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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介绍了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的基础知识、电子商务网站的基本

建站、技术及电子商务网站后期维护等内容。全书采用项目化、任务

驱动模式编写，从企业实际案例出发，通过真实的操作展示来归纳总

结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维护的相关技术与步骤。所选案例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从静态网站到动态网站，从简单网站到综合性网站，突出

了“以建站流程为主线，以技能应用为核心”的特点。书中的每一个

项目都精心设计了项目实训模块，有利于教师指导学生实训的开展，

并通过对每个项目的重点和难点训练，帮助读者掌握电子商务网站开

发的基本过程和方法。 

本书可作为应用型中高职院校电子商务、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学生

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还可供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和开发人员参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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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应用得到了快速发

展。现在，电子商务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有形产品到无形服务，从

国内到跨境，从城市到农村，交易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

感受到电子商务的冲击，也意识到开展电子商务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从企

业到个人，都在积极探索电子商务的发展之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电子商务比发达国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可以更好地解决落后地区传统商业设施不足带来的问题，有助于解决农业生产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卖难问题，所以电子商务对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村意义更为

突显。近年来，中央部委和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积极推

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并制定“互联网+”行动计

划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传统企业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减少流通成本、激励创

业、扩大就业，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创新

和创业热潮。 

一个新兴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人才不足的问

题也日益凸显，对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十分重视

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政策及资金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于职

业教育而言，如何科学分析职业岗位及其技能的需求，如何通过科学地设置课程

体系和实践环节，通过与企业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是各级职业院校面

临的重要课题。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求任课教师积极参与企业的实践环节，掌

握实际的操作技能；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来吸引有丰富实战经验同时

又乐于分享的行业精英参与教学实践。现在，各地也总结了一些校企合作的经验，

结合各自的特色来选择设计有效的模式。 

人才培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材，一本好的教材对授课教师和学生都十

分有帮助。然而，电子商务的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和新模式不断推出，给电子

商务的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作为基于互联网产生的电子商务，其教学方式也

应借助互联网，通过网络来完善传统纸质教材的不足，为教师提供不断更新的教

学资源，为学生提供随时出现的创新实践案例。因此，教材的范围会从纸质扩展

到电子，从现实扩展到虚拟空间，组成一个立体的教学资源。 

本系列教材是在深入分析我国电子商务的实践和企业运营实践的基础上，针

对电子商务岗位需求和能力知识需求而设计的。把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通过

系统的模块设计来实现。重视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通过动手实践来探索，实

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在结构安排上，本系列教材设置了“项目综述”“项目目

标”“项目任务”“任务情境”“任务分解”“合作实训”“项目总结”和“项

目检测”等栏目，培养学生的动手应用能力。另外，教材还配有教学资源包和专

业网站，为“立体化”教学提供支持。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为职业院校电子商务的教学提供了灵活、实用的教材。

相信本系列教材一定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职业学校教学的需要，为社会培养出更

多优秀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为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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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互联网中最重要也最具活力的应用，电子商务已渗透到各行各业中。越

来越多的传统企业选择了电子商务，企业因为电子商务的介入而改变了组织结构

和运作方式，提升了集约化管理程度，因此实现高效经营。电子商务网站，尤其

是营销型网站，作为企业的窗口，不仅能够实现产品的展示和企业形象的宣传，

而且通过网站在线交易，还能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拓宽发展空间，提高企业内

部的生产、管理和服务水平。“网站建设与维护”是电子商务专业的核心技术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如何规划网站、建设网站与管理维护网站等

相关知识和技能，从而为将来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电子商务网站构建与维护

等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书采用项目化、任务驱动模式编写，每个项目都由若干实际案例支撑。全

书遵循“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的教改方向和

“理论够用、注重应用、任务驱动”的原则，注重对学生进行实际项目开发能力

的引导和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围绕网站开发，书中采用了大量典型案例，循序

渐进地介绍了电子商务网站开发过程中的方法和技巧。 

本书内容如下： 

项目 1 体验电子商务网站，主要体验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体验电子

商务网上购物及电子商务网站布局风格体验。 

    项目 2 快速建站介绍注册域名、选择企业建立网站方式、创建电子商务网

站。     

项目 3  在线购物商城首页介绍用表格布局网页、将图片切片转换成网页。  

项目 4  在线购物商城用户管理功能阐述创建用户数据库、会员登录功能、

会员注册功能、找回密码功能。 

    项目 5 在线购物商城商品管理功能主要是操作商品图片上传至临时文件

夹、商品图片上传至指定文件夹、存储图片至数据库、商品图片存放至数据库并

在网页上显示、在线商城商品管理后台添加功能实现、在线商城商品管理后台删

除功能实现、在线商城商品管理后台添加功能实现。 

项目 6 在线购物商城产品的订购功能包括订单的统计、清空订单、收货人

信息录入界面、显示订单信息、生成订单、订单查询等。 

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借鉴并引用了大量相关资料和网站信息，在此深表感

谢。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指教。  

 

 

 

 

 

 

 

                                                         编 者 

                                                         2018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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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策划 

项目背景 

要建立一个好的电子商务网站，首先要了解电子商务网站，要了解电子商务

网站的分类、客户体验、网站的布局及组成。通过浏览、使用一些知名的商城网

站，分析成功的网站案例，规划与设计电子商务网站的功能与布局。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掌握电子商务网站的基础知识。 

   2.通过网上购物，体验电子商务网站的功能。 

   3.分析各大电子商务网站购成元素及网站布局风格，规划网站布局，。 

项目分解 

任务 1  了解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 

任务 2  分析电子商务网站的的功能 

任务 3  设计电子商务网站布局风格 

任务 1 了解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 

任务要求  

1.通过门户网站，了解常见的电子商务网站。 

2.浏览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 

知识点与技能  

1.能够搜索和进入电子商务网站。 

2.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 

任务准备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7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 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按电子商务活动的性质分类 

（1）电子事务 

①政府的电子事务——电子政务 

运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

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限制，建成一个精简、高效、廉洁、

公平的政府运作模式，以便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水

准的管理与服务。 

②教育的电子事务——电子教务 

电子教务是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学校教学管理事务。 

③军队的电子事务——电子军务 

将 Internet、局域网、城域网、卫星定位系统、光纤通信、卫星通信和 IT

技术与军事战略作战和后勤供给、武器研制购买等信息的接收、加工、传递、储

存、检索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电子军务系统。 

（2）电子贸易 

电子贸易包括网上销售、网上购物和网上交费等。 

2.按电子商务参加的主体分类 

①B2C（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②B2B（企业与企业之间） 

③B2G（企业与政府之间） 

④G2C（个人与政府之间） 

⑤C2C（消费者之间) 

电子商务的几种新模式：B2M（Business to Manager）、M2C（Manufacturers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8 

 

to Consumer）、BMC（Business-Medium-Consumer）、O2O（Online to Off line）、

S2C（S 即 Shop）、B2C2C（Business To Channel To Consumer，即企业——渠道

——消费者）、 B2E（厂商与电子商务）、 SNS-EC(社交电子商务 ) 、ABC

（Agents+Business+Consumer）、P2P（Peer to Peer）。 

3.按交易过程分类 

①交易前电子商务：为交易的准备工作 

②交易中电子商务：签约合同到履行之前 

③交易后电子商务：履行合同 

4.按电子商务交易的对象分类 

①有形商品电子商务 

②无形商品电子商务 

5.按商业活动的运作方式分类 

（1）完全电子商务 

指一个虚拟运作的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实现和完成完整交易的交易行为

和过程。 

（2）非完全电子商务 

指不能完全依靠电子商务方式实现和完成完整交易的交易行为和过程。 

6.按开展电子交易的信息网络范围分类 

（1）本地电子商务 

本地电子商务通常是指利用本城市内或本地区内的信息网络实现的电子商

务活动，电子交易的地域范围较小。 

（2）远程国内电子商务 

远程国内电子商务是指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的网上电子交易活动，其交易的地

域范围较大，对软硬件和技术要求较高，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商业电子化、自

动化，实现金融电子化，交易各方具备一定的电子商务知识、经济能力和技术能

力，并具有一定的管理水平和能力等。 

（3）全球电子商务 

全球电子商务是指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电子交易活动，参加电子交易各方

通过网络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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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使用网络的类型分类 

①基于专门增值网络的电子商务。 

②基于因特网（Internet）网络的电子商务。 

③基于 Intranet（企业内部网）网络的电子商务。 

任务实施  

活动 1  了解电子商务网站 

打开门户类网站（如 http://www.hao123.com），如图 1.1.1 所示，并查看

有哪些电子商务网站。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和商城分类分别如图 1.1.2和图

1.1.3所示。 

 

图 1.1.1 门户类网站首页 

电子商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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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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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商城分类 

活动 2  浏览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 

1.浏览 B2B电子商务网站 

阿里巴巴 http://www.1688.com/ 

http://www.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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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阿里巴巴网站首页 

阿里巴巴是由马云在 1999 年一手创立的企业对企业的网上贸易市场平台。

阿里巴巴树立了 B2B网站的标准规范，且最先启用免费模式，让会员大量进来之

后收取费用。阿里巴巴作为第三方平台，为企业提供在线交易，为买卖双方的企

业节约部分成本，也能让企业在价格合适时及时成交。企业通过在线商谈、在线

签单、在线支付等方式进行交易，实现在线采购和在线供货。 

B2B 网站分类方法对于网站的整体优化状况至关重要，因为分类目录不合理

将造成用户难以获取网站信息。B2B 网站一般具有供应信息、求购信息、产品库、

企业库等主要栏目。另外，不像 B2C 电商卖一件衣服那样，B2B网站上的商品价

格需要满足客户更多个性化的需求，我们常常看到 B2B产品的价格页面除了有特

定的套餐外，往往还有一个“可定制”套餐。 

2. 浏览 B2C电子商务网站 

   ①淘宝商城  http://www.tmall.co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8350.htm
http://www.t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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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天猫商城首页 

天猫原名淘宝商城（图 1.1.6），是淘宝网打造的再现 B2C 购物平台（B2C

是 Business to Customer 的缩写）。自 2008年 4月 10日建立淘宝商城以来，开

设众多品牌官方旗舰店，包括 kappa、Levi's、Esprit、Jackjones、乐扣、苏

泊尔、联想、惠普、迪士尼、优衣库等，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天猫对旗舰店的开

设者进行的资质认证，保证了网站进驻的企业店铺更加优质、可靠。 

B2C 网站需要具备以下的基础功能：企业能够通过网站上传商品图片，修改

价格、库存等；商品上传后能向用户展示商品信息；用户能使用会员系统管理自

己的订单，添加商品到购物车，收藏商品；点击购买后能够进入支付接口让会员

选择支付方式；支付完成后客服人员能够及时看到订单信息。 

 

②京东商城  http://www.j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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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京东商城首页 

 

京东商城是中国 B2C 市场最大的 3C 网购专业平台（图 1.1.7），京东商城凭

借快捷的配送服务，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③亚马逊 http://www.amazon.cn/ 

 

图 1.1.8  亚马逊首页 

 

亚马逊公司是一家财富 500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亚马逊提供的图书目录比全球任何一家书店的存书要多 15 倍以上。而实现

这一切既不需要庞大的建筑，又不需要众多的工作人员，亚马逊书店的 1600 名

员工人均销售额达 37.5 万美元，比全球最大的拥有 2.7 万名员工的 Barnes & 

Noble图书公司要高 3倍以上。这一切的实现，电子商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15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780/6672342.htm
http://www.amazon.cn/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780/66723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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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它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吸引顾客购买它的商品，同时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3.体验 C2C 电子商务网站 

淘宝网  http://www.baoboa.com 

相对淘宝商城而言，商城属于官方认证的商家，而淘宝网站卖家不被要求在

工商登记备案，个人卖家比较多，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C2C 平台。淘宝商城俗称

淘宝 B店；淘宝集市店俗称淘宝 C店。 

淘宝网在中国 C2C市场占据着绝对的份额。有数据显示，C2C市场中淘宝占

比达到了 96.5%。淘宝的壮大，是由 C店卖家的支撑为铺垫，超 800万的中小卖

家构建了淘宝商家生态的基石。淘宝网没有淘宝商城那样繁杂的认证过程，出售

的商品也不像淘宝商城那样专业统一，但是集市店铺商品种类众多，是目前淘宝

主要的消费门户。 

C2C 商城网站建设更加注重用户体验，用户体验不仅体现在商城网站视觉

上，也体现在内容页和分类页面的设计细节。

 

图 1.1.5  淘宝网首页 

任务拓展  

浏览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完成下表填写。 

网站名称 类型 开展了哪些电子商务活动 

http://www.baobo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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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

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

极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

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任务完成是否按老师所

提供的方法还是其它 

   

  是否掌握本任务内容  

是否能独立完成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任务 2  体验电子商务网上购物 

 

任务要求  

在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进行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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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技能 

①网站搜索引擎的使用。 

②商品分类方式的体验。 

③支付方式体验。 

④购物车的体验。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搜索引擎的功能 

搜索引擎是通过运行一个软件，该软件在网络上通过各种链接自动获得大量

的页面信息，并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归类整理，从而形成数据库，以备查询。这

样的站点（获得信息——整理建立数据库——提供查询）称之为“搜索引擎”。 

在电子商务网站，用户通过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商品的相关信息（即商品关键

字）就能够快速地找到所需商品。 

2.网站商品的分类 

商品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有 25万种以上。为了

方便消费者购买，加快商业部门组织商品流通，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须对众

多的商品进行科学分类。商品分类是指为了一定目的，选择适当的分类标志，将

商品集合总体科学地、系统地逐级划分为门类、大类、中类 、小类、品类以致

品种、花色、规格的过程。 

  （1）商品分类的基本原则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88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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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必须明确要分类的商品所包括的范围。 

②商品分类要从有利于商品生产、销售、经营习惯出发，最大限度地方便消

费者的需要，并保持商品分类上的科学性。 

③选择的分类依据要适当。 

④应具有科学的系统性。 

  （2）商品分类的层次 

    ①大类：体现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行业分工，如五金类、化工类、食品类、

水产类等。 

    ②中类（商品品类）：体现具有若干共同性质或特征的商品的总称，如食品

类商品又可分为蔬菜和水果、肉和肉制品、乳和乳制品、蛋和蛋制品等。 

③小类（商品品种）：对中类商品的进一步划分，体现具体的商品名称，如 

酒类商品分为白酒、啤酒、葡萄酒、果酒等。 

    ④商品细目：对商品品种的详细区分，包括商品的规格、花色、等级等，更

具体地体现商品的特征。 

以淘宝和亚马逊的商品分类为例加以说明，分别如图 1.2.1和图1.2.2所示。 

 

图 1.2.1  淘宝的商品分类 

 

http://baike.baidu.com/view/5161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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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亚马逊的商品分类 

 

3.第三方支付平台 

支付方式是指购物或消费需要付款形式的多种选择支付捷径；各个商家都有

不同的支付方式。 

4.客户服务 

网店客户服务是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提供给客户解答和售前售后的服务。 

任务实施 

活动  当当网网上购物体验 

①注册账号，用户登录，如图 1.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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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当当网注册界面 

②查找商品，查看商品信息，咨询商品信息，如图 1.2.4 所示。 

 

图 1.2.4  商品信息 

 

③将所选商品加入购物车，如图 1.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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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购物车 

 

④购买商品，填写购物地址等信息，支付货款，如图 1.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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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填写购物信息 

 

⑤查询物流信息，如图 1.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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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物流信息查询 

 

⑥收货确认，评价商品，如图 1.2.8所示。 

 

图 1.2.8  商品评价 

 

⑦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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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客户服务”→“帮助中心”，如图 1.2.9所示。 

 

图 1.2.9  帮助中心 

选择在线“小当当”，出现当当自助服务页，如图 1.2.10 所示。 

 

图 1.2.10  当当自助服务 

 

任务拓展  

体验不同类型电子商务网站的商品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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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

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

积极沟通并协助其他

成员共同完成学习任

务 

   

任务完成是否按老师

所提供方法还是其它 

   

是否掌握本任务内容  

是否能独立完成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任务 3  设计电子商务网站布局风格 

任务要求  

试从域名、网站风格、网站主要内容等方面比较不同的电子商务网站。 

知识点与技能 

> 能够通过浏览不同的电子商务网站，体验网站的布局结构。 

> 分析电子商务网站的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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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 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 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网站页面的布局 

通过网页布局有基本型（上下、上中下、左右、左中右）可以扩展出更多的

布局形式。如图 1.3.1为布局的四种基本型与十二种简单混合布局。 

 

图 1.3.1  网页布局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27 

 

 

图 1.3.2  美团的页面布局 

 

1号店的页面布局如图 1.3.3所示。 

 

图 1.3.3  1 号店的页面布局 

 

    2.电子商务网站的风格构成元素 

电子商务网站整体形象设计包括标准字、LOGO、标准色彩、广告语等。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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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包括版面、色彩、图像、动态效果、图标等风格设计，也包括banner、菜单、

标题、版权等模块设计。 

① LOGO 

LOGO 是徽标或商标的英文说法，起着对徽标拥有公司的识别和推广的作用，

通过形象的LOGO可以让消费者记住公司主体和品牌文化。网络中的LOGO徽标主要

是各个网站用来与其他网站链接的图形标志，代表一个网站或网站的一个板块。

LOGO的作用：1.媒介宣传，标志设计在更广阔的视觉领域内起到了宣传和树立品

牌的作用。2.保证信誉，品牌产品以质取信，商标是信誉的保证，给人以诚信之

感，通过logo，可以更迅速、准确地识别判断商品的质量高低。3.利于竞争。优

秀的logo具有个性鲜明、视觉冲击力强烈，便于识别和记忆的特点，有引导、促

进消费、产生美好联想的作用，利于在众多的商品中脱颖而出。 

②Banner（网幅图像广告） 

Banner 是以 GIF、JPG 等格式建立的图像文件，定位在网页中，大多用来表

现网络广告内容，同时还可使用 Java 等语言使其产生交互性，用 Shockwave 等

插件工具增强表现力。 

 

任务实施 
   活动  分析京东商城网站的布局结构 

①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京东商城网址（http:/www.jd.com）,进入

京东商城网站，如图1.3.4所示。 

②分析域名，京东商城的域名为京东的拼音缩写，用户便于记忆。 

③观察网站布局。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4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3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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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京东网首页 

 

④京东商城的LOGO和Banner，分别如图1.3.5和图1.3.6所示。 

 

图 1.3.5   京东商城的 LOGO图片 

 

 

图 1.3.6  京东商城的 Banner图片 

 

⑤有站内搜索引擎、用户和购物车，如图1.3.7所示。 

 

图 1.3.7  搜索引擎 

 

⑥商品分类及导航条，分别如图1.3.8和图1.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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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  京东商城商品分类 

 

图 1.3.9  导航条 

 

⑦网站咨询信息，如图1.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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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0  京东商城商品咨询 

 

⑧商品信息，如图1.3.11所示， 

 

图 1.3.11  京东商城商品信息 

 

⑨帮助信息，如图1.3.12所示。 

 

图 1.3.12  京东商城帮助信息 

 

⑩版本信息，如图1.3.13所示。 

 

图 1.3.13  京东商城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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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拓展  

查看三个以上的电子商务网站，分析网站域名、网站风格、网站主要内容等。 

  网站名称 布 局 构成元素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

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

成员积极沟通并

协助其他成员共

同完成学习任务 

   

任务完成是否按

老师所提供方法

还是其他 

   

是否掌握本任务

内容 

 

是否能独立完成

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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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  快速建站 

项目背景 

建立一个好的电子商务网站同运作一个好的剧团一样，剧团要想取得好的演

出效果，不仅要有好演员，还要有好的剧本、舞台、灯光和音响。电子商务网站

要想得到用户的青睐，就要从注册域名开始，选择有特色、能代表企业形象的域

名；选择适合企业需要的建站方法，配置好服务器等硬件设备，选择好适用的软

件平台，这样，企业就具备了网站建设的基本条件。 

学习目标 

    通过注册域名、主机、Dreamweaver 软件，建立一个简单的电子商务网站。 

项目分解 

任务 1 注册域名 

任务 2 选择企业建立网站的方式 

任务 3 创建电子商务网站 

 

任务 2  注册域名 

任务要求  

  1.了解域名的命名规则，确定网站的域名。 

  2.在网站上查询和注册域名。 

知识点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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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根据电子商务网站的类型、风格确定网站域名。 

  > 能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域名注册网站的特点，选择和注册企业域名。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 人 1 组成学习小组， 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

由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什么是域名 

 域名对网站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是网站的“商标”。 全球任何一

个Internet用户只要知道企业的域名，就可立即访问这个企业的网站，所以说，

域名又是企业在Internet 上的门牌号码。所谓域名，是指一种基于IP 地址的层

次化的主机命名方式，是一种用于解决IP 地址不易记忆的方法；域名体系使IP 

地址的使用更有秩序、更易管理，是比IP 地址更高级的地址形式。域名具有世

界唯一性，域名注册机构保证全球范围内没有重复的域名。 

2.域名的组成 

    一个完整的域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用英文的句号“.”

来分隔，例如域名：taobao.com, ai.taobao.com，其中第一个域名由二部分组

成，第二个域名由三部分组成。最后一个“.”的右边部分称为顶级域名或一级

域名（TLD），在上面的域名例子中，com是顶级域名，代表网站的类型为商业。

最后一个“.”左边部分称为二级域名（SLD），如域名taobao.com中taobao是二

级域名。二级域名的左边部分称为三级域名，如域名ai.taobao.com的ai是三级

域名。三级域名的左边部分称为四级域名，以此类推。如http://www.dangdang.com

从左到右分别是：传输协议、主机类型、主机名、二级域名、顶级域名。 

3.域名的命名规则 

    ①域名可以由若干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以及减号“－”组成，并由点号

“．”分隔成几层，每层最长不能超过26个字母，字母的大小写没有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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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选择简短、切题、易记的域名。 

    选择一个简短、切题、易记的域名是网站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域名往

往会给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阿里巴巴（http://www.1688.com/）的域名

采用的是纯数字域名，简单好记，无论用电话传达或信件传达都不易混乱。淘宝

网（taobao.com）以淘宝的汉语拼音为名，采用汉语拼音而不是英文，会更多赢

得那些英文不熟的访客的访问量。1号店的域名（http://www.yhd.com/）采用的

是拼音字母首字的缩写，简短易记。唯品会（http://www.vip.com/）采用的是

英文单词的缩写。此外，域名不宜太长，否则很难记忆，谁也不愿意去敲一个长

而难记的地址去访问。 

    ③选择与本公司密切相关的域名 

    一个好的域名应该与企业的性质、企业的名称、企业的商标及平时的企业宣

传一致，这样的域名易记易找，也能成为网络上的活广告，无形中宣传了企业的

形象，保护了企业的利益。例如，京东商城（http://www.jd.com）。 

 

任务实施 
   活动   为电子商务网站注册一个域名 

   ① 为自已的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一个合适的域名。 

   ② 通过搜索引擎查找域名注册网站。 

打开 IE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百度网址（www.baidu.com），在搜引擎中

输入“域名注册”，显示页面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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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域名注册网站 

    ③选择一个域名注册网站，了解网站提供的服务类型及域名注册价格等信

息，例如选择“万网”，如图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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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万网首页 

 

    ④注册域名。在查询栏中输入域名，查看域名是否被注册，若被注册，需重

新设计域名，如图 2.1.3所示。 

 

图 2.1.3  域名查询搜索引擎 

任务拓展 

为企业建立多个域名，并查看是否被注册，若被注册，如何收购？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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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

积极沟通并协助其他

成员共同完成学习任

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的

方法还是其他 

   

是否能独立完成该任

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任务 2  选择企业建立网站的方式 

任务要求  

   根据企业的特点，选择企业的建站方式。 

知识点与技能  

   > 了解企业建站的几种方式。 

   > 查看服务商网址，根据企业需求，选择合适的建站方式。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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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SP的选择 

（1）Internet 的接入方式 

企业网站接入Internet 可以有多种方式，目前国内主要采取以下3 种接入

方式。 

    ①专线接入：通过专门的线路将企业内部局域网接入到Internet。这里的专

线是指所有可以连接Internet的线路连接方式，包括DDN专线、帧中继及光纤等

形式。 

    ②服务器托管。将Web服务器放到电信局或其他提供这项服务的网络公司进

行托管，就是服务器托管方式。 

    ③虚拟主机。许多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不仅有充裕的网络带

宽，而且还有空余的磁盘空间，租用这部分空间，一般费用很低，有的甚至免费。 

租用空间也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不拥有独立的域名，空间的网络

地址只能是一串奇怪的URL；另一种方式是租用的空间可以拥有独立的域名，有

的甚至可以拥有独立的IP地址，这种方式又称作“虚拟主机”。“虚拟主机”是

专门进行建站服务的商家们主推的形式，也是中、小型企业在低投入情况下的一

种很好的选择。与服务器托管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可以节省购买服务器的开支，

同时也可以获得较高的访问速度。 

各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接入方式，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虚

拟主机的接入方式。企业无论采用哪种接入方式，都离不开ISP的帮助。 

（2）如何选择ISP 

ISP 是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的缩写，其意为Internet 的接入服务

提供商。每一个ISP 都有自己的服务器，且通过专门的线路24 小时不间断地连

接在Internet 上。需要进入Internet 时，只要通过与ISP 端的服务器连接，就

可与世界各地连接在Internet 上的计算机进行数据交换了。 

决定ISP 提供服务质量好坏的因素是专线带宽、中继线数量及数据流通时的

最高通信速率。 

① 专线带宽。专线带宽是指ISP的服务器与Internet连接时的专线数据传输

速率。因为所有的ISP用户在与ISP服务器连通之后，都使用这条专线，

所以专线的带宽越宽，用户的连线速度也就越快。国内大多数ISP都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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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HINANET的国际出口与Internet连接，它们所提供的专线带宽是指与

CHINANET连接专线的数据传输速率。 

    ②中继线数量。中继线的多少决定了该ISP可以同时支持的用户数。也就是

说如果该ISP有100条中继线就可以同时支持100个用户上网，有的ISP租用中继

线，而有的ISP是电信部门直接主办的。 

③最高通信速率。目前ADSL用户下行速度可达到14MB/s～25MB/s，最高上行

速度可达到409k～2.5M/s。移动上网下行速度可达18.75MB/s，上行速度可达

12.5MB/s。 

（3）ISP的收费 

收费及服务一直是各家ISP 所竞争的焦点。目前的收费方式基本上有三种：

主叫式计费方式、固定账户按实际使用时间收费和固定账户包月制。 

（4）建设网站所需费用的估算 

目前，在国内网站的建设和运作费用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①域名费用。注册域名后，每年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以持有该域名的使用权。 

    ②线路接入费用和合法IP地址费用。不同ISP、接入方式和速率下的费用有

差别，速率越高，月租费也越贵。 

    ③服务器硬件设备费用。如果是租赁专线自办网站，还需购置路由器、调制

解调器、防火墙等接入设备及配套软件，采用主机托管或虚拟主机则可免去这部

分的费用。 

    ④如果进行主机托管或租用虚拟主机，那么可能要支付托管费或主机空间租

用费。托管费一般按主机在托管机房所占空间大小（以U为单位，通常是指机架

单元）来计算，空间租用费则按所占主机硬盘空间大小（以MB 为单位）来计算。 

    ⑤系统软件费用。包括购置操作系统、Web 服务器软件及数据库软件等软件

的费用。 

    ⑥开发维护费用。软硬件平台搭建好之后，必须考虑具体的Web 页面设计、

编程和数据库开发以及后期的平台维护费用。网站的开发维护可以委托给专业的

网站制作商，费用可以一并算清。 

    ⑦网站的市场推广和经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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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活动   选择合适的建站方式 

   1.搜索服务器和虚拟主机提供商网址. 

   2.登入万网（http://www.net.cn/），查看服务器的类型、性能价格，如图2.2.1

所示。 

 

图 2.2.1  域名查询引擎 

 

    3.查看虚拟主机，对比不同类型虚拟主机的参数，根据企业情况进行选择，

如图2.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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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不同类型的虚拟主机 

任务拓展 

   对比不同服务商提供的主机和虚拟服务器的价格、性能、参数等信息。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

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

极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

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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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其他 

是否能独立完成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任务 3  创建电子商务网站 

任务要求  

    通过使用Dreamweaver工具，创建和管理站点，安装和设置IIS。 

知识点与技能  

    > 使用Dreamweaver CS5创建和管理站点。 

    > 能够安装和设置IIS。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 

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网站文件与文件夹名称规范 

    ① Windows NT 格式：扩展名应为3个字符。 

    ② UNIX格式：扩展名为4个字符。 

    ③ 不要用特殊字符命名：斜线（/）、减号（-）、反斜线（\）、加号（+）、

冒号（：）、英文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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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不要用数字命名。 

    ⑤ 不要用中文命名。 

    ⑥ 英文名称要用小写，不要用大写或大小写混用。 

    ⑦ 站点首页名称一般情况下要用index。 

    2.什么是II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简称IIS）是Windows系统提供的一种服务，

它包括WWW服务器、FTP服务器和SMTP服务器，是架设个人网站的首选。 

Microsoft IIS是允许在公共Intranet或Internet上发布信息的Web服务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通过使用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传输信息。还

可配置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以提供文件传输协议（FTP）和gopher服务。

FTP服务允许用户从Web节点或到Web节点传送文件。gopher服务为定位文档使用

菜单驱动协议。HTTP协议已经尽可能地代替了gopher协议。 

 

任务实施 

 

活动1  新建站点 

    站点能够更好地管理网站上的文件，尽可能地减少一些错误的出现，如路径、

链接等。使用“管理站点”向导搭建站点步骤如下： 

    ① 启动Dreamweaver CS5程序，在菜单栏中，选择“站点”→“管理站点”

菜单项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Internet%20Information%20Server&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WWW%E6%9C%8D%E5%8A%A1&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FTP%E6%9C%8D%E5%8A%A1%E5%99%A8&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AA%E4%BA%BA%E7%BD%91%E7%AB%99&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Internet%20Information%20Server&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B6%85%E6%96%87%E6%9C%AC%E4%BC%A0%E8%BE%93%E5%8D%8F%E8%AE%AE&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Internet%20Information%20Server&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96%87%E4%BB%B6%E4%BC%A0%E8%BE%93%E5%8D%8F%E8%AE%AE&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gopher&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gopher&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HTTP%E5%8D%8F%E8%AE%AE&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gopher&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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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Dreamweaver菜单栏 

    ② 弹出“管理站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单击“新建”按钮，如图2.3.2

所示。 

 

图 2.3.2  “管理站点”对话框 

 

    ③ 弹出“站点设置对象”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择“站点”选项卡，在“站

点名称”文本框中输入准备使用的名称，单击“本地站点文件夹”右侧的“浏览

文件夹”按钮，选择准备使用的站点文件夹，单击“选择”按钮，如图2.3.3所

示。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46 

 

 

图 2.3.3  “站点设置对象”对话框 

    ④在“管理站点”对话框中，显示刚刚新建的站点，单击“完成”按钮，结

束站点的设置，如图2.3.4所示。至此，一个站点就建立完成了。另外，还可对

站点进行编辑。 

 

图 2.3.4  “管理站点”对话框 

 

活动2  管理站点 

    1.打开站点 

    在运行Dreamweaver CS5之前，需要先打开新的站点，还可以单击文档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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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的“文件”面板中左边的下拉列表，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准备打开的

站点，单击即可打开相应的站点，如图2.3.5所示。 

 

图 2.3.5  文件面板 

 

    2.编辑站点 

    站点的一些参数和属性可根据需要进行改变，即站点的编辑，要编辑站点可

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①启动Dreamweaver CS5程序，在菜单栏中，选择“站点”→“管理站点”

菜单项。 

    ②弹出“管理站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单击“编辑”按钮。 

 

通过文件夹管理 

相应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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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  “管理站点”对话框、编辑命令 

 

    ③弹出“站点设置对象”对话框，如图2.3.7所示，单击展开“高级设置”

下拉按钮，其中包括编辑站点的相关信息，在其中可以进行相应的编辑。 

 

图 2.3.7  “站点设置对象”对话框 

 

    ④单击“保存”按钮，返回至“管理站点”对话框，单击“完成”按钮，即

可完成站点的编辑。 

    3.删除站点 

    ①启动Dreamweaver CS5程序，在菜单栏中，选择“站点”→“管理站点”

菜单项。 

② 弹出“管理站点”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删除”按钮。 

    ③弹出“Dreamweaver”对话框，单击“是”按钮，即可删除站点。 

    4.复制站点 

    ①启动Dreamweaver CS5程序，在菜单栏中，选择“站点”→“管理站点”

菜单项。 

    ②弹出“管理站点”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复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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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在“管理站点”列表框中，显示新建的站点，单击“完成”按钮，即可完

成对站点的复制。 

活动3  安装和配置IIS 

① 首先是安装IIS。打开控制面板，找到“程序”选项，单击，如图2.3.8所示。 

 

图 2.3.8 “控制面板”的“程序”选项 

 

   ②单击左侧“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如图 2.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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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  “卸载或更改程序”选项 

 

    ③找到“Internet信息服务”，按照图 2.3.10打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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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0  Windows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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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安装完成，如图 2.3.11所示。 

 

图 2.3.11  IIS安装界面 

 

    ④安装完成后，再回到控制面板中，找到“管理工具”选项，单击“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如图 2.3.12 所示。 

 

图 2.3.12  “开始程序”中的 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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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双击“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即可进入 IIS界面。如果需要

经常使用IIS，建议鼠标指到“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上，右键——发送到

——桌面快捷方式，这样就能从桌面进入 IIS，而不用每次都点控制面板。IIS界面如

图2.3.13所示。 

 

图 2.3.13  IIS界面 

 

    ⑥选中“Default Web Site”，双击中间的“ASP”，把“启用父路径”改为

“True”，如图 2.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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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4  更改“启用父路径”参数 

     ⑦配置站点。单击右侧“高级设置”按钮，如图 2.3.15 所示。 

 

 

图 2.3.15  配置站点设置 

     选择网站目录，如图2.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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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6  网站位置设置页面 

 

     ⑧回到 IIS，单击右侧的“绑定...”按钮，选中要绑定的网站，单击“编辑”即

可，如图 2.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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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7   网站绑定 

 

    如果是一台计算机，只修改后面的端口号即可，也可随意修改数字。如果是办公室

局域网，单击下拉框，选择计算机上的局域网 IP，例如，192.168.**.**，然后修改端

口号。 

    ⑨回到IIS，如果右侧显示停止，就选择启动，然后单击下面的浏览网站，即可打

开绑定的文件夹中的网站了，如图 2.3.18 所示。 

 

图 2.3.18  默认文档设置页面 

 

任务拓展 

   建立三个网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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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的方法

还是其他 

   

是否能独立完成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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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3  在线购物商城首页 

 项目背景 

作为在线购物商城，首页能完成商城展示功能,包含了较多的展示栏目与图

片, 且布局较为复杂，需要清楚规划表格布局，同时为了上传快，也是为了浏

览快, 可通过使用切片工具设计和优化单个网页图形来实现整个页面布局。  

 

 学习目标 

 掌握网页的表格布局及通过 Photoshop 的设计和优化转换成网页。  

 

 项目分解 

任务 1  用表格布局制作网页  

任务 2  将图片切片转换成网页 

 

 任务 1  使用表格布局制作网页 

 

 任务要求         

      通过表格布局完成图 3.1.1所示的网页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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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使用表格布局网页效果 

知识点与技能        

   1. 能根据网页设计内容，正确布局表格的结构，掌握表格嵌套的设计方法。 

   2. 掌握网页中表格的制作方法、表格属性的设置方法以及单元格的修饰与

编辑方法，能够在单元格中正确插入文字和图片。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 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

由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

学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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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链接                                                                           

    1.网页的版面布局 

主要指网站主页的版面布局，其他网页的版面与主页风格基本一致。为了达

到最佳的视觉表现效果，应讲究整体布局的合理性，使浏览者有一个流畅的视觉

体验。常见的版面布局有“国”字型、“厂”字型、“框架”型、“封面”型和 Flash

型。 

 

    2.网页的布局常用技术 

    表格：最常用的技术，简单可靠、兼容性好。 

    DIV 标签：目前比较流行的技术，设计难度较大。 

    框架：适合将多个页面组合在一起。 

    3.表格的基本操作 

 插入表格（table），合并单元格（td），修改行数和列数（tr）。 

    4.表格属性的设置 

 宽（width）、高（height）、对齐方式（align）、边框（border）、填充（cellPadding）、

间距（cellSpacing）、背景颜色（bg Color）、边框颜色（border color）、背景图像

（background）。 

  

 

任务实施             

活动  网页表格布局 

1.规划网页表格布局 

     网页表格布局，根据表格的行数与列数，调整至最终样式，如图 3.1.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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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2 

    2.完成表格布局 

打开站点，新建网页，以“biaoge.htm”为文件名保存。按前面分析的要求

插入一个表格。调整表格结构（主要是行列的插入、删除，单元格的合并、拆分、

调整大小等）。 

 

    3.表格属性及单元格属性的设置 

表格属性的设置，如去除网格线、设置表格背景色等。设置单元格属性。 

 

    4.在表格中插入图片、输入文字 

预览制作的网页，修饰网页，让网页看起来更美观。 

 

 

任务拓展             

  尝试通过图片切片完成网页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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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的方法

还是其它 

   

是否能独立完成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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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  将图片切片转换成网页 

任务要求         

通过切片完成图 3.2.1所示的网页制作。 

 

图 3.2.1通过切片制作的首页效果 

知识点与技能            

   > Photoshop 切片工具的使用。 

   > 存储为 Web和设备所用格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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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 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

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 

成学习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切片的使用 

 切片工具是用来分解图片的，用这个工具可以把图片切成若干小图片。“切

片选择工具”是在使用“切片工具”创建切片后，用来更精确地调整和划分切片

用的，可选择某个部分的切片，利用控制句柄来调整它的大小；也可以利用选项

栏中的“划分”按钮从一个切片中划分出多个切片；也可利用键盘中的“K”键

来直接选择“切片工具”或“切片选择工具”。 

 

 ①选择切片。通过使用切片选择工具对图片进行单击选择，按住“shift”键

可选择多个切片。 

 

②调整切片大小。对切片大小的调整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切片的控制点

进行自由调整；另一种是通过双击切片，在选项对话框中进行调整。 

 

③删除切片。选择“视图”—“清除切片”进行删除。如想删除某一个切片，

可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 

 

④锁定切片。选择“视图”—“锁定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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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切片命名 

 切片单独输出，可按其用途重新命名，如背景可以为 MAIN_BG.GIF，网站

标识为 LOGO.GIF 等，切记不要用中文命名，那样在制作的时候插入图片的图

片名可能就是一大串乱码。 

 

    3.切片保存 

 首页和内容页的切片可以放在同一个站点下的 IMAGE 文件夹下面，但是如

果素材图片多时，最好另起一个文件夹单独保存，以便制作和修改的方便。 

 

   4.注意  

 ①切片最重要的是区分出网页中哪些是图像区域，哪些是文本区域，并创建

图文并茂的网站界面。 

 

 ②切片前，先要仔细对设计进行分析，考虑要因设计制宜。 

 

 ③切片时，可不断放大缩小设计观察精准度，可以根据辅助线进行切片。 

 

 ④切片后，要审核导出的切片是否符合要求，比如大小颜色图片质量透明背

景与否等，如果不合适，要重新对切片进行优化输出或者直接重新切片。 

 

任务实施               

    活动  熟悉切片工具的使用 

① 使用 photoshop 绘制首页效果图片，如图 3.2.2 所示。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66 

 

 

图 3.2.2  首页效果图片 

② 将首页效果图使用 Photoshop 切片工具创建切片，如图 3.2.3所示。 

选择“切片工具”，在图片上需要划分切片的区域按住鼠标左键，拖拽鼠标，

会出现一个四方形的区域，这个区域就是切片的范围，放开鼠标左键即可建立一

个用户切片，用户切片以外的部分将产生自动切片。“切片工具”创建切片后，

用来更精确地调整和划分切片，可以选择某个部分的切片，利用控制句柄来调整

它的大小，也可以利用选项栏中的“划分”按钮从一个切片中划分出多个切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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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创建切片 

    ③创建切片后，可以使用切片选择工具选择该切片，然后对它进行移动和调

整大小，或将它与其他切片对齐。 

    ④在“切片选项”对话框中为每个切片设置选项，如内容类型、名称等。 

    ⑤使用“存储为 Web和设备所用格式”对话框中的各种优化设置对每个切片

进行优化，如图 3.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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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优化切片 

任务拓展                

    了解 DIV+CSS 布局及网页的制作。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的方法

还是其他 

   

是否能独立完成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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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4  在线购物商城用户管理功能 

 项目背景 

 网站的用户管理功能是让用户完成登录或注册。当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

单击“提交”按钮，即转到检查页面（checkuser.php）进行判断是否成功登录。

当单击“注册”文字链接时，将会打开网站的会员注册页面(agreereg.php)进行

注册。单击“找回密码”会弹出找回密码的 Windows对话窗口。 

 学习目标 

1.了解数据库管理工具 phpMyAdmin 的使用，掌握创建数据库和数据库的连

接的方法。 

2.掌握 PHP 的一些基本语法、函数的使用。 

   3.掌握 PHP 中将信息写入数据库、查询数据等语法。 

   4.了解一些 JavaScript的语法和函数。 

 项目分解任务 

任务 1  创建用户数据库 

任务 2  会员登录功能 

任务 3  会员注册功能 

  

任务 1  创建用户数据库 

任务要求 

 通过对用户管理系统的功能分析，该数据库应包括注册的用户名、注册密

码以及一些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E-mail、电话等。 

知识点与技能 

   > 了解数据库管理工具 phpMyAdmin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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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掌握创建数据库的方法。 

  > 掌握数据表的操作。 

  > 掌握数据库的连接方法。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任务实施 

    1.在 phpMyAdmin 中创建数据库 shop 

     在 phpMyAdmin 中创建名为 shop 的数据库，如图 4.1.1 所示： 

 

 

 

 

 

 

 

 

 

图 4.1.1  创建数据库 

  2.数据表的操作  

     ①在 phpMyAdmin 中创建如图 4.1.2 所示的结构数据表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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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创建数据表 user 

      ②在 phpmysq l 中向表 user中输入数据，完成效果如图 4.1.3所示。  

图 4.1.3  向表 user中输入数据 

    3.数据库连接 

数据库设计之后，需要将数据库连接到网页上，这样网页才能调用数据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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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相应的信息。用 PHP开发的网站，一般将数据库连接的程序代码文件命名为

conn.php。在站点文件夹创建 conn.php 空白页面，输入以下数据库连接代码：

<?php $conn=mysql_connect(“localhost”,“root”,“admin”) or die(“数

据库服务器连接错误”.mysql_error())；//设置数据库连接，本地服务器，用

户名为 root，密码为 admin，如果连接错误调用 mysql_error()函数。 

 mysql_select_db(“shop”，$conn）or die(“数据库访问错误”，

mysql_error())； 

//连接 shop 数据库，如果连接错误调用 mysql_error()函数。 

sql_query("set character set gb2312")； 

mysql_query("set names gb2312")； 

//设置数据库的字体为 gb2312 即中文简体。 

?> 

知识链接 

     1.phpMyAdmin 简介 

 phpMyAdmin 是一个以 PHP 为基础，以 Web-Base 方式架构在网站主机上的

MySQL的数据库管理工具，让管理者可用 Web接口管理 MySQL 数据库。借由此 Web

接口可以成为一个简易方式输入繁杂 SQL语法的较佳途径，尤其要处理大量资料

时汇入及汇出更为方便。其中一个更大的优势在于由于 phpMyaAdmin 跟其他 PHP

程序一样在网页服务器上执行，但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这些程序产生的

HTML 页面，也就是于远端管理 MySQL 数据库，方便地建立、修改、删除数据库

及资料表。也可借由 phpMyAdmin 建立常用的 PHP 语法，方便编写网页时所需的

SQL语法的正确性。 

    2.数据库表定义 

 通过对电子商城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电子商城中的实体包括客户、 

  商品、仓库、订单等。各实体包含的数据项部分举例如下： 

  ①客户：注册号，密码，地址，注册日期，邮编，电话，性别，姓名。 

  ②商品：商品编号，商品名称，商品生产日期，商品保质期，商品单价。 

  ③商品类别：商品类别编号，商品类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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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对客户实体的分析，将建立如下结构的客户表，如表 4.1.1。 

表 4.1.1  数据库结构表 

属性名 数据类型 是否为空 含义 是否为主键 

userid char(6) not null 注册号 primary key 

name Char（8） not null 姓名  

password char(12) not null 密码  

address char(40) not null 地址  

date getdate( ) null 注册时间  

e-mail char(6) not null 邮编  

tel char(11) not null 电话  

sex char(2) not null 性别  

level char(8) not null 客户等级  

sco int not null 客户积分  

 

 

 

 

任务拓展 

1.完成商品表的创建。 

 

2.完成订单表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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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创建数据库表是否按老师

所提供的方法还是其他 

   

是否掌握数据库及表的创

建 

 

是否能独立创建数据库表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任务 2  会员登录功能 

任务要求 

会员在首页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单击“提交”按钮，只有用户名、密码、

验证码全部正确才可以登录成功，如果发生错误则显示相关的错误信息。 

知识点与技能 

  > 掌握 PHP 的一些基本语法、函数的使用。 

  > 掌握 PHP 中 IF语句的用法。 

  > 掌握 PHP 中函数 echo( )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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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PHP 中 IF 语句的使用 

    用 PHP 的 IF语句进行条件判断，IF语句是许多高级语言中重要的控制   

语句，使用 IF语句可按照条件判断来执行语句，增强了程序的可控制性。语  

法如下： 

    if(expr) 

    statement1 

    else 

    statement2 

 首先，对 expr求值，如果 expr 的值为 True,则执行 statement1；如果值为

Flase,则执行 statement 2。 

 例如，以下代码在$a大于$b时，显示 a大于 b；反之，则显示 a小于或等

于 b。 

<?php 

if ($a>$b) 

echo“a大于 b“； 

else 

echo“a小于或等于 b”； 

?> 

    2.PHP 中函数 echo()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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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 函数 echo()输出一个或多个字符串。 

    语法：echo(strings) 

    参数描述 ：strings 是必需的，指一个或多个要发送到输出的字符串。 

    例如，PHP 函数 echo()输出变量，常量 

    <?php  

    $a=“123456”；   

    echo $a;  //输出“123456” 

    echo “br>”；  

     echo “$a”； //输出“123456” 

     $b=10；   

     echo $b+10; //输出“20” 

     echo “br>”；   

     echo “$b+10”；   

     echo “br>”；   

     echo “结果是：”.“b”； //这两种写法的效果是一样的   

     echo “br>”；   

     echo “结果是：$b”；  //这两种写法的效果是一样的 

     ?>  

 

任务实施 

活动  创建 PHP页面 

创建一个空白的 PHP 页面，并命名为 checkuser.php，在该页面中加入以下

代码： 

<? php 

include(“conn/conn.php”);//调用数据库链接 

$name=$_POST[name]； 

$password=md5($_POST[password])； 

$yz=$_POST[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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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_POST[num]； 

if(strval($yz)!=strval($num)){ 

echo “ <script>alert(‘ 验 证 码 输 入 错 误 !’) ；

history.go(-1);</script>”； 

  exit； 

 }//如果验证码错误，则提示“验证码输入错误!”，并返回登录页

面 

class chkinput{ 

   var $name； 

   var $pwd； 

 

   function chkinput($x,$y){ 

     $this->name=$x； 

     $this->pwd=$y； 

    } 

 

   function checkinput(){ 

     include(“conn/conn.php”)； 

     $sql=mysql_query( “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name='”.$this->name.“'”,$conn); 

     $info=mysql_fetch_array($sql)； 

     if($info==false){ 

          echo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alert(‘不

存在此用户！’)；history.back()；</script>”； 

          exit；} 

//如果数据库里不存在该用户名，则显示“不存在此用户！”，并返

回 

      else{ 

       if($info[dongji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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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alert(‘该

用户已经被冻结！’)history.back();</script>”； 

               exit； 

   } 

          //如果用户已经在后台被冻结，则显示“该用户已经被冻结！”，

并返回 

          if($info[pwd]==$this->pwd) 

            {   

      session_start()； 

            $_SESSION[name]=$info[name]； 

      session_register(“producelist”)； 

      $producelist=“”； 

      session_register(“quatity”)； 

       $quatity=“”； 

               header(“location:index.php”)； 

               exit； 

            } 

          else { 

             echo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alert(‘密

码输入错误！’);history.back();</script>”； 

             exit； 

           } 

//如果用户密码错误，则显示“密码输入错误！”，并返回 

      }     

   } 

 } 

 

    $obj=new chkinput(trim($name),trim($password))； 

    $obj->checkinput()；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79 

 

?> 

该段程序，首先判断验证码、用户名以及密码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

显示相应的错误信息；如果全部正确，则登录成功并返回登录的首页。 

任务拓展 

   完成管理员登录页面功能。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能完成会员登录功能    

是否掌握如何使用 IF语句

判断用户信息 

 

是否能独立编写会员登录

程序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任务 3  会员注册功能 

任务要求 

1.用户登录功能是为数据库中已有的老用户登录用的，用户管理系统还应提

供新用户注册用的页面。 

2.对于新用户来说，通过单击 index.php 页面上的“注册”超链接可进入新

会员注册页面，实现新用户注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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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够实现需要同意协议，判断用户是否已经存在，写入数据库等功能。 

知识点与技能 

> 掌握 PHP 中将信息写入数据库的语法。 

> 掌握 PHP 中查询数据的语法。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PHP 中将信息写入数据库的语法： 

    INSERT INTO 语句用于向数据表中插入新的记录。 

    其语法格式为：INSERT INTO 表名称 VALUES (值 1, 值 2，……)  

    可以指定所要插入数据的列： 

    INSERT INTO table_name (列 1, 列 2,...) VALUES (值 1, 值 2，……) 

    功能：把数据插入一个存在的表中，数据必须对应表中字段。 

    例如，“Persons”表的结构如下： 

LastName FirstName Address City 

Carter Thomas Changan Street Beijing 

    在表中插入新的行： 

    INSERT INTO Persons VALUES (‘Gates’, ‘Bill’,‘Xuanwumen 10’,  

‘Beijing’) 

    也可指定所要插入数据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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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ERT INTO Persons (LastName, Address) VALUES (‘Wilson’, 

‘Champs-Elysees’) 

 

任务实施 

 活动 1   创建数据库表 

    tb_user是用来保存网站会员注册用的数据表，根据对客户实体的分析，将

建立如下结构的会员注册表，如表 4.3.1所示。 

表 4.3.1   建立会员注册表 

属性名 数据类型 是否为空 含义 是否为主键 

id int not null 注册号 primary key 

name Char（25） null 姓名  

pwd char(50) null 密码  

email char(25) null email 地址  

sfzh char(25) null 身份证号  

tel char(25) null 联系电话  

dizhi char(100) null 家庭地址  

qq char(25) null QQ号码  

tishi char(50) null 密码提示  

huida char(50) null 提示答案  

youbian char(25) null 邮编  

truename Char（25） null 真实姓名  

Pwd1 char(50) null 确认密码  

  数据库表的创建参照项目 4中的任务 1，在此不再赘述。 

  

  活动 2  制作注册用户信息填写页面 

  通过所学知识用表格布局如图 4.3.2所示的网页，并完成网页内容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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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用户填写注册信息的页面 

注册页面的部分代码如下： 

… 

       <form name=“form1” method=“post” action=“savereg.php” 

onSubmit=“return chkinput(this)”> 

        <tr><td width=“100”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

“center”>&nbsp；&nbsp；用户昵称：</div></td> 

        <td width=“397”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name=“usernc”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 “ this.style.backgro ” Color='#ffffff'" onMouseOut=

“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nbsp;*</span>&nbsp; 

<input name=“button2” type=“button” class=“buttoncss” onclick=

“ chknc(form1.usernc.value) ”  value= “ 查 看 昵 称 是 否 已 用 ” >                      

</div></td></tr> 

      <tr><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注册密码：</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password” name=“p1”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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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span></div> 

</td></tr>                     

     <tr>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确认密码：</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password” name=“p2”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span></div></td></tr> 

   <tr><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E-mail；

</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email”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span></div></td></tr> 

   <tr><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qq&nbsp;

号码：</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qq”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

“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div></td></tr> 

    <tr><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邮政编码：</div></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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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yb”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div></td></tr> 

    <tr> <td height=“20”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联系电话：</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tel”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手机号)*</span></div></td></tr> 

   <tr><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真

实姓名：</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truename”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span> </div></td></tr> 

  <tr>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身

份证号：</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sfzh”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span></div></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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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家庭

住址：</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dizhi”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span></div></td></tr> 

  <tr><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密码

提示：</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select name=“ts1” class=“inputcss”> 

 <option selected value=1>请选择问题</option> 

 <option value=“你的生日”>你的生日</option> 

 <option value=“你的爱好”>你的爱好</option> 

 <option value=“你母亲的名字”>你母亲的名字</option> 

 <option value=“你父亲的名字”>你父亲的名字</option> 

 <option value=“你最喜欢的花”>你最喜欢的花</option> </select> 

&nbsp；&nbsp；其他；&nbsp；&nbsp； 

 <input type=“text” name=“ts2” class=“inputcss” size=“15”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span></div></td></tr> 

  <tr><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提示

答案：</div></td>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tsda”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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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pan style=“color: #FF0000”>*</span></div></td></tr> 

  <tr><td height=“20” colspan=“2” bgcolor=“#FFFFFF”><div align=

“center”> 

  <input name=“submit2” type=“submit”class=“buttoncss” value=“提

交”> 

<input name=“reset” type=“reset” class=“buttoncss” value=“重

写”> 

   </div></td></tr></form> 

… 

小贴士：在用 Dreamweaver中使用表单工具完成新用户注册信息内容填写

页，在为表单中的对象命名时，由于表单对象中的内容将被添加到 user表中，

因此必须设置表单对象名称与数据库中的相应字段名相同。 

 

  活动 3  将信息写入数据库 

     在验证表单没问题后，才能将表单的数据传递到 savereg.php 页面进行数

据表的插入记录操作，实质上就是保存用户注册信息的操作。具体代码如下： 

<?php 

session_start(); 

include(“conn/conn.php”)； 

$name=$_POST[name]； 

$password =$_POST[password]； 

$address=$_POST[address]； 

$date=$_POST[date]； 

$sfzh=$_POST[sfzh]； 

$tel=$_POST[tel]； 

$qq=$_POST[qq]； 

$huida=$_POST[t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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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zhi=$_POST[dizhi]； 

$youbian=$_POST[yb]； 

$regtime=date(“Y-m-j”)； 

$dongjie=0； 

$sql=mysql_query(“select * from user where  

name='”.$name.“'”,$conn)； 

$info=mysql_fetch_array($sql)； 

if($info==true) 

 { 

   echo “<script>alert(‘该昵称已经存在!’)；history.back()；

</script>”； 

   exit； 

 } 

 else 

 {   

    mysql_query(“insert into tb_user 

(name,pwd,dongjie,email,truename,sfzh,tel,qq,tishi,huida,dizh

i,youbian,regtime,pwd1) values 

('$name','$pwd','$dongjie','$email','$truename','$sfzh','$tel

','$qq','$tishi','$huida','$dizhi','$youbian','$regtime','$pw

d1')”,$conn)； 

 session_register(“username”)； 

 $username=$name； 

        session_register(“producelist”)； 

 $producelist=“”； 

 session_register(“quatity”)； 

 $quatity=“”； 

    echo “<script>alert(‘恭喜，注册成功!’)；window.location=’

‘index.php’;</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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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任务拓展 

   完成管理员注册页面功能。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能完成会员注册功能    

是 否 掌 握 插 入 语 句

insert into的用法 

 

是否能独立编写会员注册

程序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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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5  在线购物商城商品管理功能 

 项目背景 

    作为在线购物商城，后台能完成以下功能：客户信息管理、商品信息管理、

购物车管理、订单信息管理。后台能对商品各项信息进行添加、更新、删除等

操作。客户登录本系统后，可以浏览本商城所展示的商品,可以查找自己所需要

的商品，可以购买自己所选中的商品。 

 

 学习目标 

    1.掌握图片文件的上传及数据库管理。 

2.掌握图片在网页上的显示方式。 

3.在线商城商品数据库的建立及商品后台管理系统的开发。 

 

 项目分解 

    任务 1  商品图片上传至临时文件夹 

    任务 2  商品图片上传至指定文件夹 

    任务 3  存储图片至数据库 

    任务 4  商品图片存放至数据库并在网页上显示 

    任务 5  实现在线商城商品管理后台添加功能 

    任务 6  实现在线商城商品管理后台删除功能 

    任务 7  实现在线商城商品管理后台添加功能 

 

任务 1 商品图片上传至临时文件夹 

任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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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添加表单组件,对表单进行相应的设置，实现将图片传至临时文件夹存

放。获取上传文件的信息并输出相关信息，输出效果如图 5.1.1所示。 

 

 

                       

图 5.1.1  输出效果图 

知识点与技能        

    > 表单属性的设置. 

    > 文件域相关变量$_FILES 的定义与使用。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 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

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 

学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PHP 中的$_FILES 系统变量用法如下： 

    myFile 指具体文件域的名字，使用表单中的文件域能返回以下五个系统变

量值： 

    $_FILES[‘myFile’][‘name’]显示客户端文件的原名称。 

    $_FILES[‘myFile’][‘type’]文件的 MIME 类型，例如“image/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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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FILES[‘myFile’][‘size’]已上传文件的大小，单位为字节。 

    $_FILES[‘myFile’][‘tmp_name’]储存的临时文件名，一般是系统默认。 

    $_FILES['myFile']['error'] 该文件上传相关的错误代码。 

     

    echo()函数的作用输出一个或多个字符串。 

 

任务实施             

   活动  创建动态页面 

   1．新建动态页面，在页面上添加表单，对表单进行设置  

（1）设定表单数据的提交方式为 POST。 

（2）设定 enctype属性值为: multipart/form-data 

 

    2.在表单上添加文件域及上传按钮（图 5.1.2） 

 

 

 

 

 

 

 

 

 

 

 

图 5.1.2  添加文件域及上传按钮 

   3.添加 PHP 代码并输出结果（图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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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PHP代码和输出结果 

  4.检查运行结果 

 

任务拓展             

  尝试将文件上传到指定文件夹。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方法还

是其他 

   

是否能独立完成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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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任务 2  商品图片上传至指定文件夹  

任务要求         

 通过组件和函数完成商品图片传到指定的文件夹，如图 5.2.1所示，能将图

片传至 upfiles 文件夹。 

图 5.2.1上传图片到指定的文件夹 

 

知识点与技能            

> 上传函数的定义与使用。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

由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

学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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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活动  在页面上添加表单 

   ①新建动态页面，在页面上添加表单，对表单进行设置。 

    ②在表单上添加文件域及上传按钮。 

   ③添加上传函数及相关代码。 

    首先为变量$path赋值，其值为上传文件夹及具体文件名，之后调用上传函

数，将$_FILES['myFile']['tmp_name']存放的临时文件转存到上传文件夹，代

码如图 5.2.2 所示。 

 
图 5.2.2  将临时文件夹上传到指定文件夹 

   ④检查上传结果。 

任务拓展                

   了解图片存储到数据库的方式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方法还

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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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独立完成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任务 3  存储图片至数据库 

任务要求              

    在上传图片的同时，将图片信息存储到数据库，在数据库中能显示如图

5.3.1 所 示 的 数 据 。

 

图 5.3.1   存储图片至数据库 

知识点与技能             

> 数据库添加数据的 SQL语句。 

> 数据库行为实现数据插入。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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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INSERT INTO 语句 

      INSERT INTO 语句用于向数据库表添加新记录。语法如下： 

     INSERT INTO table_name (column1, column2，...) 

VALUES (value1, value2,...)  

   为了让 PHP 执行该语句，必须使用 mysql_query()函数。该函数用于向 

MySQL连接发送查询或命令。 

 

    2.“插入记录”服务器行为 

   操作步骤如下： 

    ①打开要添加“插入记录”服务器行为的页面。 

   ②在“应用程序”面板|“服务器行为”选项卡选择“插入记录”命令。 

   ③在“插入记录”对话框 中设置参数。 

   ④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服务器行为定义。 

 

   3.PHP 获取当前时间  

  使用函数 date() 实现  

  <?php echo $showtime=date(“Y-m-d H:i:s”)；?>  

  显示的格式: 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相关时间参数:  

  Y - 年，四位数字; 如: “1999” 

  m - 月份，四位数字，若不足四位则在前面补零，如“01”至“12”。  

  d - 几日，四位数字，若不足四位则前面补零，如“01”至“31”。 

  H - 24 小时制的小时，如 “00”至“23”。  

  i - 分钟，如“00”至“59”。 

  s - 秒，如“00”至“59”。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97 

 

 

任务实施    

   活动  在表单中连接数据库            

  1.新建动态页面，在页面上添加表单，对表单进行设置。  

   2.在表单上添加文件域及上传按钮。 

  3.添加上传函数及相关代码。 

  与项目 5中的任务 2不同，上传的同时添加时间获取的代码，即

$hid=date(“Y-m-dH:i:s”)，如图 5.3.2所示。 

 

 

图 5.3.2 上传函数及相关代码 

   4.完成数据添加到数据库的操作。 

    ①创建数据库及数据库表。 

    新建一个名为 shop的数据库，在数据库中添加 goods 的数据库表中设定 4

个字段，如图 5.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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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创建数据库及数据库表 

 

    分别建立 id字段、图片名称 name 字段、图片存放路径 path字段、图片上

传时间 date字段，各字段类型如图 5.3.4所示。 

 

图 5.3.4  各字段类型 

 

   ②建立数据库链接。在应用程序面板上单击数据库面板，单击“+”选择 MySQL

连接，如图 5.3.4 所示。 

图 5.3.4 建立数据库链接 

 

    ③在打开的 MySQL连接面板中自定义连接名称，输入 MySQL服务器名称及用

户名，如有密码需输入密码。设置如图 5.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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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MySQL 连接面板中的各项设置 

    ④数据库插入记录。在使用数据源中的数据表格之前，用户必须定义一个记

录集。数据库对数据表里的包含信息进行分组。记录集是对一个或多个数据表查

询而得到的一组数据，它指定了检索数据时利用哪些表格和字段。 

图 5.3.6  数据库插入记录 

    ⑤插入数据。如图 5.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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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7  插入数据 

 

    ⑥修改代码实现数据库数据的添加，具体代码如下: 

 

 

 

 

拓展任务             

  尝试提取数据库图片信息并在网页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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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方法还

是其他 

   

能否独立完成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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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4 商品图片存放至数据库并在网页上显示 

任务描述              

   选择商品图片上传存放到数据库后并在网页上显示该数据库图片，如图

5.4.1所示。 

 

图 5.4.1  上传商品图片 

知识点与技能             

  > Img 标签的使用和设置。 

  > 数据库查询及显示多条记录。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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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1.插入图片标记<IMG> 

 页面中插入图片可以起到美化的作用。插入图片的标记只有一个，那就是

<img>标记。插入图片时，仅仅使用<img>标记是不够的，需要配合其他属性来

完成，如下所示： 

    <img src=“bg.jpg”  height=“100” width=“200”/> 

    属性： 

    src    图像的源文件 

    alt     提示文字  

    width，height  宽度、高度  

    border  边框  

    2.显示记录 

    重复区域服务器行为必须在选定了需重复的格式后使用。 其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 1  设计一张表，在“绑定”面板中添加相应数据表的记录集，然后绑

定各记录集到相应字段上。 

    步骤 2   选取绑定数据的行，单击“服务器行为”面板菜单中重复区域选

项，在该对话框中进行相应设置。 

    步骤 3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设定。动态地显示导航条。 

 

任务实施    

    活动   在页面上添加表单记录         

   1.新建动态页面，在页面上添加表单，对表单进行设置。 

    2.在表单上添加文件域及上传按钮。 

   3.添加上传函数及相关代码。 

   4.完成数据添加到数据库的操作。 

   5.绑定记录集，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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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数据库中的数据添加到 Web 页面上，首先要定义相应的记录集。 

 把数据绑定到网页上时，绑定的是记录集中的数据，而不是数据库。为了定

义记录集，用户要在“绑定”面板中单击“+”按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记录

集（查询）”，如图 5.4.2所示。  

          

 

 

 

 

 

 

 

  

 

 

图 5.4.2  选择“记录集（查询）”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字段时，可以选择“全部”，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选

择相应字段，如图 5.4.3所示。 

  

 

 

 

 

 

图 5.4.3  设置相应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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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确定”按钮后，能在绑定面板中看到该网页所绑定的记录集，如图

5.4.4所示。 

 

图 5.4.4  查看绑定的记录集 

    6．页面中显示多条记录。 

①在页面的设计窗口下，插入一个表格，在表格的第一行一次输入字段名信

息，如本实例中的上传时间、名称和图片。 

②在“绑定”选项卡中，用鼠标将需要显示的记录自动拖动到对应的表 

格下。如图 5.4.5 所示,  

 

 

                        

图 5.4.5   拖动相应的记录 

    ③选中需显示多条记录的表格，在“应用程序”面板中选择“服务器行为”

选项卡，单击“＋”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重复区域”命令，如图 5.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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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4.6   选择“重复区域”命令 

     ④在弹出的“重复区域”对话框中，设置需要显示的记录集名和显示的记

录数，如图 5.4.7 所示。 

 

 

  

 

 

  

 

图 5.4.7  “重复区域”对话框 

       ⑤当出现图 5.4.8所示的“重复”字样，即设置成功。 

 

 

 

 

                            

图

5.4.8  设置成果 

    ⑥添加图片<img>标签。如图 5.4.8 所示在图片显示的单元格内插入一个图

像框，也可以在代码中直接添加<img>标签，设置<img>的高度、宽度等属性。 

    设置<img>的 src 属性值，将记录集中的 path 字段拖到 src 属性值处，完

成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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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测试效果。选择图片单击上传即在下方显示，其效果如图 5.4.9所示。 

 

图 5.4.9   最终效果图 

 

 

 

 

拓展任务             

 

   实现多张图片换行输出显示，即每显示 3张图片后自动换行到下一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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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

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

员积极沟通并协助

其他成员共同完成

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

方法还是其他 

   

是否能独立完成该

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109 

 

任务 5   实现在线商城商品管理后台添加功能 

任务描述            

   完成动态页面的设置，为该页面添加录入数据到数据库的功能，如图 5.5.1

所示。 

                                  

图 5.5.1   录入数据到数据库 

知识点与技能             

     实现数据库行为数据的添加。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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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1.创建动态数据页面的步骤 

     创建动态数据页面的步骤如下： 

     步骤 1  设计页面布局；  

     步骤 2  定义 Dreamweaver 数据源； 

 步骤 3  添加动态内容； 

 步骤 4  添加服务器行为。 

     其中“服务器行为”是指用户在建立数据库连接和查询之后可以指定给    

 Web 页面的功能，例如，数据记录的增、删、改等。 

      

 

任务实施                 

   活动   添加表单组件 

   1.创建如图 5.5.1所示效果的动态页面，添加相应表单组件。 

 

                            图 5.5.1   添加表单组件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111 

 

    2.创建如图 5.5.2所示的数据库 shop，商品表 goods。商品表 goods包含 id

字段、时间 date字段、图片名称 name字段、图片路径 path字段、商品描述 detail

字段、商品价格 price字段，各字段类型如图 5.5.2所示。 

                               图 5.5.2  创建数据库和商品表 

    3.参考本项目中的任务 2，完成图片上传到指定文件夹 upfiles。 

4.连接数据库。 

5.添加插入记录服务器行为。在“应用程序”面板中的“服务器行为”选项

卡中，单击“＋”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插入记录”命令，如图 5.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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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5.3  选择“插入记录”命令 

 

    6.在弹出的“插入记录”对话框中进行设置。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插入数据的

来源表单、连接名称、添加数据的表格，以及每列数据的来源和插入记录后跳转

页面，如图 5.5.4 所示。 

 

 

 

 

 

 

 

 

 

 

 

 

 

 

 

图 5.5.4  设置“插入记录”对话框 

 

7.修改部分代码，完成数据添加。为添加日期和路径到数据库，这两个字段

数据不能从表单获取，而需要存放在变量$hid和$path之中，因此分别将插入语

句中的 

GetSQL  alueString(“date”,“date”) 

    GetSQL  alueString($_POST[‘file’], “text”)修改为： 

    GetSQL  alueString($hid, “date”),GetSQL  alueString($path, 

“text”) 

    效果如图 5.5.5所示。                         

 

                              图 5.5.5   完成数据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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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运行网页，测试插入记录功能。 

 

拓展任务           

为商品添加分类，并实现商品分类的添加。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

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

成员积极沟通并

协助其他成员共

同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

供方法还是其他 

   

是否能独立完成

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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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6  在线商城商品管理后台删除功能实现 

任务描述              

创建如图 5.6.1所示效果的动态页面，实现超链接数据传递和商品管理后台商

品删除功能。 

 

                             图 5.6.1 实现商品管理后台删除功能 

知识点与技能               

    > 实现超链接数据传递。 

 > 实现商品管理后台商品删除功能。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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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删除服务器行为 

   删除服务器行为步骤如下： 

步骤 1  打开要删除此行为的页面； 

步骤 2  在“应用程序”面板的“服务器行”选项中选择“删除记录”命令； 

步骤 3  在“删除记录”对话框中设置参数； 

步骤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服务器行为定义。 

    2.使用超链接传递参数  

 单击超链接在网页之间跳来跳去。点的同时同样可以传递参数。例如下列超

链接： 

 <a href="http://wukui2001.blog.163.com/blog/<？php echo "page02.php？

new=".$var ？>">get</a>定义一个变量$var.超链接 a 的 href 属性里写明要跳转到

page02 页面。 

 后面加一个问号，一个自己定义的变量 new，此名称在 page02 页面中要使

用，new 的值就是想传递给$var. page02.php 变量，到 page02.php 使用$_GET[ ]

获取 new 的值，然后就可以输出或作其他用途。 

 这时在浏览器地址栏中可直接看到 new 变量和它的值。 

任务实施             

 活动  表单组件操作 

①  创建如图 5.6.2所示的动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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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2   创建动态页面 

② 创建数据库 shop，商品表 goods。 

   商品表包含名称 id字段、时间 date字段、图片名称 name字段、图片路径

path字段、商品描述 detail字段、商品价格 price字段。  

③ 完成图片上传到指定文件夹。 

④ 参考本项目中的任务 4，完成页面中显示多条记录，效果如图 5.6.3 所

示。 

 

                              图 5.6.3   显示多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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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为单条记录添加删除超链接，即在每条记录后加多个单元格，在单元格

内容里填写删除超链接，如图 5.6.4所示。

 

                            图 5.6.4   添加删除超链接 

⑥为超链接添加参数传递。为超链接添加参数 id，绑定记录的 id值给变量

id，可参考如下代码图。 

 

⑦实现删除行为的添加。 

·新建一个 del.php页面，在该页面的“应用程序”面板的“服务器行为”

中选择“删除记录”，如图 5.6.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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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6.5    添加删除行为 

·在弹出的“删除记录”对话框中进行设置连接名、表名、表的主键列，最

重要的是设定主键值通过 URL参数传过来的变量 id进行删除，之后设定删除后

跳转的页面。 

 

                               图 5.6.6 删除记录 

⑧测试页面删除功能。 

任务拓展             

将删除超链接改成删除按钮并实现删除功能。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方法还

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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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独立完成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任务 7  实现在线商城商品管理后台更新功能 

任务描述              

完成以下网页制作，单击“更新”按钮能跳转到单条记录的更新页面，如图 

5.7.1所示。 

 

 

图 5.7.1   实现跳转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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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7.2 更新商品信息页面 

知识点与技能 

    掌握商品管理后台商品更新功能的开发。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 “更新记录”服务器行为 

“更新记录”服务器行为的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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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打开要添加“更新记录”服务器行为的页面； 

步骤 2  在“绑定”选项卡中添加记录集；  

步骤 3  在“应用程序”面板的“服务器行为”选项卡中“更新记录”命令； 

步骤 4  在“更新记录”对话框中设置参数； 

步骤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服务器行为定义。 

2.超链接实现网页跳转时传递参数。 

例如，page01.php 这样写：<？php  $var = 'I love you！'；？>  

<a href="http://wukui2001.blog.163.com/blog/<？php echo "page02.php？

new=".$var ？>">get</a>定义一个变量$var.超链接 a 的 href 属性里写明要跳转到

page02 页面。后面加一个问号，一个自己定义的变量 new“此名称在 page02 页

面要使用”，new 的值就是我们想传递的$var. page02.php 这样写：<？php echo   

$_GET['new']；？>使用$_GET[ ]获取 new 的值，然后就可以输出或作其他用途。

这时的浏览器地址栏可以直接看到 new 变量和它的值。 

 

任务实施 

活动   更新表单数据记录 

① 创建如图 5.7.3所示的页面，添加表单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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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7.3   创建页面 

 

②创建数据库 shop，商品表 goods。 

包含 id字段、时间 date字段、图片名称 name字段、图片路径 path字段、

商品描述 detail 字段、商品价格 price 字段。  

⑥ 完成图片上传到指定文件夹。 

⑦ 参考本项目中的任务 4，完成页面中显示多条记录，效果如图 5.7.4 所

示。 

 

                                   图 5.7.4  完成后的页面效果 

⑤为单条记录添加更新超链接。 

⑥修改更新的超链接。为超链接添加参数传递，绑定记录的 id 值给变量

id，参考如下代码图： 

 

⑦绑定记 录集，效果图如

图 5.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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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7.5  绑定记录集 

 

⑧新建动态页，添加更新的行为。新建—动态页 up.php, 在该页面中添加

“更新记录”行为，即在“服务器行为”中单击“更新记录”命令，如图 5.7.6

所示。 

 

图 5.7.6   “更新记录”命令 

在弹出的“更新记录”对话框中进行相应设置，如图 5.7.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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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7  “更新记录”对话框 

任务拓展 

    尝试实现多条记录批量更新。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按老师所提供方法还

是其他 

   

是否能独立完成该任务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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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6  在线购物商城产品订购的功能 

 项目背景 

在线购物网站的核心技术，就在于产品的订购、结算功能，也就是订单功能，

通过这个功能，用户在选择了自己需要的产品后，可通过网站确认所需要的产品，

输入联系方式，并进行结算，数据提交后写入数据库，方便网站管理员进行售后

服务，这就是网站的订购功能。 

 学习目标 

1.掌握 PHP 中 Seeion变量的使用。 

2.掌握 PHP 中 explode（）函数的使用。 

3.掌握 PHP 中 include（）函数的使用。 

4.掌握 JavaScript-window对象的方法和属性。 

5.掌握 PHP 中 mysql_query（）函数的使用。 

 项目分解任务 

任务 1  统计订单 

任务 2  清空订单 

任务 3  收货人信息的录入界面 

任务 4  显示订单信息 

任务 5  生成订单 

任务 6  订单查询 

 

 任务 1   统计订单 

任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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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任务是实现统计订单数量的功能页面，首先判断用户是否已经登录，登录

后判断是否该商品已经售完或已经在购物车中，最后实现订单统计累加的功能并

进行页面转向。 

知识点与技能 

> 使用 phpMyAdmin 创建数据库表。 

> 掌握 PHP 中 Seeion变量的使用。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PHP中 Session变量的使用 

Session是在 PHP编程技术中占有非常重要份量的函数。由于网页是一种无

状态的链接程序，因此无法得知用户的浏览状态。必须通过 Session变量记录用

户的有关信息，供用户在再次以此身份对服务器提出要求时作出确认。 

（1）开始 PHP Session 

在把用户信息存储到 PHP Session 中之前，首先必须启动会话。 

注意：session_start() 函数必须位于<html>标签之前： 

<?php session_start(); ?> 

<html> 

<body> 

</body> 

</html> 

（2）终结 PHP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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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删除某些 Session 数据，可使用 unset() 或 Session_destroy() 

函数。 

unset() 函数用于释放指定的 session 变量： 

<?php 

unset($_SESSION[‘views’]); 

?> 

2.存储和取回 Session变量 

通过 Session 变量存储有关用户会话的信息，或更改用户会话的设置。

Session 变量保存的信息是单一用户的，并且可供应用程序中的所有页面使用。

通过 echo()函数输出信息，再次通过 echo()函数弹出对话框，显示用户订购信

息。 

存储和取回 Session变量的方法是使用 PHP $_SESSION 变量。 

例如： 

<?php 

session_start(); 

// store session data 

$_SESSION[‘views’]=1； 

?> 

<html> 

<body> 

<?php 

//retrieve session data 

echo “Pageviews=”. $_SESSION[‘views’]； 

?> 

</body> 

</html> 

结果输出： 

Pageview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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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活动 1  创建数据库表 

tb_dingdan 是用来保存网站会员在网上下的订单的详细内容表，根据对客 

户实体的分析，将建立如下结构的会员订单表，见表 6.1.1。 

表 6.1.1  建立会员订单表 

属性名 数据类型 是否为空 含义 是否为主键 

Id int not null 注册号 primary key 

dingdanhao Char（125） null 订单号  

name char(50) null 用户姓名  

shouhuoren char(25) null 收货人  

sex  char(2) null 性别  

dizhi char(125) null 收货地址  

tel char(25) null 联系电话  

youbian char(10) null 邮编  

email char(25) null Email地址  

shff char(25) null 送货方式  

zfff char(25) null 付款方式  

total char(25) null 金额总计  

time char(25) null 订货时间  

Zt char(50) null 订单状态  

leaveword mediumtext  留言  

数据库表的创建参照项目中的任务 1，在此不再赘述。 

活动 2  创建订单页面 

在主页面单击“购买”图标按钮后，调用 addgouwuche.php 页面，主要是实

现统计订单数量的功能页面。首先用 session 变量存储用户昵称，判断用户是

否已经登录，用 select查询语句判断该商品是否已经售完，接着用 session 变

量存储产品订购信息，判断是否重复购买，最后实现订单统计累加的功能并转向

生成订单页面。该页面完全是 PHP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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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如下： 

<? php 

session_start(); 

include(“conn/conn.php”); 

if($_SESSION[username]==“”){ 

  echo “<script>alert(‘请先登录后购物!’)；

history.back();</script>”;  

  exit； 

 }//判断用户是否已经登录 

$id=strval($_GET[id])； 

$sql=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b_shangpin where id='”.$id.

“'”,$conn)； 

$info=mysql_fetch_array($sql)； 

if($info[shuliang]<=0){ 

   echo "<script>alert(‘该商品已经售 

完!’)；history.back()；</script>”; 

   exit； 

 }//判断该商品是否已经售完 

  $array=explode(“@”,$_SESSION[producelist])； 

  for($i=0；$i<count($array)-1;$i++){ 

  if($array[$i]==$id){ 

      echo “<script>alert(‘该商品已经在您的购物车

中!’)；history.back();</script>”; 

   exit； 

   }//判断是否重复购买 

 } 

  $_SESSION[producelist]=$_SESSION[producelist].$id.“@”； 

  $_SESSION[quatity]=$_SESSION[quatity].“1@”； 

  header(“location:gouwuch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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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订单统计累加的功能并转向生成订单页面 

 

任务拓展 

1.完成数据库表订单表的创建。 

2.独立完成订单统计全部程序的编写。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能实现订单的统计功

能 

   

是否掌握 session 变量在

本任务中的用法 

 

是否能独立编写订单统计

程序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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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2   清空订单 

任务要求 

在购物车订购过程中，通过单击“删除”或“清空购物车”文字链接，能

够清空购物车中的数据统计，并可返回购物车页面重新订购。 

知识点与技能 

1.掌握 PHP 中 explode（）函数的使用； 

2.巩固 Session 变量的用法； 

3.了解 PHP 数组的用法。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1.PHP explode() 函数的用法 

函数功能：把字符串分割为数组，返回由字符串组成的数组，其中的每个元

素都是由 separator 作为边界点分割出来的子字符串。 

语法：explode(separator,string,limit) 

参 数 描 述 

separator 必需。规定在哪里分割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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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必需。要分割的字符串 

limit 可选。规定所返回的数组元素的最大数目 

2.PHP 数组的用法 

函数组能够在单独的变量名中存储一个或多个值。数组中的元素都有自己的 

ID，因此可以方便地访问它们。 

数组类型： 

·数值数组：带有数字 ID 键的数组。 

·关联数组：数组中的每个 ID 键关联一个值。 

·多维数组：包含一个或多个数组的数组。 

数值数组存储的每个元素都带有一个数字 ID键。 

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创建数值数组： 

例 1： 

$names = array(“Peter”，“Quagmire”,“Joe”); 

在这个例子中，会自动分配 ID 键。 

例 2： 

$names[0] = “Peter”； 

$names[1] = “Quagmire”； 

$names[2] = “Joe”； 

在这个例子中，人工分配的 ID 键，可以在脚本中使用这些 ID键： 

<?php 

$names[0] = “Peter”； 

$names[1] = “Quagmire”； 

$names[2] = “Joe”； 

echo $names[1] . “ and ” . $names[2] . “ are ”. $names[0] . “'s 

neighbors”； 

?> 

以上代码的输出结果为： 

Quagmire and Joe are Peter's neighb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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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活动   实现清空订单的功能 

本任务通过 Session 变量存储订单信息和产品信息，再用 explode() 函数

把信息字符串分割为数组，然后清空数组，实现清空订单信息的功能，清空购物

车里的订单后，可返回 gouwuche.php 购物车页面重新进行订购。本任务 PHP代

码如下： 

<?php 

session_start()； 

$id=$_GET[id]； 

$arraysp=explode(“@”，$_SESSION[producelist])； 

$arraysl=explode(“@”，$_SESSION[quatity])； 

//用 explode() 函数把信息字符串分割为数组 

for($i=0;$i<count($arraysp);$i++){ 

   if($arraysp[$i]==$id){ 

   $arraysp[$i]=“”； 

   $arraysl[$i]=“”； 

 }//清空数组 

 } 

$_SESSION[producelist]=implode(“@”，$arraysp); 

$_SESSION[quatity]=implode(“@”，$arraysl); 

header(“location:gouwuche.php”); 

?>  

任务拓展 

完成删除订单商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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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能实现清空订单的功

能 

   

是否掌握 session 变量、

explode() 函数在本任务

中的用法 

 

是否能独立编写清空订单

程序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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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3  收货人信息的录入界面 

任务要求 

用户登录后选择商品放入购物车,单击首页上的“去收银台”文字链接，则

打开订单用户信息确认页面（gouwusuan.php）,在该页面中需要输入收货人的详

细信息，设置的界面如图 6.3.1所示。 

 

 

 

 

 

 

 

 

 

 

 

图 6.3.1   订单确认页面 

知识点与技能 

> 掌握 PHP 中 include（）函数的使用。 

> 了解 JavaScript-window对象的方法和属性。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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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PHP include（）函数是在 PHP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include（）语句是指

包含并运行指定文件。 

当一个文件被包含时，其中所包含的代码继承了 include所在行的变量范围。

如果 include 出现于调用文件中的一个函数里，则被调用的文件中所包含的所

有代码将表现得如同它们是在该函数内部定义的一样。不过所有在包含文件中定

义的函数和类都具有全局作用域。 

如果取得 include里面的变量值，需要在 include引用的文件里加上 return。 

例如，文件 return.php 

<?php 

  $var='ok'； 

  return $var； 

?> 

if( include('return.php')=='ok' ) { ... } if 不执行里面的，因为

include('return.php')值为 1 

if( (include 'return.php')=='ok' ) { ... } if 可以执行里面的代码 

所以如果用 include进行条件比较，需要上述文件“return.php”。 

 

任务实施 

活动 1   调用“Javascript”程序 

检查收货人的信息是否为空，如果用户没填写，则弹出相应的对话框请用户

重新输入。 

…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mk:@MSITStore:E:/phpèµ�æ��/PHP5.chm::/fancy/function.inclu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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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chkinput(form){ 

      if(form.name.value==""){ 

      alert("请输入收货人姓名!")； 

      form.name.select()； 

      return(false)； 

    } 

    if(form.dz.value==""){ 

      alert("请输入收货人地址!")； 

      form.dz.select()； 

      return(false)； 

    } 

    if(form.yb.value==""){ 

      alert("请输入收货人邮编!")； 

      form.yb.select()； 

      return(false)； 

    } 

    if(form.tel.value==""){ 

      alert("请输入收货人联系电话!")； 

      form.tel.select()； 

      return(false)； 

    } 

    if(form.email.value==""){ 

      alert("请输入收货人 E-mail 地址!")； 

      form.email.select()； 

      return(false)； 

} 

 

       if(form.email.value.indexOf("@")<0){ 

        alert("收货人 E-mail地址格式输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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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mail.select()； 

        return(false)； 

     } 

    return(true)； 

    } 

   </script> 

小贴士：调用 JavaScript 程序进行检查收货人的信息是否为空，如果用户没

填写，则弹出对话框请用户重新输入。 

 

活动 2  用表单工具创建相应信息 

在 Dreamweaver 中用表单工具分别创建相应的文本框、下拉列表框，让用户

填入收货人信息。其中包括收货人姓名、姓别、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详细地址、送货方式、支付方式、简单留言等信息。代码如下： 

<table width="557" border="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tr><td height="6"></td></tr></table> 

<table width="53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1" 

cellspacing="0" bordercolor="#FFFFFF" bgcolor="#EEEEEE"> 

    <tr><td height="25" bgcolor="#EEEEEE"><div align="center" 

style="color: #720206">收货人信息</div></td></tr> 

<tr><td height="295"><table width="592" height="293"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form name="form1" method="post" action="savedd.php" 

onSubmit="return chkinput(this)"> 

<tr> <td width="22"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收货人姓名：</div></td> 

<td width="208"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name2"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139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div></td> 

<td width="98"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性别：

</div></td> 

<td width="207"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select name="sex"> 

<option selected value="男">男</option> 

<option value="女">女</option></select></div></td></tr> 

<tr><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邮政编码：

</div></td> 

<td height="25" colspan="3"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yb"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div></td> 

</tr> 

<tr><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联系电话：

</div></td> 

<td height="25" colspan="3"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tel"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div></td></tr> 

<tr><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电子邮箱：

</div></td> 

<td height="25" colspan="3"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email"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div></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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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详细地址：

</div></td> 

<td height="25" colspan="3"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input name="dz" type="text" class="inputcss" id="dz"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ize="50"></div></td></tr> 

<tr><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送货方式：

</div></td> 

<td height="25" colspan="3"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select name="shff" id="shff"> 

<option selected value="普通平邮">普通平邮</option> 

<option value="特快专递">特快专递</option> 

<option value="送货上门">送货上门</option> 

<option value="个人送货">个人送货</option> 

<option value="E-mail">E-mail</option></select></div></td></tr> 

<tr>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支付方式：

</div></td> 

<td height="25" colspan="3"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select name="zfff" id="zfff"> 

<option selected value="建设银行汇款">建设银行汇款</option> 

<option value="交通银行汇款">交通银行汇款</option> 

<option value="邮局汇款">邮局汇款</option> 

<option value="网上支付">网上支付</option></select></div></td></tr> 

<tr><td height="86"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简单留言：

</div></td> 

<td height="86" colspan="3"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textarea name="ly" cols="70" rows="5" class="input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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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textarea></div> 

</td></tr> 

<tr> <td height="22" colspan="4"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input name="submit2" type="submit" class="buttoncss" 

value="提交订单"></div></td></tr> 

</form></table></td></tr></table></td></tr></table> 

 

活动 3   在新窗口显示订单信息 

计算订单总金额，并使用弹出新窗口的命令 windows.open()显示订单信息。 

<?php 

 include("bottom.php"); 

 if($_GET[dingdanhao]!="") 

  {  $dd=$_GET[dingdanhao]； 

     session_start()； 

     $array=explode("@"，$_SESSION[producelist])； 

  $sum=count($array)*20+260； 

    echo"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echo" 

window.open('showdd.php?dd='+'".$dd."','newframe','top=150,lef 

t=200,width=600,height=".$sum.",menubar=no,toolbar=no,location

=no,scrollbars=no,status=no ')"； 

 echo "</script>"； } 

?> 

 

任务拓展 

独立完成收货人信息录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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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能实现本任务的功能 
   

是否掌握 session 变量、

explode() 函数在本任务

中的用法 

 

是否能独立编写程序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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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4   显示订单信息  

任务要求 

当在收货人信息录入页面（gouwusuan.php）中输入收货人信息后，单击“提

交订单”按钮，则弹出新窗口显示订单信息（showdd.php），如图 6.4.1所示。 

 

图 6.4.1   生成订单 

知识点与技能 

1.掌握 PHP 中查询数据的语法。 

2.巩固 Session变量的用法。 

3.掌握 JavaScript-window对象的方法和属性。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任务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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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Session 变量的用法 

本任务用 mysql 的查询语句“select 目标列… From … 目标数据表…

where条件表达式”实现在订单数据库表中查询相应订单号的记录。并用 Session 

变量存储产品订购信息。显示订单信息页面文件 showdd.php 的代码如下： 

 <?php 

session_start(); 

?>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title>商品订单</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css/font.css"> 

<style type="text/css"> 

<!-- 

.style5 { 

 color: #000000； 

 font-weight: bold； 

} 

.style6 {color: #000000} 

.style7 {color: #990000} 

--> 

</style> 

</head> 

<?php 

  include("conn/conn.php"); 

  $dingdanhao=$_GET[dd]; 

  $sql=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b_dingdan where 

dingdanhao='".$dingdanhao."'",$conn)； 

  $info=mysql_fetch_arra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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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c=$info[spc]； 

  $slc=$info[slc]； 

  $arraysp=explode("@",$spc)； 

  $arraysl=explode("@",$slc)； 

?> 

<body topmargin="0" leftmargin="0" bottommargin="0" class="scrollbar"> 

<table width="60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 height="306" bgcolor="#FFFFFF"><table width="60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 height="20" bgcolor="#F0F0F0"><div align="center" 

class="style7">恭喜<?php echo $_SESSION[username];?>，您已成功的提交了

此订单!详细信息如下:</div></td> 

      </tr> 

      <tr>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span 

class="style5">&nbsp;订单号：</span><?php echo 

$dingdanhao;?></div></td> 

      </tr> 

      <tr> 

        <td height="20" bgcolor="#FFFFFF"><div align="left" 

class="style5">&nbsp;商品列表(如下)：</div></td> 

      </tr> 

    </table> 

      <table width="500" height="6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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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bgcolor="#666666"><table width="50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1"> 

              <tr bgcolor="#F0F0F0"> 

                <td width="153" height="20"><div align="center" 

class="style7">商品名称</div></td> 

  <td width="80"><div align="center" class="style7">市场价</div></td> 

  <td width="80"><div align="center" class="style7">会员价</div></td> 

  <td width="80"><div align="center" class="style7">数量</div></td> 

  <td width="101"><div align="center" class="style7">小计</div></td> 

              </tr> 

              <?php 

   $total=0; 

   for($i=0;$i<count($arraysp)-1;$i++){ 

   if($arraysp[$i]!=""){ 

      $sql1=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b_shangpin where 

id='".$arraysp[$i]."'",$conn)； 

      $info1=mysql_fetch_array($sql1)； 

   $total=$total+=$arraysl[$i]*$info1[huiyuanjia]； 

   ?> 

              <tr bgcolor="#FFFFFF"> 

 <td height="20"><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1[mingcheng];?></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1[shichangjia];?></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1[huiyuanjia];?></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center"><?php echo 

$arraysl[$i];?></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center"><?php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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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sl[$i]*$info1[huiyuanjia];?></div></td></tr> 

              php}}?> 

       <tr bgcolor="#FFFFFF"> 

       <td height="20" colspan="5"> 

 <div align="right"><span class="style5">总计费用:</span><?php echo 

$total;?> </div></td> 

              </tr> 

          </table></td> 

        </tr> 

      </table> 

  <table width="48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bgcolor="#FFFFFF"> 

  <td width="81" height="20" align="center"><div align="left" 

class="style6">&nbsp;下单人：</div></td> 

          <td colspan="3"><div align="left"><?php echo 

$_SESSION[username];?></div></td></tr> 

        <tr bgcolor="#FFFFFF"> 

<td height="20" align="center"><div align="left" class="style6">&nbsp；

收货人：</div></td> 

 <td height="20" colspan="3"><div align="left"><?php echo 

$info[shouhuoren]；?></div></td> 

        </tr> 

 <tr bgcolor="#FFFFFF"> 

<td height="20" align="center"><div align="left" class="style6">&nbsp；

收货人地址：</div></td> 

          <td height="20" colspan="3"><div align="left"><?php echo 

$info[dizhi];?></div></td> 

        </tr> 



                                            成就专业，孵化梦想 

148 

 

        <tr bgcolor="#FFFFFF"> 

          <td height="20" align="center"><div align="left" 

class="style6">&nbsp;邮&nbsp;&nbsp;编：</div></td> 

          <td width="145" height="20"><div align="left"><?php echo 

$info[youbian]；?></div></td> 

          <td width="66"><div align="left" class="style6">&nbsp;电

&nbsp;&nbsp；话：</div></td> 

          <td width="158"><div align="left"><?php echo 

$info[tel];?></div></td> 

        </tr> 

        <tr bgcolor="#FFFFFF"> 

          <td height="20" align="center"><div align="left" 

class="style6">&nbsp;E-mail:</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left"><?php echo 

$info[email]；?></div></td> 

          <td height="20">&nbsp；</td> 

          <td height="20">&nbsp；</td></tr> 

        <tr bgcolor="#FFFFFF"> 

          <td height="20" align="center"><div align="left" 

class="style6">&nbsp；送货方式：</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left"><?php echo 

$info[shff];?></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left" class="style6">&nbsp;支付

方式：</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left"><?php echo 

$info[zfff]；?></div></td> 

        </tr> 

        <tr bgcolor="#FFFFFF"> 

          <td height="20" colspan="4"><div align="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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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style6">&nbsp；请您在一周内按您的支付方式进行汇款，汇款时注明您

的订单号!汇款后请及时通知我们</div></td> 

        </tr> 

        <tr bgcolor="#FFFFFF"> 

          <td height="20">&nbsp；</td> 

          <td height="20"><div align="center"> 

              <input name="button" type="button" class="buttoncss" 

onClick="window.close()" value="关闭窗口"> 

          </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center" class="style6">创建时间：

</div></td> 

          <td height="20"><div align="left"><?php echo 

$info[time]；?></div></td> 

        </tr> 

      </table> 

<?php 

$_SESSION[producelist]=""； 

$_SESSION[quatity]=""；  

?></td> 

  </tr> 

</table> 

</body> 

</html> 

 

知识链接 

   1.mysql 查询语句 select的语法 

select 字段列表 [as 别名], * from 数据表名 

  [where 条件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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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by 分组字段] 

  [order by 排序字段列表 desc] 

  [LIMIT startrow,rownumber] 

  （1）Select 字段列表 From数据表 

  例如，①select id，gsmc，add，tel from haf (* 表示数据表中所有字

段)。 

  ②select 单价，数量，单价*数量 as 合计金额 from haf (As 设置字段的

别名)。 

  （2）Select ... from ... Where 筛选条件式 

  筛选条件式：①字符串数据： select * from 成绩单 Where 姓名='李明'。 

  ②万用字符：select * from 成绩单 Where 姓名 like '李%' 

  select * from 成绩单 Where 姓名 like '%李%' 

  select * from 成绩单 Where 姓名 like '%李_' 

  ③特殊的条件式： 

  ·= / > / < / <> / >= / <= 

  ·AND(逻辑与) OR(逻辑或) NOT(逻辑非)； 

  ·Where 字段名称 in(值一，值二) 

  ·Where 字段名称 Is Null / Where 字段名称 Is Not Null 

  （3）Select ... from ... group by 字段 

  SQL 函数： 

  SELECT sex,count(id) as women from ‘user’ group by ‘sex’； 

  函数名描述 

  AVG 平均值  Count计数 

  MAX 最大值  MIN最小值 

  Sum 求和 

  （4）Select... from... Order by 字段列表 desc(倒，如果直接写为顺

序) 

  （5）Select ... from ... LIMIT ".$start_rowno.",".($pagesize+1) 

2.JavaScript-window对象的方法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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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对象是客户端 JavaScript 最高层对象之一，只要打开浏览器窗口，

不管该窗口中是否有打开的网页，当遇到 BODY、FRAMESET 或 FRAME元素时，都

会自动建立 window 对象的实例。另外，该对象的实例也可由 window.open()方

法创建。由于 window对象是其他大部分对象的共同祖先，在调用 window对象的

方法和属性时，可以省略 window对象的引用。例如，window.document.write()

可以简写成： document.write()。 在窗口中触发本窗口对象的任何方法和属性

时可以省去窗口的实例名称。例如，给当前的 myWin 窗口设置 status 属性时，

可以只用 status 而不用 myWin.status。但是，在事件处理中调用 location 属

性、close()方法或 open()方法时必须使用实例名称。 

 

任务拓展 

独立完成显示订单信息页面。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能实现本任务的功能 
   

是 否 掌 握 select 语 句 

session 变量、explode() 

函数在本任务中的用法 

 

是否能独立编写程序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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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5   生成订单 

任务要求 

在单击“提交订单”按钮的同时，除了显示订单信息外，还调用了 savedd.php

页面，把订单的内容写入数据库。 

知识点与技能 

1.掌握 PHP 中 mysql_query（）函数的使用。 

2.巩固 PHP 中将信息写入数据库 INSERT INTO 语句的方法。 

3.掌握 Session 变量的作用。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知识链接 

PHP mysql_query() 函数的使用。 

函数功能：执行一条 MySQL 查询。 

函数语法：mysql_query(query,connection) 

参数 描述 

query 必需。规定要发送的 SQL 查询。注释：查询字符串不应以分 

号结束。 

connection 可选。规定 SQL 连接标识符。如果未规定，则使用上一个打 

开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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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没有打开的连接，本函数会尝试无参数调用 mysql_connect() 函数来

建立一个连接并使用之。 

返回值：mysql_query() 仅对 SELECT，SHOW，EXPLAIN 或 DESCRIBE 语句返回一

个资源标识符，如果查询执行不正确则返回 FALSE。 

对于其他类型的 SQL 语句，mysql_query()在执行成功时返回 TRUE，出错

时返回 FALSE。非 FALSE 的返回值意味着查询是合法的并能够被服务器执行。

这并不说明任何有关影响的或返回的行数。很有可能一条查询执行成功了但并未

影响到或并未返回任何行。 

 

任务实施 

活动   在数据表中插入新的数据 

本任务通过 INSERT INTO 语句向数据表（订单表）中插入新的数据，并用

Session 变量存储产品订购信息。 

<?php 

session_start()； 

include("conn/conn.php")； 

$sql=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b_user where 

name='".$_SESSION[username]."'",$conn)； 

$info=mysql_fetch_array($sql)； 

$dingdanhao=date("YmjHis").$info[id]； 

$spc=$_SESSION[producelist]； 

$slc= $_SESSION[quatity]； 

$shouhuoren=$_POST[name2]； 

$sex=$_POST[sex]； 

$dizhi=$_POST[dz]； 

$youbian=$_POST[yb]； 

$tel=$_POST[tel； 

$email=$_POST[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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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ff=$_POST[shff]； 

$zfff=$_POST[zfff]； 

if(trim($_POST[ly])==""){ 

   $leaveword=""； 

 } 

 else｛ 

   $leaveword=$_POST[ly]； 

｝ 

 $xiadanren=$_SESSION[username]； 

 $time=date("Y-m-j H:i:s")； 

 $zt="未作任何处理"； 

 $total=$_SESSION[total]； 

 mysql_query("insert into 

tb_dingdan(dingdanhao,spc,slc,shouhuoren,sex,dizhi,youbian,tel 

,email,shff,zfff,leaveword,time,xiadanren,zt,total) values 

('$dingdanhao','$spc','$slc','$shouhuoren','$sex','$dizhi','$y

oubian','$tel','$email','$shff','$zfff','$leaveword','$time','

$xiadanren','$zt','$total')",$conn)； 

 header("location:gouwusuan.php?dingdanhao=$dingdanhao")； 

?> 

 

 

任务拓展 

独立完成生成订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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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能完成生成订单功能    

是否掌握插入语句 insert 

into、session 变量的用法 

 

是否能独立编写本任务程

序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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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6  订单查询 

任务要求 

 

用户在购物时，还需知道自己在近期一共购买了多少商品。单击导航条上

的“订单查询”命令，打开查询输入页面 finddd.php，在查询文本域中输入客

户的订单编号或下订单人姓名，都可查到订单的处理情况，方便与网站管理员的

沟通。完成的效果如图 6.6.1所示。 

 

图 6.6.1   订单查询页面效果 

知识点与技能 

1.设置查询输入文本域。 

2.Select 语句在订单表中查询。 

3.用 JavaScript设置 text中文本或文本框的颜色。 

 

任务准备 

1.小组协作，按 4人一组成学习小组，根据学习条件、性格选出小组长，由

小组长带领小组协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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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讲解演示，教师讲解完成本任务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进一步说明完成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的具体实施。 

 

任务实施 

活动 1  用 PHP设置查询输入文本域 

设置查询输入文本域，要求用户输入下订单人或订单号，下订单人或订单号

若为空，则弹出对话框要求用户重新输入。 

<?php 

 include("top.php"); 

?> 

<table width="766" height="438"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 width="229" valign="top" bgcolor="#F4F4F4"><?php 

include("left_menu.php")；?>     

    <td width="561" align="center"valign="top"bgcolor="#FFFFFF"><table 

width="550" height="2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nbsp;</td> 

      </tr> 

    </table> 

      <table width="53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 height="25" bgcolor="#EEEEEE"><div align="center" 

style="color: #000">订单查询</div></t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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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td height="50" ><table width="550" height="5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1"> 

              <tr> 

                <td bgcolor="#FFFFFF"> 

                  <table width="550" height="5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function chkinput3(form) 

    ｛ 

      if((form.username.value=="")&&(form.ddh.value=="")) 

      ｛ 

         alert("请输入下订单人或订单号")； 

      form.username.select()； 

      return(false)； 

       ｛ 

      return(true)；         

    ｝//下订单人或订单号若为空，则弹出对话框要求用户重新输入 

     </script> 

 

活动 2   用 Select语句设置“查找”按钮 

    单击“查找”按钮，通过 Select 语句在订单表中查询是否有符合下订单人

或订单号的记录，若没有，则显示“没有查找到该订单!”。 

 <form name="form3" method="post" action="finddd.php" onSubmit="return 

chkinput3( this)"> 

      <tr>  <td height="25"><div align="center">下订单人姓名: 

 <input name="username" type="text" class="inputcss" id="username"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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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ize="25"> 

                      订单号: 

 <input type="text" name="ddh" size="25" class="inputcss"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div></td> 

                      </tr> 

                      <tr> 

                        <td height="25"> 

                          <div align="center"> 

          <input type="hidden" value="show_find" name="show_find"> 

  <input name="submit2" type="submit" class="buttoncss" value="查 找"> 

                        </div></td> 

                      </tr> 

                    </form> 

                </table></td> 

              </tr> 

          </table></td> 

        </tr> 

      </table> 

      <table width="550" height="2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nbsp；</td> 

        </tr> 

      </table> 

      <?php 

    if($_POST[show_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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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sername=trim($_POST[username])； 

   $ddh=trim($_POST[ddh])； 

   if($username=="") 

    ｛ 

        $sql=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b_dingdan where 

dingdanhao='".$ddh."'",$conn) 

    ｝ 

   elseif($ddh=="") 

   ｛ 

       $sql=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b_dingdan where 

xiadanren='".$username."'",$conn)； 

    } 

   else 

   ｛ 

       $sql=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b_dingdan where 

xiadanren='".$username."'and dingdanhao='".$ddh."'",$conn)； 

   ｝ 

   $info=mysql_fetch_array($sql)； 

   if($info==false) 

    ｛ 

       echo "<div algin='center'>对不起,没有查找到该订单!</div>";     

     ｝ 

    else 

    ｛ 

  ?> 

     

活动 3   显示查询结果 

若在订单表中找到符合条件的记录，则显示查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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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width="525"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 height="25" bgcolor="#F0F0F0"><div align="center" 

style="color: #6E0202">查询结果</div></td> 

        </tr> 

        <tr> 

          <td height="50" bgcolor="#555555"><table width="550" 

height="50"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1"> 

              <tr> 

                <td width="77"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订单号</div></td> 

                <td width="77"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下单用户</div></td> 

                <td width="77"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订货人</div></td> 

                <td width="77"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金额总计</div></td> 

                <td width="77"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付款方式</div></td> 

                <td width="77"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收款方式</div></td> 

                <td width="77"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

订单状态</div></td> 

              </tr> 

              <?php 

       d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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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dingdanhao]；?></div></td> 

                <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xiadanren]；?></div></td> 

                <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shouhuoren];?></div></td> 

                <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total];?></div></td> 

                <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zfff];?></div></td> 

                <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shff];?></div></td> 

                <td height="25" bgcolor="#FFFFFF"><div 

align="center"><?php echo $info[zt];?></div></td> 

              </tr> 

              <?php 

     ｝while($info=mysql_fetch_array($sql)); 

     ?> 

          </table></td> 

        </tr> 

      </table> 

    <?php 

    ｛ 

     ｝ 

 ?></td> 

  </tr> 

</table> 

<?php 

 include("botto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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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链接 

用 JavaScript设置 text中文本的颜色或 text文本框的背景色,并当鼠标滑

过或离开时，文本框会显示不同的背景色。 

<input name="username" type="text" class="inputcss" id="username" 

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8f4ff'" size="25"> 

 

任务拓展 

独立完成订单查询功能。 

任务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任务得分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及进度     

主动与同组其他成员积极

沟通并协助其他成员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是否能完成订单查询功能    

是否掌握 Select 语句的用

法 

 

是否能独立编写本任务程

序 

囗  独立完成    

囗  与同学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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囗  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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