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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蜂巢云站”是天助网 2018 年推出的单品网站集群系统，群建群控管理 10 个或以上独立单

品网站，每一个网站都是专业的 PC+触屏版双模企业网站，群策群力实现精准关键词直达网站，

全网搜索引擎霸屏，通过聚合流量，打通交易旗舰店，让客户在原有易站通推广效果上再提升

3 倍。

开启蜂巢云站

登录易站通，进入易站通后台，网站引流——蜂巢云站，就可以进入蜂巢云站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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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群管理

1.1 站群管理

进入站群管理，看到几个数字，解释一下概念：

1）您共授权的网站总数：这个是您能制作的网站数量（授权数量请联系本地服务商购买）；

2）开通数量：已经创建的网站个数；

3）完成并上线网站数量：已经制作完整并绑定好域名的网站个数。

1.2 创建网站

点击创建网站，输入网站名称，选择网站分组，选择网站业务属性（产品类和服务类），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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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建分组

点击创建分组，输入分组名称，点击确定。

二、前后缀适配

2.1 地域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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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地址前缀，选择全部网站设置进入地域设置界面，选择对应的省份、市、区/县并勾选点击

确定导入。也可以单个录入添加，这样全部网站都调用。若需对单个网站进行地域设置，点击

该网站进入地址设置同样操作即可。

特别提醒：地域设置总数不超过 50 个，最少 10 个。

2.2 组合后缀

点击组合后缀，选择全部网站设置进入组合后缀设置界面，选择公司所对应的后缀并勾选上。

也可以自定义录入添加（后期不需要可以删除），然后点击确定这样全部网站都调用。若需对

单个网站进行后缀设置，点击该网站进入组合后缀设置同样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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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后缀设置总数不超过 30 个，最少 10 个。

2.3 公司属性

点击公司属性，选择全局网站进入公司属性设置界面，选择公司所对应的属性并勾选上。也可

以自定义录入添加（后期不需要可以删除），然后点击确定这样全部网站都调用。若需对单个

网站进行公司属性设置，点击该网站进入公司属性设置同样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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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公司属性设置总数不超过 30 个，最少 5 个。

2.4 业务模式

业务模式，选择全局网站进入业务模式设置界面，选择公司所对应的业务模式并勾选上。也可

以自定义录入添加（后期不需要可以删除），然后点击确定这样全部网站都调用。若需对单个

网站进行业务模式设置，点击该网站进入业务模式设置同样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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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业务模式设置总数不超过 30 个，最少 10 个。

三、关键词定位

3.1 定位总览

点击关键词定位，进入定位总览界面，可以查看所有网站关键词设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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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词设置

3.2.1 精准词设置

设置网站关键词点击该网站，进入关键词设置界面，每个网站可以设置 3 个精准词，录入精准

词（精准词前面可以带地域，没有就不填），录入完整后进行难度评估，难度较高的建议更换

精准词，录入完成后点击保存。

3.2.2 长尾词设置

长尾词设置首先添加整站素材库匹配，点击添加匹配，匹配对应的素材库，然后选

择对应的英雄帖，再点击图片库，选择要设置的长尾词对应的图片素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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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这些设置完成后，就可以进行长尾词添加，若需要显示地区，点亮长尾词后面

的点亮地图图标。

添加好长尾词后，进行长尾词的扩展词设置，点击匹配扩展词进入扩展词设置界面，

选择对应的的素材库，如需单独显示图片可以点击选择对应的图片库。扩展词可进

行系统挖掘点击批量挖词即可，不需系统挖掘就自己录入然后点击单个添加，也可

以通过后缀组合进行长尾词单个匹配添加。这些都选择后点击确定然后返回长尾词

界面点击保存即完成长尾词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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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1、每个网站添加 3 个精准词作为首页优化的关键词。三个精准词需要相互包

含或者相关性很强，并由难到易排列；

2、每个网站可围绕精准词创建最多 20 个长尾词(最少 10 个)，每个长尾词又最多可创建

10 个长尾词扩展（最少 5 个）；

3、非特殊情况，所有关键词不要包含地域，因为系统有自动的地域优化机制，会自动将

关键词与地域进组合并完成优化。如果需要关键词包含地域的情况，需要在录入关键词时进行

地域标注；

4、网站内容由素材库的素材内容随机组合产生，单个整站可匹配多个素材库，每个长尾

词组还可以单独匹配一个素材库。 如长尾词不匹配，系统将调用网站匹配的素材库，素材组合

会在匹配的多个素材库之间跨库组合，另外，所匹配的多个素材库的素材总数不能少于 20 个，

建议总量在 50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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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模板设置

点击模板设置，然后选择开通的网站点击进入模板选择界面，分别选择好 pc 和手机模板。

五 高级定制（非专业人员请勿操作）

1、高级定制功能可以使网站更加美观、更有利于优化引流和访客转化；

2、高级定制功能主要是对网站页面进行深度设置，涉及专业美工、图片处理、 网

页代码等，如果您具备相关专业能力，可自行并谨慎操作，如果设置错误 也可以

按操作提示进行清空或恢复到模板默认状态；

3、如果您不具备相关专业能力。我们强烈建议您联系我们本地服务商的专业人 员

进行一对一的定制服务。

4、一对一定制服务是需要额外收取服务费用。具体价格在您联系我们本地服务 商

时，我们会根据您的相关定制要求进行报价。

5、为了确保网站打开速度更快，更有利于优化，所有图片均不可超过 200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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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首页轮播图

上传网站首页广告图，点击全部网站设置就所有网站调用，点击分组设置就对应组调用，点击

该网站就只针对网站调用。然后进入设置界面上传图片添加即可（尺寸：1900 * 400，最多上

传 3 张，单张大小不超过 200KB，我们提供素材可下载设置）

5.2 说服力图片

首页个性化添加，点击说服力图片，点击全部网站设置就设置所有网站，点击分组设置就对应

组调用，点击该网站就只针对网站调用。进入设计界面，纯图片设置做好图片直接上传即可，

图文混编需要自己做好排版然后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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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栏目定制

栏目定制是进行栏目自定义设置，需设置那个网站点击该网站的设置

然后进入设置界面，要修改栏目名称就录入文字然后点击修改；若需栏目跳转就录入跳转地址；

增加一级栏目就点击首页后面的新增一级菜单；增加子栏目就点击对应栏目后面的新增二级菜

单；栏目排序修改栏目前面的数值，数字越大排在越后。整站跳转就是跳转其他网址但不建议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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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内容定制

5.4.1 定制栏目内容

就是对新添加的栏目进行内容添加，在编辑器录入资料后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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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定制公司介绍

定制公司介绍是只针对公司介绍进行个性化的设置，分显示模板+定制和只显示定制添加两种，

在编辑器录入完成资料后点击保存即可。

5.5 css 自定义

系统把整站 css 默认导入设置界面，需要修改那个网站就点击该网站进入设置界面，设计师在

代码里找到对应的 css 进行 css 内容就行，不用修改 css 名称；修改后记得把恢复模板 css 勾

选去掉然后再保存，如果不小心修改错误了点击恢复到模板 css 再进行修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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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js 加载

js 加载是针对需要特殊效果而设置的，操作步骤也是全局、分组、单站的顺序，进入内容添加

界面分为首页和内页以及 pc 版和手机版，把你做好的 js 添加在内容里保存即可。

5.7 LOGO 定制

LOGO 定制操作步骤也是全局、分组、单站的顺序，点击进入 LOGO 添加界面，把做好的 LOGO

图片直接选择上传，底部二维码同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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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地图定制

地图定制也是分全局、分组、单站的顺序，要设置那个就点击对应进入地图添加界面，录入公

司名、电话、地址以及地图坐标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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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定制也是分全局、分组、单站的顺序，要设置那个就点击对应进入联系方式内容添加

界面。可分别添加图片方式和纯文字方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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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微名片头像

微名片头像添加也是分全局、分组、单站的顺序，要设置那个就点击对应进入添加联系人、职

业及图标。

5.11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添加点击需要添加的网站进入，选择手动链接，然后点击添加外链录入名称和网址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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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文件柜

文件柜是系统单独提供 100M 的空间供你添加单个文件大于 200kb 设置的，只需点击文件柜

进入界面上传文件，获取链接调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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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域名绑定

点击域名绑定，然后选择开通的网站点击进入域名绑定界面，域名已经备案好就选择国内

线路，录入主域名绑定，获取解析地址，域名解析到改地址；域名未备案选择国外线路，同理

绑定主域名获取解析地址然后解析；若不想放我们服务器也可以选择自购虚拟主机然后同理操

作。

七 站群监测

进入站群监测界面，可以看到所有网站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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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更新缓存

网站改版或修改完成，网站需更新缓存，点击进入更新缓存界面，可以对全部网站更新缓

存，可以单个网站更新缓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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