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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上海科技大学校已经建设完成的网站群平台是可以帮助学校各院所部处等单位快速搭

建网站的平台工具，利用此平台以及平台中已有的网站模板，理论上用户可以无需编写一行

代码便可以十分便捷地搭建一个合理布局、不同栏目的网站。当然，有技术条件的单位，利

用平台，可以按自身的实际需求，独立开发网站模板，建设个性化的网站，运行在学校的网

站群平台中。

本开发手册用于需要在学校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的学校各院所、部处等单位的技术人员

学习查询，协助其理解学校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术语、操作。

2 术语

模板：一个或多个静态 html（包含图片、样式）合称为模板；

页面：单个静态 html；

面板：每个静态 html 上较大的区域，每页面最少有一个面板；

窗口：每个页面上的信息块，必须放在面板标签内；

窗口内容：输出内容循环体；

碎片：每个窗口里的可输出字段，必须放在窗口标签内；

一个模板是一个站点的整体，按元素的大小排列，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模板〉页面〉面

板〉窗口〉窗口内容〉碎片。

2.1 模板

模板实际是含有一些平台特殊标签的标准静态 html，使用这些标签，普通的静态页面

上传到站群系统以后，就自动被转换为站群平台可识别的动态 html。这样，即使您不是专

业的程序员，您也能自行创建一个专业的基于数据库的动态 Web 网站。

包含有多个页面的几个页面被称为一套“模板”，一般一套模板最少由 3个页面构成，

分别是首页（main.htm）、列表页（listcolum.htm）、文章页（displayinfo.htm），这三个

页面必须采用以上的文件名。除了这三个页面外，用户可以自由定义其他页面（文件名不受

限制）。模板采用打包的方式上传，必须是 zip 压缩包，而且必须选中文件以后打包，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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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可以创建自己的模板

模板上传后：

点击“ ”可以配置模板（选择栏目、字数、条数等、也可以加减窗口）

点击“ ”可以在线编辑模板

2.2 窗口

窗口是每个页面上的信息块，模板中的每个页面都是由一个或多个窗口组合而成的。

每个窗口一般含有标题、窗口内容（图片、信息列表、栏目名称）、更多按钮等。

有些特殊的元素也是窗体，如导航栏就是一个扁长的窗体，其他元素也可以做成窗体，

比如版权信息、友情链接下拉框……，每一个窗口会有不同的编号，同一个页面上的窗口编

号不能重复。

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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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窗口的写法：

<div frag="窗口 61" >

……

</div>

下面这个写法比较完整:

2.3 面板

面板是把一组窗口限定在页面的某一区域的特殊标记。这个区域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

横向的。

注意：一个页面最少必须有一个面板。窗口必须放在面板里。

采用面板组成我们页面，我们就可以在同一区域自由添加相同样式的窗口（使用“+”），

数个面板构成了页面的基本结构，采用面板结构的模板可以让不熟悉页面的普通人自如的加

减窗口，而只使用了一个面板的页面则不能自由加减窗口，只能通过页面编辑器来加减窗口

（需要懂得 html）。我们一般建议采用面板结构，这样通用性更好，尤其是需要共享给别人

的模板（如通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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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面板的写法：

<div frag="面板 1">

……

</div>

2.4 窗口内容

窗口内容是窗口的子项。

窗口内容有两种写法：

 简易写法：仅占位，无样式，自动套用系统样式，写法如下：

写法 源代码

<div ifrag="窗口内容">窗口 11</div>

 标准写法：可以自定义相关风格，系统将套用您的结构输出，典型的写法如下：

写法 源代码

<div ifrag="窗口内容">

<table >

<tr>

<td width="5">

<div >*</div>

</td>

<td >{标题}</td>

</tr>

</table>

</div>

如采用标准写法，可以写在模板里，也可以在线修改添加，方法如下：

1、 在模板管理里，点“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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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需要的展示组件拖到窗口上；

3、 先定义关联栏目（“内容定义”），再配置表现形式（“展示配置”）；

4、 点击“编辑样式”按钮

在这个小编辑器里，如果您设计了自己的样式，比如一个一行 2 列的表格，如下图：

注：系统将按照您的样式循环， “{标题} ” 就是碎片（详见后面关于碎片的描述），

使用“ { } ”标注

2.5 碎片

碎片是窗口标记的最小单位，采用碎片技术用户可以自行定义输出的样式、结构。

注意：碎片必须放在窗口内容里

除了“标题”外，还可以使用如下碎片字段:

发布时间、浏览次数、作者、发布者、缩略图、栏目名称、简介、内容。

当然，也可以仅写标题，通过模板配置界面增加、减少相应字段。

注：这里的碎片仅用在窗口样式输出上，同样的作者、发布时间等就和后面提到的特殊

窗口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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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标题、更多按钮

这是和窗口内容同级元素，写法分别如下：

 标题

<div frag="标题">

<div frag="标题内容">

标题内容...

</div>

</div>

 更多按钮

<div frag="按钮" type="更多">

<div frag="按钮内容">

更多&gt;&gt;

</div>

</div>

系统默认将更多按钮输出在信息的右下方，如果写了更多按钮的标签，需要将更多按钮

设定为不显示:

2.7 特殊窗口

系统定义了一些特殊窗口，自动将面板、窗口及其所属元素自动成套输入，具体如下：

页面 名称

首页 站点名称、站点版权、站点 logo

列表页 站点名称、站点版权、站点 logo、栏目列表、文章列表、栏目名称、当前位

置

文章页 站点名称、站点版权、站点 logo、标题、内容、副标题、发布时间、发布人、

作者、浏览次数、栏目列表、文章列表、栏目名称、当前位置

在模板处于 状态时可以插入以上特殊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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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入时，打开这个开关“ ”，可以看到页面的布局情况，具体是：面板（红色），

窗口（蓝色），窗口内容（橙色）

说明：这个开关打开时候，因为框线要占用一定的宽度，可能导致页面变型，但这个不

会影响到实际页面的，关闭开关后页面将恢复正常

2.8 自定义

除了系统提供的一些图标外，您可能还需要一些自己做的样式图标，比如更多，new,hot

等图标。

进入模板管理/样式管理中，点击“增加”。

1、 自定义样式；

2、 到“模板管理”，点击“配置”按钮

3、 点击“配置窗口”， ；

4、 选择“窗口样式”，选中自己的样式，即可完成自定义图标样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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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栏目图片

模板包默认是首页、列表页、文章页 3 个页面，如果列表页面需要有小变化的的，可以

不必定制每个栏目的页面就实现各栏目有一定的差异，这就是栏目图片的功能。栏目图片增

加方法如下：

<div frag="窗口 80" portletmode="column_picture">

<div frag="窗口内容">

<span ifrag="栏目属性" type="栏目图片"></span>

</div>

</div>

3 模板管理

3.1 文件结构

了解模板文件夹里面的文件结构

名称 类型 说明

images 文件夹 存放图片、CSS

extends 文件夹 可选文件，jquery 库、封装组件

css 文件夹 存放 CSS

js 文件夹 存放 JS 文件

main.htm 文件 首页文件

listcolumn.htm 文件 默认列表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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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info.htm 文件 默认文章页文件

style.css 文件 样式表文件

summary.jpg
图

片
模板风格后台预览图

基本模板里面包含的 main.htm, listcolumn.htm, displayinfo.htm (三个 HTML 文

件是必须的),

1、使用 UTF-8 无 BOM 格式编码保存文件，

2、模板封面缩略图（summary.jpg）必须使用小图片，尺寸为 160*120。

3.2 文件代码结构

首页：

默认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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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文章页：

3 个模板文件，结构默认为三个部分分别为页头(header)、主体(container)和页脚

(footer)

文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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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样式：

框架里面三个模块，即相互独立又存在共性，

共性：都使用了类样式“wrapper”,在样式表中定义了全局样式 .wrapper .inner

{width:1000px;margin:0 auto;} /**页面全局宽度**/，页面定义宽度 1000px;

独立：可以分别来定义样式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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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板窗口（规则）

说明：页面内容嵌入平台特有的模块标签，来输出内容，都分别有自己的面板 ID、窗

口 ID。

语法："<div frag="面板【id】..."的形式，如：

用法：

1、面板需写在页面的布局上，或者单独写，不建议“frag="窗口 1"”用在布局上，否

则配置时结构显示会错乱；

2、应用栏目属性、站点属性的 <div frag="窗口

9" portletmode="simpleSiteAttri">需写在窗口上面

常用的标签有：

portletmode="simpleSiteAttri" //站点属性

示例：

3.4 导航部分（nav）

结构：

源码：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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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图该通用模板导航 nav 部分，是引用的系统默认样式，可以修改样式表进行修

改对应样式， 或者直接在后台可以配置样式。

3.5页尾部分（footer）

结构：

源码：

css：

说明：该窗口类型（portletmode）为站点属性(simpleSiteAttri),标签写法

高级：更多支持的标签

{站点 ID}, {站点名称}, {站点 URL}, {站点标题}, {站点简介}, {站点 Logo}, {站

点 LogoURL}, {站点电话}, {站点 Email}, {浏览次数}, {站点版权}, {技术支持}, {站点

地址}, {备案证书}, {站点链接}, {站点传真}, {扩展字段 1}, {扩展字段 2}, {扩展字段

3}, {扩展字段 4}, {扩展字段 5}

注：站点信息一般是不变的，也可以直接写进模板。

3.6 主体部分（container）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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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源码：

css：

说明：如图该部分分为 3 部分，ml、mc、mr,彼此独立，布局里面再分别嵌套 <div

class="post post-[窗口号] mbox"></div>见（下面 7.2 模块）；

高级扩展：见布局

模块：

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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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说明：见源码结构注释

内容输出：

A:默认输出

源码：

如 HTML 结构，因为采用系统默认所以窗口内容结构简单

前台页面输出 HTML：

css:

B:自定义输出

源码：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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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页面输出 HTML：

说明：需要用到 <!--[InfoCycleBegin]--> <!--[InfoCycleEnd]--> 循环

标签 ，用符号｛｝标注输出字段

高级：更多支持的标签

{序号值}, {序号}, {文章 ID}, {标题}, {文章 URL}, {发布时间}, {发布者}, {责任

编辑}, {浏览次数}, {动态浏览次数}, {缩略图}, {缩略图路径}, {发布部门}, {栏目}, {短

标题}, {副标题}, {简介}, {内容}, {作者}, {文章来源}, {文章分类}, {创建者}, {创建

时间}, {创建部门}, {图片}, {图片路径}, {附件}, {附件路径}, {视频}, {视频路径}, {热

门图标}, {最新图标}, {图示图标}, {视频图标}, {音频图标}, {扩展字段 1}, {扩展字段

2}, {扩展字段 3}, {扩展字段 4}, {扩展字段 5}, {扩展字段 6}, {扩展字段 7}, {扩展字

段 8}, {扩展字段 9}, {扩展字段 10}

3.7 列表页（listcolumn）

布局：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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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说明：当前是左侧是固定尺寸，右边是自适应的布局（也可以固定尺寸）

模块：

结构：

说明：如图该通用模板页头部分包含 5个窗口，分别是位置栏目、栏目列表、当前位置、

栏目名称和文章列表，该窗口类型（portletmode）为站点属性(simpleSiteAttri)与文章列

表(simpleList),标签写法

A：位置栏目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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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

css：

前台页面输出 HTML：

说明：该窗口类型（portletmode）为站点属性(simpleColumnAnchor),标签写法

B：栏目列表

结构：

源码：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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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页面输出 HTML：

说明：该窗口类型（portletmode）为站点属性(simpleColumnList),标签写法，输出系

统默认的结构，应用 css 表来覆盖默认样式

C：栏目名称与当前位置（面包屑导航）

结构：

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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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前台页面输出 HTML：

说明：该窗口类型（portletmode）为站点属性(simpleColumnAttri),标签写法，调用

字段需要用到｛｝

D：文章列表

结构：

源码：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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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页面输出 HTML：

说明：该窗口类型（portletmode）为站点属性(simpleList),标签写法;列表页新闻列

表，常改的地方是，下线线和前面的小图标。

高级：自定义输出（见新闻列表的自定义输出）

注意：当栏目里面只有一篇文章时，直接输出的是文章内容

3.8文章页（displayinfo）

模块：

结构：

说明：如图该通用模板页头部分包含 1 个窗口，该窗口类型（portletmode）为站点属

性(simpleArticleAttri)标签写法

A：文章内容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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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

css：

前台页面输出 HTML：

说明：该窗口类型（portletmode）为站点属性(simpleColumnAnchor)，里面分别是｛标

题｝、｛副标题｝、｛发布者｝、｛发布时间｝、｛动态浏览次数｝和｛内容｝标签写法

这里主要修改的地方是，字体大小，颜色，以及图片的最大宽度设置。

高级：更多支持的标签

{序号值}, {序号}, {文章 ID}, {标题}, {文章 URL}, {发布时间}, {发布者}, {责任

编辑}, {浏览次数}, {动态浏览次数}, {缩略图}, {缩略图路径}, {发布部门}, {栏目}, {短

标题}, {副标题}, {简介}, {内容}, {作者}, {文章来源}, {文章分类}, {创建者},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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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创建部门}, {图片}, {图片路径}, {附件}, {附件路径}, {视频}, {视频路径}, {热

门图标}, {最新图标}, {图示图标}, {视频图标}, {音频图标}, {扩展字段 1}, {扩展字段

2}, {扩展字段 3}, {扩展字段 4}, {扩展字段 5}, {扩展字段 6}, {扩展字段 7}, {扩展字

段 8}, {扩展字段 9}, {扩展字段 10}

4 模板规范

4.1 标准模板

标准模板下载

v1[通用模板].zip

高级模板下载

v2[通用模板].zip

响应式标准模板下载

v2[通用模板]响应式.zip

4.2 模板制作规范

前期准备：

1、简易型网站需要优先做成通用模板；

2、完全按照设计页面制作，有不明确的显示方式再图信中心沟通。

切图：

1、图片切图必须清晰；

2、检查图片的大小，在切图保存时，建议用 PS 用 web 格式存储，过大的，建议使用

http://www.tuhaokuai.com/压缩，避免出现图片太大导致的页面加载慢。

模板文件：

1、模板中应包含 summary.jpg，模板预览图，尺寸建议按照 160*120 像素比例；

2、模板文件的编码应该使用 UTF-8 无 BOM 格式编码，否则非常容易乱码；

3、模板制作完成后，清理一遍模板文件夹，把没有用的文件都清理掉，保持精简。

CSS 注意：

1、class 类和 id 采用（使用中横线来连接）规则，以免样式冲突；

2、加背景图片的元素需要预设与背景图片颜色类似的背景颜色值，这样访客体验会好

很多；

3、合理采用 CSS Sprite（小图合并到一张图上） ，减少 HTTP 请求次数；

http://pro.webplus.net.cn/_upload/article/files/6e/3e/31fd96134d0b885228fb242cc06d/8c9b4254-df2e-4f76-a969-1583d122e4f3.zip
http://pro.webplus.net.cn/_upload/article/files/6e/3e/31fd96134d0b885228fb242cc06d/e7371805-bd16-427d-abe9-100311730792.zip
http://pro.webplus.net.cn/_upload/article/files/6e/3e/31fd96134d0b885228fb242cc06d/105f6995-e05b-4101-a507-b7c6ec6266a6.zip
http://www.tuhaoku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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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SS 与 HMTL、JS 应该分离，尽量不要使用嵌入样式和内联样式；

5、整站字体要统一，混合式字体要慎重（如宋体和微软雅黑）；

6、需要考虑页面内容的扩展性，很多区块的高度不能定死；

7、需要考虑编辑器中的样式（p、ul、ol 标签，图片最大尺寸、边距、行高等）以及

编辑器中可能出现的浮动；

8、行高 line-height 不能写死像素（尤其在编辑器内容区域），而应该用倍数（默认

用 line-height:2;）；

9、友情链接 logo 图片不要固定宽高，容易让图片严重变型，可以只固定高度，宽度

通常能按比例自适应。

HTML 注意：

1、拒绝 Tabel 布局页面；

2、不要全部用 DIV，P、span、dl、ul、ol 等标签都很实用；

3、img 标签要加 alt 属性；

4、a 标签要加 title 属性。

模板功能：

功能名称 必须 功能说明

标题
页面的 logo 是

一律改成“站点 Logo”，如导航栏没有关于“首页”

字样时 站点 logo 需要可点击回到首页，只能放

“logo”（用文字，空白也可以，但不能放任何学校标

志）

页面的标题 是 title 一律改成“通用模板”

头部

主导航 是

搜索框 否 最好有搜索框，大部分用户需要，检查是否有用

banner 是
只用系统自带的，默认使用一个背景，上面加占位窗口

即可

首页内

容

区块要求（新闻） 是 新闻标题直接写窗口占位,使用系统样式

友情链接 否

需支持 LOGO 和文字友情链接，LOGO 高度固定且可由用

户自由设定，宽度自适应（这样不会影响排版）。最好

用新闻列表实现（方便老师后期维护信息

底部 底部页脚信息 是 支持在后台站点属性里设置，不允许以图片的形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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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作，版权，联系方式，访问次数等常用组件需做成可配

置状态，用户可直接通过拖拽展示类型设置相关显示

其他

网站统计 否

链接打开方式 否
支持设置链接打开方式，新窗口或当前窗口打开，外链

（新窗口）

内页

栏目列表 是 显示当前栏目下的子栏目列表，支持展示三级栏目。

当前位置 是 显示当前页面位置

副标题 是 文章的副标题，不使用固定高，内外边距

模板细节：

1、页面中所有文字和图片等信息都要能够让用户在后台添加、更改等控制；

2、首页和列表页请调用对应模块的缩略图，大图（原图）一般在文章页使用；

3、字数要考虑撑出的效果，可以不设高度自动撑高或截取字符长度；

4、页面字体需要统一，设计要求例外

5、如果截取了字符长度，应该在包裹这段文字的标签上加上 title 属性并赋予完整的

文字，以便鼠标放上去能够看到完整的文字；

6、调用文章内容的地方应加 clear，<div class=clear></div>清除浮动；

7、区块高度不能定死，需要根据内容自适应，但可以通过 min-height、_height 定最

小高度；

8、网站导航的每个栏目宽度建议自适应，部分特殊模板页也可以不自适应；

9、区块隐藏后要考虑页面的排版，不能隐藏后就直接空缺一块；

10、页面底部要有底部相关信息，如版权、地址、联系方式，这些数据直接调用标签以

保证所有的在后台能够管理和生效；

11、模板需要兼容 IE7+（含 IE7），谷歌、火狐、360 等主流浏览器。

模板配置：

1、图片切换 / 图片新闻绑定后，在配置界面将“缩略图”改成“图片”/“原图”，

模板源码检查：

1、源码是否精简，不相干样式必须删除，文件夹里不相干图片必须删除；

2、预览模板页面是否有 404 图片死链接；

3、是否存在 JS 错误；

4、A 标签需要加 title，IMG 需要加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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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数据检查：

1、不得出现其他学校校名 logo 等包含其他学校字样；

2、技术支持不得出现其他公司；

3、不得出现数字、test、测试等简单测试新闻；

4、版权信息中地址等信息需要核实，不得出错；

5、页脚的信息不允许以图片的形式制作

模板备份：

1、模板完成后 需要在后台及时备份（备注模板完成），并将模板锁定；

2、需要放置 220 相对应的文件夹里（新建“template”）；

主页模板 seo：

1、title 如果和站点名一样可以不加，不一样需要在模板里描述，建议添加

2、meta 的描述

< meta name= keywords content=？大学,？ /> （全称、简称等）

< meta name= description content=？大学，…… />（适当带点该简介，不超过 75

字）

4.3模板布局命名

以模板页 main.htm 为例：

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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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下序号对应图上标注的序号：

01、文件中的字符编码，记住平台规定使用 utf-8;

02、设置双核浏览器的浏览模式为极速模式打开；

告诉 IE 以最高级模式渲染文档，也就是任何 IE 版本都以当前版本所支持的最高级

标准模式渲染;

03、页面的 seo 的关键字(学校名称、学校简介)，页面描述（学习简介或者部门简介，

不超过 75 字）；

https://www.baidu.com/s?wd=I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HFhn1-bnHIhPvNbrH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mYnHnYPWmkP1bYPjDznj6d
https://www.baidu.com/s?wd=I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HFhn1-bnHIhPvNbrH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mYnHnYPWmkP1bYPjDznj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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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引用页面公共 js 或者私有的样式表，模板是 extends/extends.js，

style.css ,切记书写顺序，

05、页面存在定制模版页，（可以在页面的标签 body 上加上样式“main”、二级页

“list”）来进行区分；

06、引入私有的 js 文件，需放置在标签/body 和/html 之间 ；

以模板页里面 container 为例：

源码：

说明：以下序号对应图上标注的序号

外框、class="mod",方便用于多列信息时的，样式编写结构。

一层、ml（左列）、mc（右列）、mc（中栏）。

二层、modl（左列）、modc（右列）、modc（中栏）。

模块、class="post",依次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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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面板 ID，写在布局结构上、窗口 ID，写在模板上（.post）上。

窗口号命名：

面板 10（11，12，13，14、....）。

面板 20（21，22，23，24、....）。

以模块里面 post 为例：

源码：

结构：

说明：以下序号对应图上标注的序号

4.4 分类方法

使用类选择器，放弃 ID 选择器

id 在 JS 是唯一的，不能多次使用，而使用 class 类选择器却可以重复使用，另外 id

的优先级优先与 class，所以 id 应该按需使用，而不能滥用。

特殊字符：-连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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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规范中并不表示连字符的含义。

后代选择器命名

 约定不以单个字母+-为前缀且长度大于等于 2 的类选择器为后代选择器，如：.item

为 m-list 模块里的每一个项，.text 为 m-list 模块里的文本部

分：.m-list .item{}.m-list .text{}。

 一个语义化的标签也可以是后代选择器，比如：.m-list li{}。

 不允许单个字母的类选择器出现，原因详见下面的“模块和元件的后代选择器的扩

展类”。

通过使用后代选择器的方法，你不需要考虑他的命名是否已被使用，因为他只在当前模

块或元件中生效，同样的样式名可以在不同的模块或元件中重复使用，互不干扰；在多人

协作或者分模块协作的时候效果尤为明显！

后代选择器不需要完整表现结构树层级，尽量能短则短。

注：后代选择器不要在页面布局中使用，因为污染的可能性较大；

命名应简约而不失语义

1

2

3

4

5

6

/* 反对：表现化的或没有语义的命名 */

.m-abc .green2{}

.g-left2{}

/* 推荐：使用有语义的简短的命名 */

.m-list .wrap2{}

.g-side2{}

相同语义的不同类命名

方法：直接加数字或字母区分即可（如：.m-list、.m-list2、.m-list3 等，都是列表

模块，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块）。

其他举例：.f-fw0、.f-fw1、.s-fc0、.s-fc1、.m-logo2、.m-logo3、u-btn、u-btn2

等等。

模块和元件的扩展类的命名方法

当 A、B、C、...它们类型相同且外形相似区别不大，那么就以它们中出现率最高的做

成基类（种子样式），其他做成基类的扩展。

方法：+“-”+数字或字母（如：.m-list 的扩展类为.m-list-1、.m-list-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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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基类自身可以独立使用（如：class=m-list 即可），扩展类必须基于基类使用

（如：class=m-list m-list-2）。

如果你的扩展类是表示不同状态，那么你可以这样命名：u-btn-dis，u-btn-hov，

m-box-sel，m-box-hov 等等，然后像这样使用：class=u-btn u-btn-dis。

如果你的网站可以不兼容 IE6 等浏览器，那么你标识状态的方法也可以采取独立状态分

类（.z-）方法：.u-btn.z-dis，.m-box.z-sel，然后像这样使用：class=u-btn z-dis。

模块和元件的后代选择器的扩展类

有时候模块内会有些类似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把它们做成元件和扩展，那么也可以使用

后代选择器和扩展。

后代选择器：.m-login .btn{}。

后代选择器扩展：.m-login .btn-1{}，.m-login .btn-dis{}。

同样也可以采取独立状态分类（.z-）方法：.m-login .btn.z-dis{}，然后像这样使用：

class=btn z-dis。

注：此方法用于类选择器，直接使用标签做为选择器的则不需要使用此命名方法。

注：为防止后代选择器的扩展类和大类命名规范冲突，后代选择器不允许使用单个字母。

比如：.m-list .a{}是不允许的，因为当这个.a 需要扩展的时候就会变成.a-bb，这样

就和大类的命名规范冲突。

分组选择器有时可以代替扩展方法

有时候虽然两个同类型的模块很相似，但是你希望他们之间不要有依赖关系，也就是说

你不希望使用扩展的方法，那么你可以通过合并选择器来设置共性的样式。

使用本方法的前提是：相同类型、功能和外观都相似，写在同一片代码区域方便维护。

/* 两个元件共性的样式 */

.u-tip1,.u-tip2{}

.u-tip1 .itm,.u-tip2 .itm{}

/* 在分别是两个元件各自的样式 */

/* tip1 */

.u-tip1{}

.u-tip1 .itm{}

/* tip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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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p2{}

.u-tip2 .itm{}

防止污染和被污染

当模块或元件之间互相嵌套，且使用了相同的标签选择器或其他后代选择器，那么里面

的选择器就会被外面相同的选择器所影响。

所以，要慎用标签选择器，必要时采用类选择器，并注意命名方式，可以采

用.m-layer .layerxxx、.m-list2 .list2xxx 的形式来降低后代选择器的污染性。

4.5 命名规则

class 命名

1.长名称或词组可以使用中横线来为选择器命名。

2.不建议使用“_”下划线来命名 CSS 选择器，

.btn 代表 button,但是.s 不能表达任何意思;

class 名应该尽可能短,并且意义明确;

选择器、属性和值都使用小写

在 xhtml 标准中规定了所有标签、属性和值都小写，CSS 也是如此。

单行写完一个选择器定义

便于选择器的寻找和阅读，也便于插入新选择器和编辑，便于模块等的识别。去除多余

空格，使代码紧凑减少换行。

如果有嵌套定义，可以采取内部单行的形式。

1

2

3

4

5

6

7

8

9

/* 单行定义一个选择器 */

.m-list li,.m-list h3{width:100px;padding:10px;border:1px solid #ddd;}

/* 这是一个有嵌套定义的选择器 */

@media all and (max-width:600px){

.m-class1 .itm{height:17px;line-height:17px;font-size:12px;}

.m-class2 .itm{width:100px;overflow:hidden;}

}

@-webkit-keyframes showitm{

0%{height:0;opacit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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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00%{height:100px;opacity:1;}

}

最后一个值也以分号结尾

通常在大括号结束前的值可以省略分号，但是这样做会对修改、添加和维护工作带来不

必要的失误和麻烦。

CSS 书写规范使用 CSS 缩写属性

CSS 有些属性是可以缩写的，比如 padding,margin,font 等等，这样精简代码同时又能

提高用户的阅读体验。

省略值为 0 时的单位

16 进制颜色代码缩写

去掉小数点前的“0”

为节省不必要的字节同时也使阅读方便，我们将 0px、0em、0%等值缩写为 0。

1 .m-box{margin:0 10px;background-position:50% 0;}

使用单引号

省略 url 引用中的引号，其他需要引号的地方使用单引号。

1

2

.m-box{background:url(bg.png);}

.m-box:after{content:'.';}

使用 16 进制表示颜色值

除非你需要透明度而使用 rgba，否则都使用#f0f0f0 这样的表示方法，并尽量缩写。

1 .m-box{color:#f00;background:rgba(0,0,0,0.5);}

根据属性的重要性按顺序书写(CSS 书写顺序)

只遵循横向顺序即可，先显示定位布局类属性，后盒模型等自身属性，最后是文本类及修

饰类属性。

1.位置属性(display,visibility,position, top, right, z-index, float 等)

2.大小(width, height, line-height,margin,padding,border,overflow, min-width )

3.文字系列(font, letter-spacing, text-align,color 等)

4.背景(background, 等)

5.其他(animation, transition 等)

如果属性间存在关联性，则不要隔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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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这里的 height 和 line-height 有关联性 */

.m-box{position:relative;height:20px;line-height:20px;padding:5px;color:#000;}

私有在前，标准在后

先写带有浏览器私有标志的，后写 W3C 标准的。

1 .m-box{-webkit-box-shadow:0 0 0 #000;-moz-box-shadow:0 0 0 #000;box

-shadow:0 0 0 #000;}

注释格式：

/* 注释文字 */

对选择器的注释统一写在被注释对象的上一行，对属性及值的注释写于分号后。

/* Header */

内容区

/* End Header */

4.6 代码格式

语法

 用两个空格来代替制表符（tab） -- 这是唯一能保证在所有环境下获得一致展现的

方法。

 嵌套元素应当缩进一次（即两个空格）。

 对于属性的定义，确保全部使用双引号，绝不要使用单引号。

 不要在自闭合元素的尾部添加斜线 -- HTML5 规范中明确说明这是可选的。

 不要省略可选的结束标签（例如，</li> 或 </body>）。

IE 兼容模式

1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chrome=1">

引入 CSS 和 JavaScript 文件

在引入 CSS 和 JavaScript 文件时需要指定type属性(text/css和text/javascript)，

(html5 不需要，因为 text/css 和 text/javascript 分别是它们的默认值。)。

属性顺序

HTML 属性应当按照以下给出的顺序依次排列，确保代码的易读性。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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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name

 data-*

 src, for, type, href, value

 title, alt

 role, aria-*

class 用于标识高度可复用组件，因此应该排在首位。id 用于标识具体组件，应当谨

慎使用（例如，页面内的书签），因此排在第二位。

减少标签的数量

编写 HTML 代码时，尽量避免多余的父元素。

4.7CSS 命名规范

CSS 命名规范(规则)常用的 CSS 命名规则

模板结构：

注意事项:

1.一律小写;

2.尽量用英文;

3.尽量下划线;

4.尽量不缩写，除非一看就明白的单词。

注释的写法:

/* Header */

内容区

/* End Header */

Id 的命名:

(1)页面结构

页面外围控制整体佈局宽度：wrapper

页面内围控制整体佈局宽度：inner

容器：container

页头：header

内容：content / container

页面主体：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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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尾：footer

导航：nav

侧栏：sidebar

栏目：column

左右中：left right center

容器子级： mod

布局： ml mc mr (左中右)

布局结构子级： modcon

(2)导航

导航：nav

主导航：mainnav

子导航：subnav

顶导航：topnav

边导航：sidebar

左导航：leftsidebar

右导航：rightsidebar

菜单：menu

子菜单：submenu

(3)信息

标题: title

摘要: summary

内容：text

发布时间：time

其他属性：other

(4)文章页

标题：title

副标题：subtitle

引用：quote

属性：metas

发布者：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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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uthor

责任编辑：editor

发布时间：update

动态浏览次数：views

内容：entry

(5)栏目

路径：path

(6)功能

标志：logo

广告位/幻灯片：banner

图标: icon

注释：note

热点：hot

新闻：news

下载：download

友情链接：links

版权：copyright

登陆：login

登录条：loginbar

搜索：search

表单列表/项：item

注册：register

加入：joinus

状态：status

按钮：btn

滚动：scroll

标签页：tab

文章列表：list

提示信息：msg

小技巧：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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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guild

服务：service

投票：vote

(7)特殊项

当前的: current

选中的：selected

hover： hover

父级选中样式：parent

CSS 样式表文件命名

基本共用 base.css

私有的 style.css

模块 module.css

皮肤 skin.css

专栏 columns.css

文字 font.css

表单 forms.css

js 文件命名

基本共用 common.js

私有的 base.css

主页的 main.js

二级页 list.js

4.8 模板标签

说明：展示快捷配置，又称快捷绑定，就是不需要手动去拖拽展示图标。

语法：portletmode=simpleSiteAttri;

用法：

<div frag=窗口 09 portletmode=simpleSiteAttri> 只需写在窗口所在的标签上面。

常用的标签有：

导航：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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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类：

A：集合

simpleColumnAttri 栏目属性（列表页、文章页，该方式可同时自由配置多个属性）

窗口内容里面可以题写的 指定的字段标签。

{栏目 ID}, {栏目名称}, {栏目 URL},{栏目别名}, {栏目主页 URL}, {栏目图片}, {栏

目图片 URL}, {当前位置}, {位置栏目}, {浏览次数}, {栏目简介}, {扩展字段 1}, {扩

展字段 2}, {扩展字段 3}, {扩展字段 4}, {扩展字段 5}

B：单一

simpleColumnPicture // 栏目图片（列表页、文章页）

simpleColumnAnchor // 位置栏目（列表页、文章页）

simpleColumnList // 栏目列表（列表页、文章页）

simpleColumnName // 栏目名称（列表页、文章页）

simpleColumnPosition // 当前位置（列表页、文章页）

站点类：

A：集合

simpleSiteAttri 站点属性（首页、列表页、文章页，该方式可同时自由配置多

个属性）

窗口内容里面可以题写的 指定的字段标签

{站点 ID}, {站点名称}, {站点 URL}, {站点标题}, {站点简介}, {站点 Logo}, {站点

LogoURL}, {站点电话}, {站点 Email}, {浏览次数}, {站点版权}, {技术支持}, {站点地

址}, {备案证书}, {站点链接}, {站点传真}, {扩展字段 1}, {扩展字段 2}, {扩展字段 3},

{扩展字段 4}, {扩展字段 5}

B：单一

simpleSiteName // 站点名称（首页、列表页、文章页）

simpleSiteLogo // 站点 logo（首页、列表页、文章页）

simpleSiteCopyright // 站点版权（首页、列表页、文章页）

simpleSiteTel // 站点电话（首页、列表页、文章页）

simpleSiteEmail // 站点邮箱（首页、列表页、文章页）

列表类：

simpleList // 文章列表（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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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文章页）：

A：集合

simpleArticleAttri

文章属性（文章页，该方式可同时自由配置多个属性）。

窗口内容里面可以题写的指定的字段标签。

{序号值}, {序号}, {文章 ID}, {标题}, {文章 URL}, {发布时间}, {发布者}, {责任

编辑}, {浏览次数}, {动态浏览次数}, {缩略图}, {缩略图路径}, {发布部门}, {栏目}, {短

标题}, {副标题}, {简介}, {内容}, {作者}, {文章来源}, {文章分类}, {创建者}, {创建

时间}, {创建部门}, {图片}, {图片路径}, {附件}, {附件路径}, {视频}, {视频路径}, {热

门图标}, {最新图标}, {图示图标}, {视频图标}, {音频图标}, {扩展字段 1}, {扩展字段

2}, {扩展字段 3}, {扩展字段 4}, {扩展字段 5}, {扩展字段 6}, {扩展字段 7}, {扩展字

段 8}, {扩展字段 9}, {扩展字段 10}

B：单一

simpleArticleTitle // 文章标题（文章页）

simpleArticlePublisher // 发布者（文章页）

simpleArticlePublishDate // 发布时间（文章页）

simpleArticleSource // 文章来源（文章页）

simpleArticleAuthor // 作者（文章页）

simpleArticleContent // 内容（文章页）

5 特色功能

5.1 文章检索

5.1.1 文章检索服务

/_wp3services/generalQuery?queryObj=articles 由第三方在页面向文章检索服务地

址（）发送请求。

当文章检索服务响应请求分别对其请求的条件、排序及返回信息进行解析，解析成功，

根据请求参数，以 json 格式返回文章相关属性。

注意：

条件、排序和返回信息是以 json 字符串向文章检索服务发送请求。

JSON.stringify()在 IE8 是未定义的，为了兼容需引用“/_js/json/json2.js”。

http://pro.webplus.net.c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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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备注

queryObj 用于区分查询的对象类型，目前包含 articles(文章) 必填

siteId 站点 ID 必填

columnId 栏目 ID

注意：若没有栏目 Id，则默认是当前站点的根栏目

pageIndex 页码，默认为 1

rows 查询条数，默认为 10

returnAttr 当值为 1 时，仅返回文章的属性

allUrl 说明：

手机app及手机端的访问地址需要加http://域名:端口/具体访

问地址

Pc 不需要显示地址及附件访问全路径

1：表示显示完整访问路径

0或不填：表示不加 http 和域名显示

注意：v1607 以后版本支持

conditions 条件

orders 排序

reqModule 1：返回 content 内容时使用，

returnInfos 请求返回属性

allImgs 是否显示所有图片（版本 v16077 之前版本使用）

目前是在 returnInfos 中请求返回属性

过时

scope 查询范围（版本 v16077 之后版本使用）

版本 v16077 之前版本使用：在 conditions 参数中，作为条件参

数传参

新增

5.1.3 请求参数站点 Id 和栏目 Id 获取方式

获取站点 Id：

方式一：

通过站点地图（域名/_sites）

方式二：

通过站点检索服务地址（域名/_wp3services/generalQuery?queryObj=sites&scope=1）

获取栏目 Id：

方式一：审查元素

在栏目管理中，找到对应栏目，采用审查元素方式，获取栏目 Id。

方式二：采用栏目检索服务地址

域名/_wp3services/generalQuery?queryObj=columns&siteId=2&scope=1。

5.1.4查询条件(conditions)

以 json 字符，向文章检索服务发送请求；查询条件，支持复合查询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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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描述：

conditions：查询条件，多个条件之间为 And 连接，内部允许嵌套 orConditions

orConditions：查询条件，多个条件之间为 or 连接，内部允许嵌套 conditions

field：条件字段名称

judge：关系符，目前包括“=、<、>、<=、>=、like”

value：值，请求字段的值

例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

{

orConditions: [

{field: "author", value: "谷子", judge: "like"},

{field: "creator", value: " 系 统 管 理 员 ",

judge: "like"}

]

},

{

conditions: [

{

orConditions: [

{field: "title", value: "%菊花%",

judge: "like"},

{field: "key", value: "Ch",

judge: "like"}

]

},

{

orConditions: [

{field: "imgLogo", value: "true",

jud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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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field: "fileLogo", value: "true",

judge: "="}

]

}

]

}

];

/*

查询条件属性目前包括（后期可扩展）：

title： 标题

creator： 创建者

createTime： 创建时间

createOrgId：机构 Id

folderIds： 文件夹 Id

author： 作者

source： 文章来源

summary: 简介

key: 关键字

allKeys: 关键字查询（包括标题、作者、关键字及内容中含有此关键的查询）

infoCode： 文号

scope： 范围（1 当前及子，0 当前）

categoryId： 文章分类 Id

imgLogo： 图片标识，（值是 true，否为 false）

fileLogo： 附件标识，（值是 true，否为 false）

videoLogo： 视频标识，（值是 true，否为 false）

f1~f50： 扩展字段 1至扩展字段 50

top： 置顶

new： 最新

hot： 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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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Time：发布时间

publisher： 发布者

*/

条件属性：

参数名 说明 备注

id 文章 Id

title 文章标题

artTypeId 文章类型

publishTime 发布时间

publisher 发布人

visiCount 浏览量

content 文章内容

infoCode 文号

categoryId 文章分类 Id 文章所属分类

newest 是否最新

hot 是否是热点

shortTitle 短标题

subTitle 副标题

summary 简介

creatorId 创建者 Id

createTime 创建时间

createOrgId 创建部门 Id

author 文章作者

editor 责任编辑

source 文章来源

key 关键字

size 大小

score 分数 V15061 不支持

f1~f50 扩展字段

5.1.5 排序(orders)

排序方式，支持多重排序，默认为栏目设置的排序方式。

例如：

[

{field: 'id', type: 'desc'},

{field: 'createTime', type: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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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op', type: 'desc'},

{field: 'visitCount', type: 'desc'}

];

属性说明

field：需要排序的文章属性

type：排序方式，升序（asc）和降序（desc），默认为升序

5.1.6 返回属性(returnInfos)

1. 返回属性，是指第三方请求时需要哪些文章属性，由第三方发送请求，文章检索服

务接收到请求，根据第三方请求返回文章属性。

2. 返回属性，若第三方未请求返回属性，由系统返回默认文章输出属性。

3. 返回属性，支持自定义；提供字数、日期格式设置等属性。

属性说明

1. name：文章检索服务系统中的属性

2. field：自定义字段命名称

3. pattern：格式自定义

4. name：格式名称

5. value：格式值

格式设置（pattern）

格式名称

（name）

格式值（value） 备注

l 任意数字 字符长度

lp 任意数字 取满足长度的字符，余下的以

“…”代替

d 'yyyy-MM-dd'(年-月-日)

'MM-dd'(月-日)

'yyyy-MM-dd HH'(年-月-日 时)

'yyyy-MM-dd HH:mm'(年-月-日 时:分)

'yyyy-MM-dd HH:mm:ss'(年-月-日 时:分:

秒)

'yyyy/MM/dd'(年/月/日)

'MM 月 DD 日'(MM 月 DD 日)

'yyyy 年 MM 月 dd日'(yyyy年 MM 月 dd日)

'yyyy 年 MM 月 dd 日 hh 时'(yyyy 年 MM

月 dd 日 hh 时)

日期的格式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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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name: " title "},

{field: "mytitle", name: " title "},

{field: " mytitle ",pattern: [{name: "l",value: "10"}],

name: "title"}

]

/*

json 说明：

mytitle：自定义标题

title：标题

mytitle：标题名称，取 10 个字符，输出

*/

5.1.7 结果返回值默认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备注

total 数据总条数

lastPageNum 最后页面显示条数

pageCount 总页数

startExeTime 开始执行时间

endExeTime 查询花费时间

data [

{'folderName':'额额

','code':'0300000-2015-0004','filePath':'

','creator':'系统管理员

','summary':'','id':448,'title':'ddddddd'

,'wapUrl':'/_s9/01/c0/c177a448/pagem.psp'

,'url':'/_s9/01/c0/c177a448/page.psp','pu

blishTime':'2015-07-23

14:24:04','publisher':'系统管理员

','visitCount':10,'mircImgPath':''}

]

文章属性，若只需返回文章属性，则需要在 ajax

请求参数设置 returnAttr 值为 1；否则返回非

默认 json

5.1.8文章属性

参数名 说明 备注

id 文章 Id 默认输出

title 文章标题 默认输出

publishTime 发布时间 默认输出

publisher 发布人 默认输出

visitCount 浏览量 默认输出

url 文章访问地址 默认输出,访问文章模板页面链接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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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pUrl （手机）文章访问地址 默认输出

mircImgPath 缩略图 默认输出

content 文章内容

{

'count': 1,

'data': [

content: '内容 1',

content: '内容 2'

]}

改输出模式仅在版本 v16077 以后

版本支持

infoCode 文号

category 文章分类名称 文章所属分类，多个逗号分隔

color 文章标题颜色 标题样式

bold 标题是否加粗 标题样式

top 是否置顶

newest 是否最新

hot 是否是热点

topImg 置顶图标

newImg 最新图标

hotImg 热点图标

imgPath 图片的路径

imgName 图片名称

filePath 附件的路径

fileName 附件名称

videoPath 视频路径

videoName 视频名称

audioPath 音频路径

audioName 音频名称

shortTitle 短标题

subTitle 副标题

summary 简介

creator 创建者

creatorId

createTime 创建时间

createOrg 创建部门名称

author 文章作者

editor 责任编辑

source 文章来源

key 关键字

publishOrg 发布部门名称

size 大小

score 分数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downLoads 下载次数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f1~f50 扩展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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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mg 图片

allImg': {

'count': 3,

'imgdata': [{

'imgUrl': '图片访问地址 1'

}, {

'imgUrl': '第二个图片访问

地址'

}, {

'imgUrl': '第三个图片访问

地址'

}]}

获取文章中多张图

coverImgPath 封面图 V6061 以上不支持

artTypeId 文章类型 Id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artTypeName 文章类型名称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score 文章评分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downLoads 文章下载次数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phColId 发布栏目 Id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phColName 发布栏目名称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phColUrl 发布栏目 Url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imgLogo 是否是图片文章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fileLogo 是否是附件文章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videoLogo 是否是视频文章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audioLogo 是否是音频文章 V16077 以上版本支持

5.1.9 返回 json 数据格式

默认返回 json 格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

"total":9,

"data":[

{"folderName":"额额","code":"0300000-2015-0004",

"filePath":"","creator":"系统管理员",

"summary":"","id":448,"title":"ddddddd",

"wapUrl":"/_s9/01/c0/c177a448/pagem.psp",

"url":"/_s9/01/c0/c177a448/page.psp",

"publishTime":"2015-07-23 14:24:04",

"publisher":"系统管理员","visitCount":10,"mircImgPath":""

}

],

"lastPageNum":4,

"pageCount":2,

"startExeTime":1438146506082,

"endExeTime":"3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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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仅返回文章属性 json 格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

{

'folderName':'额额',

'code':'0300000-2015-0004',

'filePath':'',

'creator':'系统管理员',

'summary':'','id':448,

'title':'ddddddd',

'wapUrl':'/_s9/01/c0/c177a448/pagem.psp',

'url':'/_s9/01/c0/c177a448/page.psp',

'publishTime':'2015-07-23 14:24:04',

'publisher':'系统管理员',

'visitCount':10,'mircImgPath':''

},

{

'folderName':'学校概况',

'code':'0100000-2015-0006',

'filePath':'','creator':'系统管理员',

'summary':'ddddcc,guzi','id':426,

'title':'sddddddddddd',

'wapUrl':'/_s9/01/aa/c107a426/pagem.psp',

'url':'/_s9/01/aa/c107a426/page.psp',

'publishTime':'2015-07-23 13:09:18',

'publisher':'系统管理员',

'visitCount':10,'mircImgPath':''

}

]

实例应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var url =

http://172.18.10.8:8080/_wp3services/generalQueryvar?queryObj=articles';

//查询条件

var conditdata = [

{field: 'key', value: key, judge: 'like'},

{field: 'author', value: author, judge: 'like'},

{field: 'creator', value: creator, judge: 'like'},

{field: 'publishTime', value: beginPt, judge: '>='},

{field: 'publishTime', value: endPt, judge: '<'},

{field: 'categoryId', value: catalogs, judge: 'in'},

{field: 'scope', value: 1, jud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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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请求返回参数

var returnInfosdata = [

{name: 'folderName'},

{field: 'code', name: 'f11'},

{name: 'filePath'},

{name: 'creator'},

{name: 'summary'}

];

//排序参数

var orderData = [

{field: 'visitCount', type: 'desc'},

{field: 'publicTime', type: 'desc'},

{field: 'createTime', type: 'desc'},

{field: 'top', type: 'desc'}

];

var orders = JSON.stringify(orderData);

var conditions = JSON.stringify(conditdata);

var returnInfos = JSON.stringify(returnInfosdata);

//向文章检索服务发送请求

$.ajax({

url:url,

type: 'POST',

async: false,

dataType: 'json',

data: {siteId: siteId, columnId: 17, pageIndex: 1, rows: 10,

conditions: conditions, orders: orders, returnInfos: returnInfos },

success: function(result) {}

});

5.1.10 仿造平台搜索页

文件： wp_search.zip

5.2 栏目检索

由 第 三 方 在 页 面 向 栏 目 检 索 服 务 地 址

（/_wp3services/generalQuery?queryObj=columns）发送请求。

当文章检索服务响应请求分别对其请求的条件、排序及返回信息进行解析，解析成功，

http://pro.webplus.net.cn/_upload/article/files/25/e4/6488f7a64cb7a608826370d98a12/d74219db-b2e9-4dfb-a995-976638f1a90c.zip
http://pro.webplus.net.cn/_wp3services/generalQuery?queryObj=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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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请求参数，以 json 格式返回文章相关属性。

注意：

条件、排序和返回信息是以 json 字符串向文章检索服务发送请求。

JSON.stringify()在 IE8 是未定义的，为了兼容需引用“/_js/json/json2.js”

5.2.1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备注

queryObj 用于区分查询的对象类型，columns(栏目) 必填

siteId 站点 ID 必填

columnId

栏目 ID，

若栏目 Id 为空，则获取当前站点的根栏目下所有子，若不为空获

取当前栏目

reqModule

请求模式：1.访问数据同步；该种模式做了访问限制，数据全部

公开，访问受限制

无参数标：该数据不分公开，访问不受限制

pageIndex 页码，默认为 1

rows 查询条数，默认为 10

allUrl 是现实全路径：1.显示，0 或空不显示（默认）

scope
范围

1：当前及所有子；2：所有子；3：当前及子；4:当前下的子

conditions 条件

orders 排序

returnInfos 请求返回属性

ndt
是否显示该栏目下无文章的栏目；1：不显示；0或空：显示（默

认）

rtProp 仅返回栏目属性，1：仅返回栏目属性；0或不填：返回所有属性

注意：若 columnId 没有，则从当前站点根栏目开始；若 columnId 有具体的值，获取当

前栏目下的子栏目。

请求参数站点 Id 和栏目 Id 获取方式

5.2.2 获取站点

方式一：通过站点地图

域名/_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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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通过站点检索服务地址

域名/_wp3services/generalQuery?queryObj=sites&scope=1

获取栏目 Id：

方式一：审查元素

在栏目管理中，找到对应栏目，采用审查元素方式，获取栏目 Id

方式二：采用栏目检索服务地址

域名/_wp3services/generalQuery?queryObj=columns&siteId=2&scope=1

5.2.3 查询条件

以 json 字符，向检索服务发送请求；查询条件，支持复合查询条件设置。

属性描述：

conditions：查询条件，多个条件之间为 And 连接，内部允许嵌套 orConditions

orConditions：查询条件，多个条件之间为 or 连接，内部允许嵌套 conditions

field：条件字段名称

judge：关系符，目前包括“=、<、>、<=、>=、like”

value：值，请求字段的值

例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

orConditions:[

{field:"name",value:"%新闻%",judge:"like"},{field:"

summary ",value:"%采访%",judge:"like"}

]

},

{

conditions:[

{

orConditions:[

{field:"f1",value:"% 专

题%",judge:"like"},

{field:"f2",value:"%Ch%",judge:"lik

e"}

]

},

{

orConditions:[

{field:"f3",value:"1",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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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field:"f4",value:"2",judge:"="}

]

}

]

}

];

5.2.4 条件属性：

参数名 说明 备注

id 栏目 Id

name 栏目名称

ptId 父栏目 Id 查找父节点下的子栏目

path 路径 可查找当前栏目下的子栏目

letter 首字母

summary 简介

createTime 创建时间

aliasName 栏目检查

metaKwds Meta 关键字

metaDes Meta 描述 MetaDescription

5.2.5 排序

排序方式，支持多重排序，默认为栏目设置的排序方式。

例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

{

field: id,

type: desc

},

{

field: createTime,

type: desc

},

{

field: visitCount,

type: de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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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属性说明

field：需要排序的栏目属性

type：排序方式，升序（asc）和降序（desc），默认为升序

5.2.6 返回属性

返回属性，是指第三方请求时需要哪些栏目属性，由第三方发送请求，检索服务接收到

请求，根据第三方请求返回栏目属性。

返回属性，若第三方未请求返回属性，由系统返回默认栏目输出属性。

返回属性，支持自定义；提供字数、日期格式设置等属性。

属性说明

name：栏目检索服务系统中的属性

field：自定义字段命名称

pattern：格式自定义

name：格式名称

value：格式值

格式设置

格式名称

（name）
格式值（value） 备注

l 任意数字 字符长度

lp 任意数字
取满足长度的字符，余下的以

“…”代替

d

² yyyy-MM-dd(年-月-日)

² MM-dd(月-日)

² yyyy-MM-dd HH(年-月-日 时)

² yyyy-MM-dd HH:mm(年-月-日 时:分)

² yyyy-MM-dd HH:mm:ss(年-月-日 时:分:

秒)

² yyyy/MM/dd(年/月/日)

² MM 月 DD 日(MM 月 DD 日)

² yyyy 年 MM 月 dd 日(yyyy 年 MM 月 dd 日)

² yyyy 年 MM 月 dd 日 hh 时(yyyy 年 MM 月

dd 日 hh 时)

日期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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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name: name},

{field: colName, name: name},

{field: shortName,pattern: [{name: l,value: 10}], name:

name}

]

json 说明：

colName：自定义名称

name：栏目名称

shortName：栏目名称，取 10 个字符，输出

5.2.7 结果返回值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备注

status

1：请求成功

0：未知错误

-1：非法请求，系统未提供 Name=null 的通

用查询

-2：未查询到结果

result true:表明请求成功，false：请求失败

total 数据总条数

lastPageNum 最后页面显示条数

pageCount 总页数

startExeTime 开始执行时间

endExeTime 查询花费时间

data

[

{

id :1,

name:通知,

picture :,

url:

}，{

id :2,

picture :新闻网,

logo:,

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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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栏目属性

参数名 说明 备注

id 栏目 ID 默认输出

name 栏目名称 默认输出

url 栏目访问路径 默认输出

picPath 栏目图片

visitCount 访问量

summary 简介

link 链接

ptId 父栏目 Id

path 路径

isParent 是否是父栏目

iconPath 图标

letter 首字母

sort 排序

target 打开方式

aliasName 栏目简称

colChCount 子个数

metaKwds Meta 关键字

metaDes Meta 描述

virDir 虚拟目录

createTime 创建时间

shared 是否分享

opened 是否公开

mColName 主栏目名称（）

mColId 主栏目 Id（）

stName 站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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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d 站点 Id

artTotal 文章数量

f1~f5 扩展字段

5.2.9 栏目检索服务实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var colurl

= "/_wp3services/generalQuery?_p=YXM9MSZwPTEmbT1OJg__&act=1&query

Obj=columns";

var siteId = 80,columnId="";

columnTree(1712,0);

function columnTree(columnId,i){

$.ajax({

url: colurl,

type: 'POS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8",

async: false,

dataType: 'json',

data: {

siteId: siteId,

columnId: columnId,

scope: 4 //当前下的子

},

success: function(result){

var $tempNav = $(".temp-nav");

if (result != null){

$tempNav.children().remove();

var html = "";

$.each(result.data,function(i,el){

html +='<li class="n'+i+'

"col-id="'+this.id+'">'+this.name+'</li>';

});

$tempNav.append('<div

class="temp-navcon nav'+i+'"><ul

class="clearfix">'+html+'</ul></div>');

}

}

});

}

5.3 响应式模板

此模板是在默认模板基础上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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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模板文件组成

了解模板文件夹里面的文件结构。

文件结构

名称 类型 说明

images 文件夹 存放图片、CSS

extends 文件夹 可选文件，jquery 库、封装组件

css 文件夹 存放 CSS

js 文件夹 存放 JS 文件

main.htm 文件 首页文件

listcolumn.htm 文件 默认列表页文件

displayinfo.htm 文件 默认文章页文件

style.css 文件 样式表文件

media.css 文件 多屏适配样式表文件

mobile.css 文件 wap 样式表文件

summary.jpg 图片 模板风格后台预览图

基本模板里面包含的 main.htm, listcolumn.htm, displayinfo.htm (三个 HTML

文件是必须的)。

1、使用 UTF-8 无 BOM 格式编码保存文件。

2、模板封面缩略图（summary.jpg）必须使用小图片，尺寸为 160*120。

5.3.2 模板文件代码结构

首页、默认列表页、默认文章页 3 个模板文件，结构默认为三个部分分别为页头

(header)、主体(container)和页脚(footer)

文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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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框里面代码为必须添加代码

多屏自适应：

1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user-scalable=0,initial-scale=1.0,

minimum-scale=1.0, maximum-scale=1.0"/>

cs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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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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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

1

2

3

4

5

6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app.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 初始化 SDAPP

new SDAPP({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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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zWidth:1000,

zHeight:366,

pagination: true

},

"menu":{

type:"aside,slide" // wap 导航显示方式（只能二选一）

}

});

});

</script>

5.3.3 默认页特殊位置

A、导航部分（nav）

结构：（示例图）

源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aside 侧边抽屉导航，点击使用，位置任意-->

<a class="navi-aside-toggle"></a>

<!--Start||nav-->

<!--导航根 div 上需写上这两个 class 类名 nav ， wp-navi -->

<div class="wrapper nav wp-navi" id="nav">

<div class="inner">

<!--导航-->

<div class="navbar" frag="面板 1">

<div class="navbox" frag="窗口 1">

<div frag="窗口内容">

<div class="navi-slide-head">

<h3 class="navi-slide-title

">导航</h3>

<a class="navi-slide-arrow"

></a>

</div>

<!--[NaviStructBegin]-->

<!--

data-nav-aside：代码识别标志，需放置在 ul 标签上，

title：显示的标题名称；

index：区块

-->

<ul class="wp-menu

clearfix" data-nav-aside='{"title":"导航","index":0}'>

<!--[NaviItemCycle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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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li class="menu-item {级别

样式}"> <a class="menu-link" href="{栏目 URL}" target="{打开方式}">{栏目名

称}</a>

<!--[MenuStructBegin

]-->

<em class="menu-swi

tch-arrow"></em>

<ul class="sub-menu

clearfix">

<!--[MenuIte

mCycleBegin]-->

<li class="

sub-item {级别样式}"><a class="sub-link" href="{栏目 URL}" target="{打开方

式}">{栏目名称}</a>

<!--

[SubMenuList]-->

</li>

<!--[MenuIte

mCycleEnd]-->

</ul>

<!--[MenuStructEnd]-

->

</li>

<!--[NaviItemCycleEnd]-->

</ul>

<!--[NaviStructEnd]-->

</div>

</div>

</div>

</div>

</div>

<!--aside 导航-->

<div class="wp-navi-aside" id="wp-navi-aside">

<div class="aside-inner">

<div class="navi-aside-wrap"></div>

</div>

<div class="navi-aside-mask"></div>

</div>

<!--End||nav-->

js 控制：

1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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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function(){

// 初始化 SDAPP

new SDAPP({

"menu":{

type:"aside,slide"

}

});

});

</script>

B、大图切换（fouce）

结构：（示例图）

源码：

1

2

3

4

5

6

7

8

9

<div frag="窗口 2">

<div frag="窗口内容">

<div class="focus" data-focus>

<!--[InfoCycleBegin]-->

<img src="{图片路径}" data-focus-title="{标

题}" data-focus-url="{文章 URL}">

<!--[InfoCycleEnd]-->

</div>

</div>

</div>

js 控制：

1

2

3

4

5

6

7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 初始化 SDAPP

new SDAPP({

'focus':{

zWidth:1000,

zHeight: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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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pagination: true

}

});

});

</script>

C、列表页（listcolumn）

位置栏目

结构：（示例图）

源码：

1

2

3

4

5

6

7

8

9

<!--位置栏目-->

<div class="col_menu_head" frag="面板 3">

<h3 class="col_name" frag=" 窗 口

3" portletmode="simpleColumnAnchor">

<span class="col_name_text">

<div frag="窗口内容">位置栏目</div>

</span>

</h3>

<a class="column-switch"></a> <!--wap 情况，有无栏目列表时使用-->

</div>

6 组件介绍

管理员在绑定模板的时候，需要把展示用组件拖到需要绑定的窗口中去。不同的展示组

件的作用不相同，展示出来的效果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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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新闻类

 ：标题列表只显示文章标题

 ：显示文章标题与发布时间

 ：当新闻内容中包含图片时，可以选择此展示组件。默认显示第一

篇文章的图片。当第一篇文章没有图片时，需要在[内容定义]-[内容块高级配

置]中修改，“重复第一个有图文章”为“是”

 ：文章列表显示文章标题与时间。当新闻内容中包含图片时，可以

选择此展示组件。默认显示第一篇文章的图片。当第一篇文章没有图片时，左

图不显示。如果需要显示图片，在[内容定义]-[内容块高级配置]中修改，“重

复第一个有图文章”为“是”

 ：当新闻内容中包含图片时，左边显示图片，右边文章以显示新闻

内容。展示设置中可设置显示内容的字符长度

 ：当新闻内容中包含图片时，左边显示图片，右边显示新闻标题+

内容摘要。展示设置中可设置显示内容的字符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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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列表以从右至左的方式滚动出现，新闻列表只显示一行在滚

动

 ：新闻标题列表以多行新闻从下至上滚动的方式显示，[展示设置]

的高级属性中，可设置排序方式

 ：新闻标题+时间列表以多行新闻从下至上滚动的方式显示

 ：当新闻内容中包含图片时，可以选择此展示组件

 ：文章列表显示文章标题与时间。当新闻内容中包含图片时，可以

选择此展示组件

 ：文章列表显示文章标题与时间，上方显示新闻中的图片，下面为

新闻标题列表

 ：文章列表显示文章标题，上方显示新闻中的图片，下面为新闻标

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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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列表显示文章标题，下方显示新闻中的图片，上方为新闻标

题列表

 ：文章列表显示文章标题与发布时间，下方显示新闻中的图片，上

方为新闻标题列表

 ：当新闻内容中包含图片时，右边显示图片，左边文章以新闻内容

的方式显示。展示设置中可设置显示内容的字符长度

 ：当新闻内容中包含图片时，上方显示图片，下方文章以新闻内容

的方式显示。展示设置中可设置显示内容的字符长度

 ：当新闻内容中包含图片时，下方显示图片，上方文章以新闻内容

的方式显示。展示设置中可设置显示内容的字符长度

 ：当该文章被很多用户访问的时候，可以设置该组件用来显示热门

文章。

6.2 图片类

 ：显示区域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显示绑定栏目内文章的第一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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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下面显示该文章标题和文章摘要，以 Flash 方式将图片轮流显示

 ：以图片从左至右幻灯片切换的方式展现，图片展示大小可以在[展

示设置]中配置

 ：显示区域为绑定栏目内文章的的图片，图片右下角显示图片的排

序数字，左下角为对应图片的新闻标题，以 Flash 方式将图片轮流显示，显示

条数可以在[展示设置]中配置

 ：显示区域分为上下两部分，都为图片展示区域。上面为图片展区，

图片以 Flash 方式轮流显示。下面为缩略图展区，展示了该栏目内文章的所有

图片。展区图片大小、缩略图图片大小及显示条数均可在[展示设置]中配置

 ：左边的展示区为多图交替，右边显示正在展示的图片的新闻标题

和摘要

 ：显示区域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显示绑定栏目内文章的第一个图

片，图片左下角显示数字排序，显示区域的最下方按数字排序显示该文章标题，

以 Flash 方式将图片轮流显示，显示条数可以在[展示设置]中配置

 ：绑定栏目内文章的图片以 Flash 方式轮流切换，图片下方显示图

片排序数字。点击图片，进入文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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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定栏目内文档的图片自下向上滚动，图片下方为对应文章标题

 ：绑定栏目内文档的图片以从右至左的方式滚动出现，图片下方为

对应文章标题

 ：绑定栏目内文档的图片以从右至左的方式滚动出现

 ：绑定栏目内文档的图片自下向上滚动

6.3 栏目类

 ：绑定栏目导航后，栏目将以横向导航的方式展现

 ：在绑定列表页时，拖动到左侧的栏目显示区域，栏目按树状显示。

“展示设置”中可以选择需要显示的层数

 ：用于统计绑定栏目的访问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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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组件类

 ：当前用户登陆区域，在“展示设置”中可以设置登陆框显示的类

型，“纵向”、“横向”等

 ：当前用户登陆区域，在“展示设置”中可以设置登陆框显示的类

型，“纵向”、“横向”等

 ：当前用户登陆区域，需要输入验证码，在“展示设置”中可以设

置登陆框显示的类型，“纵向验证”、“横向验证”等

 ：当前用户登陆区域，需要输入验证码，在“展示设置”中可以设

置登陆框显示的类型，“纵向验证”、“横向验证”等

 ：当前用户登录区域，在“展示设置”中，分别在“登录前”和“登

录后”的输入框中输入 html 代码，自定义当前用户登录区域

 ：“展示设置”中，“友情链接”的设置规则为“标题[链接]”，多

个链接之间请用回车键分隔，例如：



上海科技大学 网站群平台_自主建站开发手册

70

 ：简单搜索显示框，只有一个搜索输入区

 高级搜索框，包括关键字、类型、创建者等，管理员也可以在“自

定义”输入区域修改搜索框样式

 ：统计各个站点的文章发布量排行，最终结果以柱状图样式显示。

在“统计站点”中选择统计内容，默认为本站点与本站点下的子站点

 ：统计各个站点下拥有的信息（文档）量排行，最终结果以柱状图

样式显示。在“统计站点”中选择统计内容，默认为本站点与本站点下的子站

点

 ：站点下文章的访问排行量以柱状图显示。在“统计站点”中选择

统计内容，默认为本站点与本站点下的子站点

 ：站点下栏目的访问排行量以柱状图显示。在“统计站点”中选择

统计内容，默认为本站点与本站点下的子站点

 ：为主页面添置“留言板”展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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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模板创建

 模板就是用户按照定义好的方式显示页面；一套模板页面包括主页、列表页和

文章页。

 用户定制一套模板页面应该包括主页、列表页和文章页三个页面，将这些页面

制作完成之后要将它们及使用到的图片、样式表（CSS）等都放到一个 zip 压

缩文件中去（不可以是 ZIP 文件），而且这些文件必须都在压缩包的根目录下。

如图：

 部门管理员通过进入[网站建设]然后进入[模板管理]页面：

 创建新模板：用户通过它可以增加新的模板；用户可以在模板库中选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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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类的模板，也可以通过本地上传模板

 模板名称：这个模板的名称

 模板状态：选择是否启用或禁用。禁用的模板不能生成静态页面，禁

用的模板也不能设为默认模板

 模板语言：这个模板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定时发布：定时发布模板

 本地上传：从本地上传 ZIP 类型的模板

 删除模板：用户可以通过它删除一个模板，默认模板不允许删除

 下载模板：点击“ ”下载模板的 zip 包

 修改模板：点击“ ”修改模板。用户可以修改模板管理中模板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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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如果“选择模板库”为空，那么将不修改已经上传的模板，如果不

为空，那么将替换原来存在的模板。

 列表页静态页面：当没个栏目没有被绑定在首页中，仍然希望能生成静态

列表页，可以用此操作来实现

 设为默认模板：点击“ ”设为默认模板

8 模板绑定

部门管理员通过[网站建设]然后进入[模板绑定]页面就可以对该部门中存在的模板进

行模板绑定。

页面显示部门站点的根栏目及下属的子栏目，根栏目的模板即在模板管理中选中的默

认模板，如果想改变默认模板，请见部门网站管理模板管理。

站点管理员可以编辑模板页、配置页面并预览页面。

根栏目下的子栏目可以设置页面，选择

 编辑页面：提供可视化编辑和代码编辑两种方式。

 设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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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编辑页面：

 配置页面：部门管理员通过在配置模板页面，将展示模块拖拽到需要绑定的区

域（虚线框内）并编辑，即可完成页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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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配置页面”将会看到一个你已上传的模板，这时的模板已经不是静态的 HTML

页面，而是真正的所见即所得的模板绑定页面。点击上面的展示模块，就可以将其拖拽至

你需要绑定的地方（必须是虚线框中）。

点击[新闻类]-[左图右列表]，拖到需要绑定的地方，弹出如下设置页面

导入需要显示的栏目

点击右下角“内容快高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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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类型：配置内容快的显示方式是栏目列表还是文章列表

 仅显示有图文章：对于左图右列表文章而言，新闻的显示方 式是否

仅显示有图文章

 重复第一个有图文章：第一个显示的有图文章是一条新闻，默认只显示新闻中的图

片，不显示标题名称。若选中“是”，则第一篇文章不仅以图片方式显示，也以新

闻标题的方式显示出来

选择“展示设置”，可以查看到已导入栏目后的显示情况

 时间格式：新闻标题后名称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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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条数：新闻的显示条数

 字符长度：新闻标题最多显示的字符长度

 缩略图：长度宽度可自定义

选择“窗口属性”，可配置窗口显示方式

 当前窗口：如果选择“不显示”，前台页面不显示当前模块

 窗口标题栏：当模板中有有窗口标题栏的时候，该选项生效

 窗口标题：窗口上方显示的标题，如下图，“调查项目”即为窗口标题



上海科技大学 网站群平台_自主建站开发手册

78

 More 按钮：当窗口中包含的文章大于设置的显示条数时，是否需要显示 more 图标

 More 链接：请输入以“http://www.baidu.com”格式的链接地址

 设为默认窗口：当把某一个窗口设为默认窗口后，那么其他展示区将以此窗口为例

创建新的窗口

选择“窗口样式”，通过编辑器来修改窗口样式

应用程序：是选择在这个位置是显示什么内容，可以选择以下很多类型。

独立绑定页面

模板除了使用整套的模板套以外，还可以独立绑定页面。

点击[网站建设]-[模板绑定]，查看到本站点所使用的模板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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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任何一个需要绑定独立页面前面的“ ”，分别单独绑定首页，列表页或者文章

页，选择“独立绑定页面”。

 配置页面：同模板绑定中的“配置页面”

 编辑：通过代码和页面设计两种方式编辑页面

 新建：新建一个文件，用来单独绑定页面

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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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在模板库中选择模板，或者本地上传一个 zip 文件

 模板：当选择来源“模板库”时，在站点的模板库中选择一个需

要的模板页。当选择来源“本地上传”时，本地上传一个 zip

文件（zip 文件内容参考模板管理）

 名称：模板页名称

 文件名：带有 htm 后缀的文件名

 删除：删除模板页

 复制：复制模板页并重新命名

模板新建好后，选中需要单独绑定的模板页，点击“确定”，独立绑定页面

成功

文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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