词列表

关键词列表显示关键词相关信息，可以查看关键词类型、关键词、网址、指数、始排、

新排、达排、变化、单价、消费天数、总消费、添加时间、更新时间、站点状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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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 管理员可以在输入框内输入“关键词”和“用户名”，选择业务类型对“关键词”进

行搜索、导出结果和批量改价操作。也可对关键词进行“清除”操作，如下图：

4.3 关键词转移

关键词转移，OEM 管理员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转出用户名”和“转入用户名”进行

用户间关键词转移操作，可以自定义转移词数。如下图：

4.4 已删关键词

已删关键词列表显示已经失效的“关键词”信息，OEM 管理员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关

键词”和“用户名”进行搜索查看详情信息，可对其进行“批量开启”和“批量删除”操

作。如下图：

5 新站管理

5.1 添加网站

OEM 在添加网站栏目添加“网站、关键词”，在 1号输入框填写“用户名”，在 2号输

入框输入想要添加的“域名”，比如“www.xxx.com”,在 3 号输入框输入想要添加的“关

键词”（一个网址至少添加六个关键词，关键词一行一个），类型选择你做的词是百度 PC

或移动端，操作完点提交。



7

5.2 网站列表

在网站列表可以查看会员、类型、网址、添加时间、词量，OEM 管理员可以在输入框

内输入“网址”和“会员名”，选择类型，进行搜索查看详情信息，如下图：

5.3 新站关键词列表

关键词列表显示关键词相关信息，可以查看关键词类型、关键词、网址、指数、始排、

新排、达排、变化、单价、消费天数、总消费、添加时间、更新时间、站点状态、查看。

OEM 管理员可以在输入框内输入“关键词”和“用户名”，选择业务类型对“关键词”进

行搜索、导出结果和批量改价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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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已删关键词

已删关键词列表显示已经失效的“关键词”信息，OEM 管理员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关

键词”和“用户名”进行搜索查看详情信息，可对其进行“批量恢复”和“批量删除”操

作。（“批量恢复”需开通权限才可使用）如下图：

6 整站管理

6.1 添加网站

OEM 在添加网站页面添加“网站”，在 1号输入框填写“用户名”，在 2号输入框输入

想要添加的“域名”，比如“www.xxx.com”，提交词的类型有“自定义”、“混合”或默认

“否”，操作完点提交。如下图：

6.2 网站列表

在网站列表可以查看会员添加的网址，点击“操作”里“增加关键词”添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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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键词列表

关键词列表显示关键词相关信息，可以查看关键词类型、关键词、网址查看。OEM 管

理员可以在输入框内输入“关键词”和“用户名”，选择类型进行搜索，如下图：

7 客户消费

7.1 消费记录

消费记录页面显示用户消费数据,OEM 管理员可选择“关键词”、“用户名”、“日期”搜

索查看具体排名详情。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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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财务管理

8.1 待处理充值

搜索框输入用户名，搜索待处理充值用户信息。

8.2 会员余额管理

搜索框输入用户名，搜索查看会员余额。

8.3 OEM 余额管理

搜索框输入 OEM 用户名，搜索查看 OEM 余额。

8.4 会员充值记录

会员充值记录页面显示会员充值金额数据，OEM 管理员可在输入框中输入“用户名”

搜索查看会员充值情况，也可点击右上角“会员充值”按钮为会员充值。成功充值后，同

时客户端在“财务管理”栏下的“充值中心”可看到充值信息，如下图：

注：会员账户充值两种充值方式

第一种：在 OEM 管理后台手动给下级会员充值，输入会员用户名和对应充值金额充值即可

完成操作，推荐 OEM 常用；

第二种：要求 OEM 绑定的域名有备案，且 OEM 有企业支付宝账户并已开通网页支付功能，

在 OEM 管理账户的“基本资料”中绑定对应的秘钥，会员即可自己在线充值。详见 10.1

和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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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OEM 充值记录

OEM 充值记录页面显示 OEM 充值金额数据，管理员可在输入框中输入“OEM 用户名”

搜索查看充值情况。

9 系统管理

9.1 会员列表

会员列表页面显示 OEM 管理下的所有会员信息，OEM 管理员可在输入框中输入“用户

名”搜索查看会员信息，在操作栏对会员进行编辑操作，可点击右上角“新增会员”按

钮添加会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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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OEM 列表

快排 OEM 新增业务，OEM 可开 OEM，需要提供相关的绑定域名和购买服务器空间，此

域名和空间为 OEM 独有，由于此系统技术属本公司核心技术，此业务需上报领导后安排本

公司技术人员操作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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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价格列表

价格列表页面显示“关键词”等级（针对不同客户定义不同的价格等级体系）、类型

（定义关键词 PC 端和手机移动端等的类型）、指数（关键词指数）和对应的价格信息，OEM

管理可点击右上角“新增价格”按钮添加关键词等级和价格。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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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页面设置

页面设置界面可对客户端登录页、注册页、内页进行编辑设置，在 1号栏中输入客户

端登录页样式控制代码，2号栏输入客户端注册页样式控制代码，3号栏输入客户端内页

样式控制代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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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账户管理

10.1 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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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页面填写 OEM 管理的账户信息，包括联系人、手机号码、QQ、域名、支付宝

账号、支付宝合作 ID、支付宝秘钥等信息，“短信签名”可不填写。如下图：

10.2 我的消费

我的消费页面显示消费详情，包括今日当前消费、昨日消费、上月总消费、账户余额、

本月新增关键词、关键词总数、当前达标数量、达标率以及消费趋势图和关键词达标趋势

图。注：点击“我的消费”跳转到 OEM 账户新窗口显示账户信息，在此界面的“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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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栏可进行“在线充值”操作，返回 OEM 管理账户点击右上角账号下拉选项“账号信息”

返回。如下图：

10.3 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页面对 OEM 管理密码进行修改编辑，忘记密码可联系管理员帮忙找回。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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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在线支付获取秘钥

企业支付宝秘钥获取（必须是老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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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退出系统

退出当前快速排名系统。

牛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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