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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阿里 CMS 的名称
1.

通用名称：AliCMS：
a)

2.

维语读音：
【】ئەس ئەم سى ئالى

b) 国际读音：
【΄a΄li΄si΄æm΄æs】
汉语名称：阿里 CMS

1.2. 阿里 CMS 简介






阿里 CMS 帮助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最短的时间，创建出强大，易用，可扩展并安全
的，恰好符合需求的网站；
具有优秀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架构；
具有灵活，可扩展并强大的系统架构；
具有 CMS 的简单，易用，安全，强大功能等特点；
具有很多独特的特点。

1.3. 阿里 CMS 技术架构
阿里 CMS 技术架构：三层架构 + Web 标准 + 面向对象思想 + We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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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里 CMS 系统架构
阿里 CMS 由模块，语言，数据库，模板和皮肤等 5 个部件组成。这 5 个部件相对独立，
可无限扩展。它们之间不同的组合形成各种类型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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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模块，实例，栏目和模板的关系




模块：是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完整实现特定功能的最小单元，模块只有实例化后才能使
用。
实例：是模块的具体表现，直接与数据有关系。
栏目：是网站的组成单元，直接与前天表现有关系。

模块与实例的关系：
 模块是抽象的，实例是具体的。模块是统称，实例是特指。就像人和某一个人（张三）
的关系一样。
 一个模块可创建出多个实例。系统模块和会员模块只能创建一个实例。

实例与栏目的关系：
 实例直接与数据有关，而栏目与数据的表现有关。
 一个实例基础上可以创建多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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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模块，对象，操作和属性的关系





阿里 CMS 可包含无限个模块，每个模块可分成多个对象。
对象封装了一个小的，完整的功能单元，它把模块的功能分成更小的功能单元。从而模
块的实现和管理更加方便。
对象之间可有父子关系。
对象包含属性和操作。属性是对象的特性，而操作是执行特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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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知识

2.1. Dreamweaver 相关知识
我们建议以代码编写为主，这样代码干净，整齐，最大限度减少垃圾代码。所以，任何
文本编辑器上都可以制作阿里 CMS 模板。如果使用像 Dreamweaver 这样先进的网页编辑软
件，还是会很大程度上提高开发效率。但我们只需要 Dreamweaver 的很少部分功能。所以，
没有必要专门学习 Dreamweaver。
注：以 Dreamweaver CS5 为例。

2.1.1. 界面布局
由于我们以代码编写为主，因此可以把 Dreamweaver 界面设置成更适合代码编写。我
们建议的方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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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菜单栏，右侧：文件（管理）
，中间：切换为代码视图。

2.1.2. 创建网站
下面介绍最简单的方式在 Dreamweaver 里创建网站，
从而建立阿里 CMS 模板开发环境。
在 Dreamweaver 里创建网站的更多的选项参考 Dreamweaver 帮助。
环境：
 假设网站的根目录在：E:\wwwroot，并且已经安装阿里 CMS。
 假设网站的访问地址是：http://127.0.0.1/
步骤：
1) 菜单栏中，选择“站点 – 新建站点”
。
2) 侧栏选择：站点。
3) 站点名称：AliCMS
4) 本地站点文件夹：E:\wwwroot。
按“确定”即可建立一个网站。

2.1.3. 常用设置和快捷方式











F4 键：
F4 键的作用是隐藏/显示所有打开的面板。
alt + 鼠标左键：
在一个 HTML 标签，类或者 ID 上点击左键，同时按住 alt 键，会显示标签位置的 CSS
信息。
新建文件：
1) 展开右侧的文件面板。
2) 选择目标文件夹，点右键，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新建文件”。
3) 可以把新创建的文件的扩展名改为其他格式。比如，htm，dwt.aspx，css，js。
复制，剪切和删除：
在文件面板上面，通过 ctrl + c（复制），ctrl + x（剪切）和 del（删除）键快捷地进行复
制，剪切和删除。通过鼠标拖动来实现文件或文件夹的移动。
代码缩进
代码缩进极大的提高代码的可读性。通过 Dreamweaver 的代码编辑窗口中，可用 tab 键
进行缩进，可用 shift + tab 键取消缩进。可对选中的多行进行缩进操作。
默认缩进方式
1. 菜单栏：编辑 - 首选参数（快捷键：ctrl+u）。
2. 分类：代码格式。
3. 缩进：打钩，1，Tab 键。
4. 制表符大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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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代码格式化
良好格式化的代码既能提高可读性，也能提高工作效率。然而，其他人写的代码往往很
乱，手动格式化也麻烦。为此，Dreamweaver 提供了相关的一个命令，即应用源格式。
操作步骤：
1. 菜单栏：命令 – 应用源格式。

2.2. 系统目录结构





wwwroot
 bin
 cache
 ad
 pack
 player
 template
 common
 alias
 fckeditor
 jquery
 data
 {InstanceID}
 system.config
 module
 template
 global.asax
 alicms.aspx
 alicms.config
 alicms.eot
 alicms.ttf
 index.aspx
 web.config
说明：
1) bin：
存放 dll 库文件。
2) cache：
缓存文件夹。下载包里不包含此文件夹，是动态生成。也可以完全删除掉。
 ad
存放缓存的广告代码文件。文件名格式为：
{实例 ID}_{语言缩写}_{广告位 ID}.js
 pack：
存放缓存的打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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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
存放缓存的播放器文件。
 template：
存放缓存的模板文件。
3) common：
系统级公用文件存放目录。
 alias
存放别名定义文件。可用后台管理 – 模块管理页面的“生成别名文件” 来重
新生成到 cache 目录下。
 fckeditor：
HTML 编辑器。
 jquery
jquery 库相关文件。
4) data：
存放所有数据的文件夹。数据包括数据库，内容图片，配置文件，数据文件等等。
 {InstanceID}：
对应某一个实例的数据。是用实例的 ID 来命名。
 system.config：
数据库文件。可把扩展名改为.mdb，然后用 access 打开。
5) module：
模块信息目录。
6) template：
模板目录。
7) global.asax：
Web 应用程序文件。只需插入一行：
<%@ Application Inherits="AliCMS.Global" %>
8) alicms.aspx：
阿里 CMS 总体调度文件。是必须的文件。只起辅助作用，不能直接访问。
9) alicms.config：
网站全局配置文件。通过后台管理 – 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全局设置来配置。
10) index.aspx：
默认首页。里面是空的。只是占位作用。
11) web.config：
网站配置文件。对于阿里 CMS 必要的部分是：
<add verb="*" path="*.aspx" type="AliCMS.HttpHandler" />

2.3. 安全配置


bin，common，data，module，template 目录的执行权限设置为：无。
步骤：
1) 开始菜单 – 运行，输入“inetmgr”，启动 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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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到阿里 CMS 的网站（比如，默认网站）
，展开它。
3) 选择 bin，打开属性。目录选项卡里，执行权限设置为：无。
4) 其他目录类似。
初次安装后，必须修改默认管理员。
步骤：
1) 用默认密码登陆后台。
2) 点击页面顶部的“我的资料”。
3) 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修改后台地址。
步骤：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点击“后台管理”
，进入编辑页面。
3) 路径框里输入新的后台地址。
启用验证码。
步骤：
1)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2) 把“显示验证码”设置为“是”
。

2.4. 认识 common 目录下的应用

2.4.1. alias
功能：
包含属性别名的 javascript 表示。
说明：
alias 目录里包含每个模块对应的 js 文件。每个 js 文件里包含模块的对象和对象属性的
别名。

2.4.2. date_picker
功能：
日期选择器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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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把下面的代码复制下来，粘贴到 test.htm 里面，再把 test.htm 放在阿里 CMS 根目录下访问：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日期选择器</title>
</head>
<body>
<input type="text" id="DatePicker" class="Wdate" onfocus="new DatePicker(this);"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date_picker/date_picker.js"></script>
</body>
</html>

2.4.3. jquery
功能：
 jquery/core.js：jquery 的核心文件。
 jquery/ui.js：jquery 的界面相关文件。
 jquery/marquee.js：利用 jquery 写的实现 marquee 的文件。

说明：
 xhtml 标准中，
不包含 marquee 标签，
而且 marquee 标签有一些不足之处。
要用 marquee.js
来替代 marquee 标签。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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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marquee</title>
</head>
<body>
<div id="Marquee" style="width:200px;height:200px">
爱革 CMS 是乌鲁木齐爱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CMS 系统（网站管理软件）
。她的目标
是天下没有难做的网站。爱革 CMS 帮助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最短的时间，创建出强大，易用，
可扩展并安全的，恰好符合需求的网站。爱革 CMS 包括系统模块，会员模块，广告模块，文章
模块，网址模块，留言模块，网店模块，音乐模块，图片模块，电影模块，视频模块。有了爱革
CMS，做维文网站，哈文网站和柯尔克孜语网站不再是难事了。
</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jquery/core.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jquery/marquee.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Marquee").marquee("up", 2, 100);
</script>
</body>
</html>

2.4.4. curvy_corner.js
功能：
实现圆角矩形。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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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圆角矩形</title>
<style type="text/css">
body{margin:50px}
.Corner{margin:0 auto;border:1px solid #F00;width:200px;height:200px}
</style>
</head>
<body>
<div class="Corner">
爱革 CMS 是乌鲁木齐爱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CMS 系统（网站管理软件）
。
</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curvy_corner.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ettings =
{
tl: { radius: 20 },
tr: { radius: 20 },
bl: { radius: 20 },
br: { radius: 20 },
antiAlias: true,
autoPad: true,
validTags: ["div"]
}
var curvy = new curvyCorners(settings, "Corner");
curvy.applyCornersToAll();
</script>
</body>
</html>

2.4.5. equalcols.js
功能：
使两个或更多的列具有同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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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使列具有相同高度</title>
<style type="text/css">
.Wrap{margin:0 auto}
.Wrap div{float:left}
#Col1{border:1px solid #F00;width:200px}
#Col2{border:1px solid #00F;width:200px}
</style>
</head>
<body>
<div class="Wrap">
<div id="Col1">第一列<br />第一列<br />第一列<br />第一列<br />第一列</div>
<div id="Col2">第二列</div>
</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equalcols.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MakeColsEqual("Col1", "Col2");
</script>
</body>
</html>

2.4.6. IlgharIme.js
功能：
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孜文网页输入法。

说明：
 输入框的 class 属性里增加 UYGFont（维文输入），KZAFont（哈文输入）或者 KGAFont
的 css 类。
 引用 IlgharIme.js。
 调用 SetupIme()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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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爱革输入法</title>
<style type="text/css">
@font-face{font-family:UKIJ Tuz Tom;src:url(/alicms.ttf);src:url(/alicms.eot)\9}
body{direction:rtl}
.UYGFont{font-family :UKIJ Tuz Tom;direction:rtl}
</style>
</head>
<body>
<textarea rows="10" cols="60" class="UYGFont"></textarea>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IlgharIme.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etupIme();
</script>
</body>
</html>

2.4.7. swfobject.js
功能：
创建 flash 控件。浏览器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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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flash 对象</tit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swf.js"></script>
</head>
<body>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fo = new SWFObject("http://d3.sina.com.cn/201011/01/262209_140180fudan.swf", "Flash", 300,
200, "7", "#ffffff");
fo.addParam("wmode","transparent");
fo.addParam("allowScriptAccess", "always");
fo.addParam("allowFullScreen", "true");
fo.write();
</script>
</body>
</html>

2.4.8. uploader.js
功能：
上传相关文件。
函数：
函数

描述

Init()

初始化函数。

Add()

增加一个上传项。

Delete()

删除一个上传项。

NeedUpload()

判断是否需要上传。

Upload()

开始上传。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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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上传</title>
</head>
<body>
<form action="">
<input id="FileTextbox" type="text" name="File" size="60" class="Text" />
<input id="FileBrowse" type="button" value="浏览..." />
</form>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uploader.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_uploader.Init({WebPath:"/"});
_uploader.Add("File", "FileTextbox", "FileBrowse");
</script>
</body>
</html>

2.4.9. xmldom.js
功能：
不同的浏览器上统一处理 xml 数据。
函数：
函数

描述

CreateXmlDom()

创建 xmldom 对象。

loadXML()

加载 xml 数据。

selectNodes()

搜索节点集。

selectSingleNode()

搜索单个节点。

text

获取内容。

也可使用 xmldom 提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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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模板目录结构

所有模板都放在 template 目录下。
模板目录结构：
 wwwroot
 template
 WXXXXXX
 website.config
 TXXXXXX
 template.config
 design
 source
 js
 SXX
 CHS
 skin.config
 image
 ad
 temp
 css
 说明：
1) WXXXXXX：
是网站模板文件夹名称。W 代表 Website，即网站。XXXXXX 是六位数字，
网站编号。不过，这不是死规定。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命名。
2) TXXXXXX：
是（栏目）模板文件夹名称。T 代表 Template，即模板。XXXXXX 是六位数
字，模板编号。不过，这不是死规定。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命名。
3) SXX：
是皮肤文件夹名称。S 代表 Skin，即皮肤。XX 是两位数字，皮肤编号。不过，
这不是死规定。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命名。
如果某皮肤是网站模板下的几个模板公用的，则可以放在网站模板文件夹下面。
4) design：
放设计的页面。制作模板时，首先设计 html 格式的页面。设计的差不多了，
再把 html 页面转换成 dwt.aspx 的模板页面。这些设计的 html 页面放在该目录
下。网站发布的时候，不用发布该目录。
5) source：
放源文件，比如，参考的页面，代码，psd 源文件，flash 源文件等。网站发布
的时候，不用发布该目录。
6) js：
放 javascript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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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S：
中文语言皮肤。其他语言于此类似。比如，维语皮肤放在“UYG”目录下。
8) image：
放图片，flash 等修饰页面的资源。内容图片不放在这里。
9) ad：
放默认广告图片。
10) temp：
放设计页面时用到的临时图片等资源。网站发布的时候，不用发布该目录。
11) css：
放 css 文件。
12) 发布模板时，要删除 design，source 和 temp 目录，还要删除 thumbs.db（windows
缩略图缓存文件）
，_notes（DW 缓存文件）
，_vti_cnf 等多余的文件和文件夹。

2.6. 网站模板配置文件
网站模板文件夹必须包含 website.config 的配置文件。它是 xml 格式的文件。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ID><!—网站的全球唯一标识符（GUID）--></ID>
<Name><!—网站的名称--></Name>
<Description><!—网站的描述--></Description>
<AuthorName><!—网站作者名称--></AuthorName>
<AuthorID><!—网站作者 ID--></AuthorID>
<Organization><!—网站制作单位--></Organization>
<CreateTime><!—网站创建时间--></CreateTime>
<UpdateTime><!—网站更新时间--></UpdateTime>
<Version><!—网站版本号--></Version>
<SystemVersion><!—阿里 CMS 系统版本号--></SystemVersion>
</configuration>

2.7. 模板配置文件
模板文件夹必须包含 template.config 的配置文件。它是 xml 格式的文件。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ID><!—模板的全球唯一标识符（GUID）--></ID>
<Name><!—模板的名称--></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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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dmin><!—是否是管理类模板。取值：true 或 false。--></IsAdmin>
<Description><!—模板的描述--></Description>
<Language><!—模板默认语言。以语言缩写表示--></ Language>
<AuthorName><!—模板作者名称--></AuthorName>
<AuthorID><!—模板作者 ID--></AuthorID>
<Organization><!—模板制作单位--></Organization>
<CreateTime><!—模板创建时间--></CreateTime>
<UpdateTime><!—模板更新时间--></UpdateTime>
<Version><!—模板版本号--></Version>
<SystemVersion><!—阿里 CMS 系统版本号--></SystemVersion>
</configuration>

2.8. 皮肤配置文件
每种语言的皮肤文件夹必须包含 skin.config 的配置文件。它是 xml 格式的文件。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ID><!—皮肤的全球唯一标识符（GUID）--></ID>
<Name><!—皮肤的名称--></Name>
<Description><!—皮肤的描述--></Description>
<AuthorName><!—皮肤作者名称--></AuthorName>
<AuthorID><!—皮肤作者 ID--></AuthorID>
<Organization><!—皮肤制作单位--></Organization>
<CreateTime><!—皮肤创建时间--></CreateTime>
<UpdateTime><!—皮肤更新时间--></UpdateTime>
<Version><!—皮肤版本号--></Version>
</configuration>

2.9. 设置模板所属的模块
如果把一个模板设置为某个模块的模板，则会简化模板的制作和模板的更换。
从后台设置的步骤：
1. 打开系统管理 – 模板管理。
2. 找到要设置的模板，点击右侧的模块绑定。
3. 选择所属的模块，标志留空。点击添加。
从后台设置之后，在 template.config 里会增加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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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可以通过直接修改 template.config 来实现设置所属模块。

2.10. 模块绑定和栏目绑定
在有些模板里（尤其是首页模板）需要获取同一个模块创建的不同实例的数据，为了明
确获取哪一个实例的数据，需要做模块绑定。
假如：
1. 有两个从文章模块创建的实例，分别为文章管理和新闻管理。
2. 从这两个实例分别创建了两个栏目，分别为文章频道和新闻频道。
3. 有一个首页模板在适当的地方分别获取这两个实例的数据。
步骤：
1. 引用绑定的栏目：
在首页模板里，分别获取最新文章和最新新闻：
获取最新文章：
<ali:List Mark=‖Article‖ Object=‖Article‖ Page=‖1‖ PageSize=‖10‖ Condition=‖IsDeleted=false and
IsChecked=true‖ Sort=‖UpdateTime DESC‖>
获取最新文章：
<ali:List Mark=‖ News‖ Object=‖Article‖ Page=‖1‖ PageSize=‖10‖ Condition=‖IsDeleted=false and
IsChecked=true‖ Sort=‖UpdateTime DESC‖>



2.

3.

Mark 的值在模块绑定里设置。它的值可以随意设置，没有特别规定。
如果没有设置并且 Mark 的值与模块名一样的话，自动选择该模块相关的栏目或实
例，不需要做下面的步骤。
 如果没有设置 Mark 值，则与它相关的信息跟当前栏目决定。
模块绑定：
1) 打开系统管理 – 模板管理。
2) 点击模板（假如首页模板）旁边的“模块绑定”。
3) 模块：Article，标志：Article，只是数据：不选，点击添加。
4) 模块：Article，标志：News，只是数据：不选，点击添加。
只是数据：如果只需获取数据的话，选中此项。换言之，如果必须有个相应的栏目，则
不选“只是数据”
，否则选择。
栏目绑定：
假设已经添加了首页模板并且选择了第一步的首页模板。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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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首页栏目，点击旁边的“栏目绑定”
。
对于标志为 Article 的行，选择：文章管理 – 文章频道。
对于标志为 News 的行，选择：新闻管理 – 新闻频道。

2.11. 模板的解析





大多数标签都可以设置 ID，要注意的是在一个页面里 ID 是不重复的。
大多数标签可以嵌套。
在子标签里可以直接引用父标签的变量，前提是不能与本标签冲突。
在标签外使用标签的变量时，需用 ID 引用。

3. 全局变量

4.1. MetaKeywords

功能：
获取当前页面的 MetaKeywords 值。
语法
<%=MetaKeywords%>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以下几个值与 MetaKeywords 值有关：
1) 对象的 MetaKeywords 属性。
设置方法：
每个对象实例的添加和编辑页面里可以设置这个值。比如，对于文章对象，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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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章和编辑文章页面里可以设置该值。
对象的可作为 MetaKeywords 值来输出的属性。
为了减轻管理员的负担，在不设置对象的 MetaKeywords 值的情况下，也能够生成
独一无二的 MetaKeywords 值，提供了该功能。
使用方法：
(1) 首先设置对象的哪些属性可以作为 MetaKeywords 的一部分。在模块管理，找
到要设置的模块，再找到要设置的对象，在添加属性或者编辑属性的页面选中
“可做缺省 Meta 信息” 。
(2) 在模板页面里，设置 Get 标签的 ForeMeta 属性为 true。比如：

<ali:Get ID="Category" Object="Category" InnerID="Request.QueryString['ID']"
ForMeta="true" />
栏目的 MetaKeywords 设置。
设置方法：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在添加或编辑栏目页面可设置。
4) 网站的 MetaKeywords 设置。
设置方法：
在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页面里可设置。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被设置了，则 MetaKeywords 的值就等于它。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没有被设置，则 MetaKeywords 的值等于：
3)




第二项 – 第三项 – 第四项

实例：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MetaKeywords%>" />

4.2. MetaDescription
功能：
获取当前页面的 MetaDescription 值。
语法
<%= MetaDescription%>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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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
说明：
 以下几个值与 MetaDescription 值有关：
1) 对象的 MetaDescription 属性。
设置方法：
每个对象实例的添加和编辑页面里可以设置这个值。比如，对于文章对象，可以在
添加文章和编辑文章页面里可以设置该值。
2) 对象的可作为 MetaDescription 值来输出的属性。
为了减轻管理员的负担，在不设置对象的 MetaDescription 值的情况下，也能够生
成独一无二的 MetaDescription 值，提供了该功能。
使用方法：
(1) 首先设置对象的哪些属性可以作为 MetaDescription 的一部分。在模块管理，
找到要设置的模块，再找到要设置的对象，在添加属性或者编辑属性的页面选
中“可做缺省 Meta 信息” 。
(2) 在模板页面里，设置 Get 标签的 ForeMeta 属性为 true。比如：
<ali:Get ID="Category" Object="Category" InnerID="Request.QueryString['ID']"
ForMeta="true" />
栏目的 MetaDescription 设置。
设置方法：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在添加或编辑栏目页面可设置。
4) 网站的 MetaDescription 设置。
设置方法：
在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页面里可设置。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被设置了，则 MetaDescription 的值就等于它。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没有被设置，则 MetaDescription 的值等于：
3)




第二项 – 第三项 – 第四项

实例：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MetaDescription%>" />

4.3. WebPath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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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网站根目录路径。
语法
<%= WebPath%>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它的值以斜杠（/）开头，以斜杠结尾。

4.4. CssPath
功能：
获取当前皮肤的 css 文件夹路径。
语法
<%= CssPath%>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它的值以斜杠（/）开头，以斜杠结尾。

实例：
假如下面是中文首页的 index.dwt.aspx 页面里的代码：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CssPath%>common.css" />
输出：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template/W000001/Home/S01/CHS/css/common.c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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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ImagePath
功能：
获取当前皮肤的 image 文件夹路径。
语法
<%= ImagePath%>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它的值以斜杠（/）开头，以斜杠结尾。

实例：
假如下面是中文首页的 index.dwt.aspx 页面里的代码：
<%=ImagePath%>
输出：
/template/W000001/Home/S01/CHS/image/

4.6. JsPath
功能：
获取当前皮肤的 js 文件夹路径。
语法
<%= JsPath%>
类型：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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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它的值以斜杠（/）开头，以斜杠结尾。

实例：
假如下面是中文首页的 index.dwt.aspx 页面里的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Path%>common.js"></script>
输出：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template/W000001/Home/js/common.js"></script>

4.7. CommonPath
功能：
获取系统的 common 文件夹路径。
语法
<%= CommonPath%>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它的值以斜杠（/）开头，以斜杠结尾。
 默认情况下，系统的 common 文件夹路径是：/common/

实例：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Path%>utility.js"></script>
输出：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utility.js"></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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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Footer
功能：
获取脚注。
语法
<%= Footer%>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脚注的来源有两方面：
1) 栏目的脚注属性。
设置方法：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在添加或编辑栏目页面可设置。
2) 网站的脚注属性。
设置方法：
在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页面里可设置。
 如果上面第一项被设置了，则 Footer 的值就是它。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没有被设置，则 Footer 的值是第二项。

4.9. ICP
功能：
获取 ICP 信息（备案信息）
。
语法
<%= ICP%>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ICP 的来源有两方面：

32 / 69

http://www.alicms.cn

阿里 CMS – 最好的 ASP.NET 免费开源 CMS 系统

栏目的 ICP 属性。
设置方法：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在添加或编辑栏目页面可设置。
2) 网站的 ICP 属性。
设置方法：
在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页面里可设置。
如果上面第一项被设置了，则 ICP 的值就是它。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没有被设置，则 ICP 的值是第二项。
1)




4.10. Notice
功能：
获取公告。
语法

<%= Notice%>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公告的来源有两方面：
1) 栏目的公告属性。
设置方法：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在添加或编辑栏目页面可设置。
2) 网站的公告属性。
设置方法：
在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页面里可设置。
 如果上面第一项被设置了，则 Notice 的值就是它。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没有被设置，则 Notice 的值是第二项。

4.11. StatisticsCode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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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统计代码。
语法
<%=StatisticsCode%>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统计代码从哪里来？
这里的统计代码是从专门做网站统计的网站里获取的代码。
 统计代码的来源有两方面：
1) 栏目的统计代码属性。
设置方法：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在添加或编辑栏目页面可设置。
2) 网站的统计代码属性。
设置方法：
在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页面里可设置。
 如果上面第一项被设置了，则 StatisticsCode 的值就是它。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没有被设置，则 StatisticsCode 的值是第二项。

4.12. Logo
功能：
获取网站 Logo 地址。
语法
<%=Logo%>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Logo 的来源有两方面：
1) 栏目的 Logo 属性。
设置方法：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在添加或编辑栏目页面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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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的 Logo 属性。
设置方法：
在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页面里可设置。
如果上面第一项被设置了，则 Logo 的值就是它。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没有被设置，则 Logo 的值是第二项。
2)




4.13. Link
功能：
获取链接 Logo 地址。
语法
<%=Link%>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Link 的来源有两方面：
1) 栏目的 Link 属性。
设置方法：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在添加或编辑栏目页面可设置。
2) 网站的 Link 属性。
设置方法：
在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页面里可设置。
 如果上面第一项被设置了，则 Link 的值就是它。
 如果上面的第一项没有被设置，则 Link 的值是第二项。

4.14. PageLang
功能：
获取当前栏目的页面语言缩写。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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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Lang%>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返回的是语言缩写。比如，简体中文：CHS；维吾尔文：UYG；英语：ENG 等。

4.15. TranslateLang
功能：
获取当前栏目的智能翻译语言缩写。
语法
<%=TranslateLang%>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阿里 CMS 可以做以下智能翻译：
1) 简体中文 -> 繁体中文。
2) 维吾尔文 -> 维吾尔拉丁文。
3) 维吾尔文 –> 维吾尔西里尔文。
4) 克尔克孜文 -> 克尔克孜西里尔文。
 如果当前的栏目是智能翻译的栏目，比如，简体中文 -> 繁体中文，则 TranslateLang
的值是智能翻译后的语言缩写，即繁体中文的缩写：CHT。

4.16. PathInTemplate
功能：
获取当前页面在模板里的相对路径。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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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InTemplate%>
类型：
字符串。

4.17. Site
功能：
获取网站的信息。
语法
<%=Site[Key]%>
Key

描述

Name

网站名称。

Description

网站简介。

Logo

网站 Logo。

GenerateInterval

生成间隔时间。

类型：
Site 的类型：词典（Dictionary<string, string>）
。
Site[Key]的类型：字符串。
注释：
Key 值不用放在双引号里面。

4.18. Channel
功能：
获取当前栏目的信息。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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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Key]%>
Key

描述

Name

栏目名称。

Description

栏目简介。

Logo

栏目 Logo。

TemplatePath

当前栏目的模板路径。

类型：
Channel 的类型：DataRow。
Channel[Key]的类型：Object。
注释：
Key 值不用放在双引号里面。

4.19. User
功能：
获取当前访客信息。
语法
<%=User[Key]%>
Key

描述

IsLogin

是否已登录。true，已登录；false，未登录。

IsAdmin

是否是管理员。true，是管理员；false，不是管理员。

Name

用户名。

ID

用户 GUID。

Role

用户角色 InnerID。

HasSelfLimitation

权限是否限制在自己。

IsLocked

用户是否被锁定。

类型：
User 的类型：词典（Dictionary<string, string>）
。
User[Key]的类型：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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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Key 值要放在双引号里面。

4.20. PageNumber
功能：
获取当前页面是第几页。
语法
<%=PageNumber%>
类型：
数字。

4.21. MemberChannel
功能：
获取会员栏目。
语法
<%=MemberChannel%>
类型：
DataRow。

4.22. SystemInstanceID
功能：
获取系统栏目的实例 Inn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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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SystemInstanceID%>
类型：
数字。

4.23. InstanceID
功能：
获取当前栏目的实例 InnerID。
语法
<%=SystemInstanceID%>
类型：
数字。

4.24. Manager
整个系统的管理器对象。包含系统范围的属性和方法。

4.24.1.

属性

属性

描述

Channels

栏目缓存表。

Languages

语言缓存表。

Pages

页面缓存表。

User

存储当前用户的信息。

Objects

对象缓存表。

Properties

属性缓存表。

Roles

角色缓存表。

Site

网站信息缓存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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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4.24.2.

方法

描述

MapPath()

把相对路径转换成绝对路径。

GetWebPath()

获取网站根目录路径。

GetCachePath()

获取 cache 目录路径。

GetCommonPath()

获取 common 目录路径。

GetCssPath()

获取皮肤的 css 目录路径。

GetImagePath()

获取皮肤的 image 目录路径。

GetJsPath()

获取模板的 js 目录路径。

GetDataPath()

获取 data 目录路径。

GetTemplatePath()

获取 template 目录路径。

GetCachedTemplatePath()

获取 cache 目录中的 template 目录路径。

GetSkinPath()

获取皮肤路径。

GetModulePath()

获取 module 目录路径。

GetChannel()

根据路径获取栏目。

GetPathInChannel()

把页面的模板内路径转换成栏目内路径。

CreateObject()

创建阿里 CMS 对象。

SplitToTable()

把用竖杠（|）分开的字符串序列转换成表。

ParseContent()

分析 Html 编辑器生成的内容产生分页信息。

InitSystem()

初始化系统。

HasRight()

判断是否有权限。

UpdateSite()

更新网站信息缓存词典。

UpdateExtraInstances()

更新绑定栏目缓存表。

UpdateRoles()

更新角色缓存表。

UpdatePrivileges()

更新特权缓存表。

UpdatePermissions()

更新权限缓存表。

UpdateInstances()

更新实例缓存表。

UpdateChannels()

更新栏目缓存表。

UpdateLanguages()

更新语言缓存表。

UpdatePages()

更新页面缓存表。

UpdateRewrite()

更新 URL 重写缓存表。

MakeSureFolderExist()

判断文件夹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创建它。

ClearAllCache()

清空所有动态页面缓存。

GetConnectionString()

获取某一实例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MakeValidateKey()

生成验证 Key。通过它可以在一些页面处理无权限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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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ncodeGZipToFile()

把文本用 GZip 编码压缩后，保存到文件里。

DecodeGZipToText()

解码 GZip 内容。

AddWaterMark()

添加水印。

Escape()

编码文本。

HasUyghurText()

判断文本当中有无维吾尔文内容。

Translate()

翻译或转换语言。

DeleteFolder()

删除文件夹。

4. 全局函数

5.1. BuildUrl() 函数
功能：
构造真实访问地址。
语法
string BuildUrl(DataRow channel, string pathInTemplate, string header)
类型：
字符串。
说明：
 在模板中使用该函数时，如果按原型调的话，可能会很麻烦，而且对模板开发带来困难。
 此函数的使用特别广泛。所以，为了模板中使用方便，提供了不同的简化形式。这些形
式通过模板引擎解析后，构造此函数的原型。下面对各种形式做一个说明：
1) BuildUrl()：
应用于 Record 标签里。
2) BuildUrl(pathInTemplate)：
 可在页面的任何地方调用。
 一般构造无 Header 信息的页面。
 pathInTemplate 是模板内路径。扩展名（.dwt.aspx）可带可不带。
3) BuildUrl(Mark, pathInTemplate)
 可在页面的任何地方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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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构造无 Header 信息的页面。
 一般用在一个模板中获取另一个模板的页面地址。
 Mark 是被绑定的模块标志。通过它可找到被绑定的栏目，再找到另一个模板。
 pathInTemplate 是模板内路径。扩展名（.dwt.aspx）可带可不带。
 要求两个参数都要用双引号或者单引号括起来。
BuildUrl(pathInTemplate, id) 或者 BuildUrl(pathInTemplate, header)：
 可在页面的任何地方调用。
 用在构造有 Header 信息的页面。
 pathInTemplate 是模板内路径。扩展名（.dwt.aspx）可带可不带。
 如果第二个参数以双引号开始，则是第二个形式，否则第一个形式。
BuildUrl(Mark, pathInTemplate, id) 或者 BuildUrl(Mark, pathInTemplate, header)
 可在页面的任何地方调用。
 用于构造有 Header 信息的页面。
 一般用在一个模板中获取另一个模板的页面地址。
 Mark 是被绑定的模块标志。通过它可找到被绑定的栏目，再找到另一个模板。
 pathInTemplate 是模板内路径。扩展名（.dwt.aspx）可带可不带。
 如果第三个参数以双引号开始，则是第二个形式，否则第一个形式。

5.2. HasRight() 函数

5.3. JsPath() 函数

5.4. CssPath() 函数

5. 标签和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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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Page 指令
功能：
设置页面相关信息。

语法：

<%@ Page PathInChannel=‖‖ Mark=‖‖ Object=‖‖ CodeFileBaseClass=‖‖ RunAt=‖‖ %>

说明：
 PathInChannel：
可选。页面的栏目内路径。如果没有设置此属性，由模板内路径决定。假如域名：
http://www.alibaza.com/，文章栏目路径：article/，文章首页模板的栏目内路径：index.aspx，
则文章栏目的首页地址是：http://www.alibaza.com/article/index.aspx。
可以使用以下占位符：
 {ID}：
页面 ID。当设置 Object 的时候，表示 Object 里指定的对象的 PageID。页面内可以
用 Request.QeuryString[―ID‖]来获取该值。
 {Page}：
页数。比如，第一页时，替换为“_1”
。第二页时，替换为“_2”。可以通过 PageNumber
的变量或者 Request.QueryString[―Page‖]来获取其值。
 {Ext}：
扩展名。扩展名由三个地方决定。他们的优先级不一样。
 模板。
如果 PathInChannel 里不写{Ext}，而写“.aspx”的扩展名。则该页面的扩展名，
就是.aspx。
 栏目。
在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里，添加或者编辑栏目的页面里，可以统一地设置该
栏目所有页面的扩展名。不过，他的优先级最低。
 记录。
添加或者编辑某条记录时，可以指定扩展名。这个的优先级高于栏目的优先级。
 {名称:正则表达式}：
可以用上面的格式设置一个变量。“名称”可以通过 Request.QueryString[―名称‖]
来获得。正则表达式中如果有结束的大括号，即“}”，则需要转移，如，
“\}”
。
 Mark：
可选。模块绑定中设置的标志。引用其他实例的对象时使用。
 Object：
可选。设置对象全名称，只设置一个对象名。通过这个属性把这个页面与一个对象绑定
起来。
 CodeFileBaseClass：
可选。设置该页面的父类。父类必须继承 AliCMS.Page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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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At：
可选。设置该页面是否是动态还是静态的。可取 Generate 和 Execute。默认值 Generate。
如果页面不包含@Page 指令，页面地址由模板内路径决定。

实例：
<%@ Page PathInChannel="index{Ext}" %>

6.2. OutputCache 指令
功能：
设置页面缓存。
语法：
<%@ OutputCache Duration="" VaryByParam="" %>

说明：
 Duration：可选。缓存时间。以秒为单位。
 VaryByParam：可选。根据参数的不同保存不同版本的缓存。如果缓存与参数无关，则
设置为 none。
实例：
<%@ OutputCache Duration="86400" VaryByParam="none" %>

6.3. Ad 标签
功能：
插入广告位。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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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lateBeginEditable name="广告位：广告位名称" -->
<ali:Ad Guid=‖‖>
默认代码：
<a href=‖http://alibaza.com/‖><img src=‖<%=ImagePath%>ad/1.jpg‖ alt=‖Ad‖
style=‖width:980px;height:60px‖ /></a>
</ali:Ad>
<!-- TemplateEndEditable -->

说明：
 Guid：必选。广告位的全球唯一标识符。
 默认代码：可选。当在后台里没有加入该广告位时，显示默认代码。最好写上默认
代码，并且指定图片的宽度和高度，在重构广告位时，会需要这些信息。
 TemplateBeginEditable：可选。这个标签最好写上，并且 name 的值的格式一定要那样
写，即以“广告位：
”开头。不这样写也会正常工作，但是，重构广告位的时候，会需
要这个信息。代码的可读性也好。
实例：

<!-- TemplateBeginEditable name="广告位：首页 - Banner" -->
<ali:Ad Guid="{6892CD39-4B10-4B1E-96E1-170454779696}">
<a href="http://alibaza.com"><img src="<%=ImagePath%>ad/ad1.jpg" alt="Ad"
style="width:980px;height:100px" /></a>
</ali:Ad>
<!-- TemplateEndEditable -->

6.4. Menu 标签
功能：
针对系统管理 – 菜单管理而写的标签。简化了菜单的显示，地址的构造。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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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Menu ID=‖‖ Page=‖‖ PageSize=‖‖ Condition="" Sort=‖‖ Select="" Validate=‖‖>
< ali:Row MaxCol="">
< ali:Col MaxRecord="">
< ali:Record>
< ali:Select>
< ali:Yes>选中时的代码</ ali:Yes>
< ali:No>非选中时的代码</ ali:No>
</ ali:Select>
< ali:Separator>两条记录之间的代码</ ali:Separator>
</ ali:Record>
</ ali:Col>
</ ali:Row>
</ ali:Menu>
说明：
上面的格式是完全形式。实际使用的时候，根据情况，有些部分可以不用。
 Row 标签：可选。简单的把它看作为行标签。
 MaxCol 属性：可选。一行的最大列数。
 Col 标签：可选。简单的把它看作为列标签。
 MaxRecord：可选。一列中的最大记录数。
 Record 标签：必选。
 Select 标签：可选。
 Yes 标签：可选。
当前页面的地址与菜单的地址最接近时，用此代码。
 No 标签：可选。
当前页面的地址与菜单的地址不是最接近时，用此代码。
 Separator 标签：可选。
两条记录之间的代码。
 ID 属性：
该标签在页面中的唯一标识。
 Page 属性：
第几页。
 PageSize 属性：
每页显示的记录数。
 Condition 属性：
条件。
 Sort 属性：
排序。
 Select 属性：
设置当前菜单与当前页面地址的比较方式。有两种取值：
 Default：默认值。近似匹配。
 Exactly：精确匹配。
 Validate 属性：

47 / 69

阿里 CMS – 最好的 ASP.NET 免费开源 CMS 系统



http://www.alicms.cn

是否检查权限。取值为 True 和 False。默认为 False。
变量：
 对象的属性：
对象的属性来表示输出值。
 Index 变量：
当前记录的索引号。
 Count 变量：
记录数。
 SelectedIndex 变量：
选中对象的索引。

6.5. List 标签
功能：
获取符合条件的一组记录。
语法：
< ali:List ID=‖‖ Mark=‖‖ Object=‖‖ Source=‖‖ Operation=‖‖ Page=‖‖ PageSize=‖‖ Condition=""
Sort=‖‖ Lang=‖‖ Validate=‖‖>
< ali:Row MaxCol="" >
< ali:Col MaxRecord="">
< ali:Record>
< ali:Separator>两条记录之间的代码</ ali:Separator>
</ ali:Record>
</ ali:Col>
</ ali:Row>
</ ali:List>

说明：
上面的格式是完全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可省略一部分。
List 标签的结果是个表，数据类型为 DataTable。




Row 标签：可选。简单的把它看作为行标签。
 MaxCol：可选。一行的最大列数。
Col 标签：可选。简单的把它看作为列标签。
 根据实际情况，可省略一部分 MaxRecord：可选。一列中的最大记录数。
Record 标签：可选。
 Separator 标签：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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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记录之间的代码。
ID 属性：
该标签在页面中的唯一标识。通过 ID 属性可在该标签范围之外，使用它的结果。
Page 属性：
可选。第几页。不设置时，记录不限制。
PageSize 属性：
可选。每页显示记录数。不设置时，记录不限制。
Condition 属性：
可选。筛选条件。不设置时，获取所有记录。
Sort 属性：
排序。
Mark 属性：
可选。绑定的模块标志。
 Mark 被赋值并且有对应的绑定标志，则会匹配相应栏目或者实例。
 Mark 被赋值并且没有相应的绑定标志，而有对应的模块，则自动选择由该模块创
建的栏目或者实例。
 Mark 没被设置，则认为是当前模板所属的栏目和模块。
Object 属性：
可选。对象名称。没有设置时，必须设置 Source 属性。
 要求全名称，即包括父对象名称。比如：Article.Tag 等。
 属于 Mark 里确定模块。一个模块包含的对象我们可以从模块管理中查看。
Operation 属性：
可选。Object 里设置的对象的操作。
 没有设置时，自动调用 List 函数。
 当设置时，调用设置的函数。此函数必须返回 DataTable 类型值。
Source 属性：
可选。
 一个 DataTable 类型的变量。
 当 Object 被设置时，表示 Source 里的数据是该对象的数据。
Lang 属性：
选择内容语言。默认为当前页面语言相同。取值为语言缩写。
Validate 属性：
是否检查权限。取值为 True 和 False。默认为 False。
变量：
 对象的属性：
通过对象的属性名，获取当前记录的该属性的值。类型：Object。
 Record 变量：
当前记录对象。类型：DataRow。
 Index 变量：
当前记录的索引号。类型：数字。
 Count 变量：
记录数。类型：数字。
 RecordCount 变量：
记录数，重新执行。当条件变化时，与 Count 的值不一样。类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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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Get 标签
功能：
获取符合条件的一条记录。
语法：
< ali:Get ID=‖‖ Mark=‖‖ Object=‖‖ Operation=‖‖ InnerID="" Lang=‖‖ Validate=‖‖ />

说明：
上面的格式是完全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可省略一部分。
Get 标签的结果是个词典，数据类型为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ID 属性：
该标签在页面中的唯一标识。通过 ID 属性可在该标签范围之外，使用它的结果。
Mark 属性：
可选。绑定的模块标志。
 Mark 被赋值并且有对应的绑定标志，则会匹配相应栏目或者实例。
 Mark 被赋值并且没有相应的绑定标志，而有对应的模块，则自动选择由该模块创
建的栏目或者实例。
 Mark 没被设置，则认为是当前模板所属的栏目和模块。
Object 属性：
可选。对象名称。没有设置时，必须设置 Source 属性。
 要求全名称，即包括父对象名称。比如：Article.Tag 等。
 属于 Mark 里确定模块。一个模块包含的对象我们可以从模块管理中查看。
Operation 属性：
可选。Object 里设置的对象的操作。
 没有设置时，自动调用 Get 函数。
 当设置时，调用设置的函数。此函数必须返回 Dictionary 类型值。
Guid 属性：
通过 ID 属性获取一条记录。
InnerID 属性：
通过 InnerID 属性获取一条记录。
PageID 属性：
通过 PageID 属性获取一条记录。。如果没有找到对应 PageID 的记录，会尝试使用 Guid
和 InnerID 来获取。
Lang 属性：
选择内容语言。默认为当前页面语言相同。取值为语言缩写。
Validat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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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检查权限。取值为 True 和 False。默认为 False。

6.7. Path 标签
功能：
构造访问者当前位置。
格式：
< ali:Path Object="" Guid="" IncludeCurrentChannel=‖‖>
< ali:Record>
代码
</ ali:Record>
</ ali:Path>

说明：
上面的格式是完全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可省略一部分。
Path 标签的结果是个表，数据类型为 DataTable。
Path 标签根据 Object 里设置的类别对象的层次关系和栏目之间的层次关系生成结果。





Object 属性：
可选。对应类别对象名称。设置 Object 时，必须设置 Guid。
Guid 属性：
可选。当前类别对象的 Guid。
IncludeCurrentChannel 属性：
是否包含当前栏目。可取 True 和 False。True 时，包含当前栏目。
变量：
 Name 变量：
当前记录标题。对于类别对象，Name 变量的值就是类别的名称。对于栏目，Name
变量的值就是栏目的名称。
 URL 变量：
当前记录的 URL 地址。

6.8. Tree 标签
功能：
树形显示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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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 ali:Tree Object="" Operation="" Condition=‖‖ Sort=‖‖ Lang=‖‖ Validate=‖‖>
< ali:Control>
< ali:Space>&nbsp;&nbsp;</ ali:Space>
< ali:Line>│</ ali:Line>
< ali:TopOpen>┌</ ali:TopOpen>
< ali:Top>┌</ ali:Top>
< ali:MiddleOpen>├</ali:MiddleOpen>
< ali:Middle>├</ ali:Middle>
< ali:BottomOpen>└</ ali:BottomOpen>
< ali:Bottom>└</ ali:Bottom>
</ ali:Control>
< ali:Record>
代码
</ ali:Record>
</ ali:Tree>

说明：
上面的格式是完全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可省略一部分。
Tree 标签的结果是个表，数据类型为 DataTable。
Tree 标签只能应用于包含 ParentID 属性的对象上。根据对象的父子关系构造结果。








Control 标签：
根据每条记录的不同父子关系生成 Control 变量。
 Space 标签：空白。
 Line 标签：竖线。
 TopOpen 标签：顶部开状态。
 Top 标签：顶部状态。
 MiddleOpen 标签：中部开状态。
 Middle 标签：中部状态。
 BottomOpen 标签：底部开状态。
 Bottom 标签：底部状态。
Object 属性：
可选。对应对象名称。该对象必须包含 ParentID 属性。
Operation 属性：
可选。Object 里设置的对象的操作。
 没有设置时，自动调用 List 函数。
 当设置时，调用设置的函数。此函数必须返回 DataTable 类型值。
Condition 属性：
可选。筛选条件。不设置时，获取所有记录。
Sor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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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Lang 属性：
选择内容语言。默认为当前页面语言相同。取值为语言缩写。
Validate 属性：
是否检查权限。取值为 True 和 False。默认为 False。
变量：
 对象的属性：
对象的属性来表示输出值。
 Control 变量：
输出由 Control 标签构造的值。
 ChildRecords 变量：
输出子元素。
 Record 变量：
当前记录对象。
 Index 变量：
当前记录的索引号。
 Count 变量：
记录数。
 RecordCount 变量：
记录数，重新执行。当条件变化时，与 Count 的值不一样。

6.9. Pagination 标签
功能：
分页标签。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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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Pagination Page="" PageSize="" RecordCount="">
< ali:FirstPage>
< ali:Yes>
代码
</ ali:Yes>
< ali:No>
代码
</ ali:No>
</ ali:FirstPage>
< ali:CurrentPage Range="5">
< ali:Yes>
代码
</ ali:Yes>
< ali:No>
代码
</ ali:No>
</ ali:CurrentPage>
< ali:LastPage>
< ali:Yes>
代码
</ ali:Yes>
< ali:No>
代码
</ ali:No>
</ ali:LastPage>
</ ali:Pagination>

说明：
上面的格式是完全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可省略一部分。








FirstPage 标签：可选。第一页。
CurrentPage 标签：可选。当前页。
LastPage 标签：必选。尾页。
Page 属性：
第几页。
PageSize 属性：
每页显示几条记录。
RecordCount 属性：
总记录数。
Range 属性：
CurrentPage 标签的属性。表示显示的索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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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FirstPage 变量：
第一页的地址。
 PreviousPage 变量：
上一页的地址。
 Index 变量：
当前页的索引。写在 CurrentPage 标签里。
 URL 变量：
页面地址。写在 CurrentPage 标签里。
 Index 变量：
某一页的索引。写在 CurrentPage 标签里。
 LastPage 变量：
尾页的地址。
 NextPage 变量：
下一页的地址。
 PageCount 变量：
页数。

6.10. Comment 标签
功能：
注释标签。
语法：
< ali:Comment>代码</ ali:Comment>

6.11. 服务端 Script 标签
功能：
定义复杂的逻辑函数。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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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language="c#" runat="server">
函数定义
</script>

说明：
有些复杂的逻辑在页面里实现比较困难，这时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c#的函数，通过他来
实现复杂逻辑。然后在页面里调用它。

6.12. 输出语句
功能：
输出表达式的结果到页面上。
语法：
<%=表达式%>

说明：
 List，Menu，Tree 标签的输出：
 变量名称：<%=变量名%>
 列名：<%=[“列名”]%>
 索引：<%=[索引号]%>
 表达式可以是任何有效地 c#代码。

6.13. 代码块语句
功能：
执行一块 c#代码。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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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代码
%>

说明：
 代码块不能嵌套在其他标签内部。

6.14. if 语句
功能：
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
语法：
<%If 表达式%>
HTML 代码
<%ElseIf 表达式%>
HTML 代码
<%Else%>
HTML 代码
<%EndIf%>

说明：
 表达式可以是任何有效地 c#表达式。

6.15. Condition 属性
功能：
阿里 CMS 的几个标签里都是用了该属性，它是对要获取的信息进行筛选的条件。
语法：
 它的语法与 SQL 语言的 WHERE 子句相似。
 比较的左侧为对象属性。
 比较的右侧是常量，变量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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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的运算符：
运算符

描述

=

等于。

<>

不等于。

and

并且。

or

或者。

()

圆括号。组织内容。优先级高。

6.16. Sort 属性
功能：
阿里 CMS 的几个标签里都是用了该属性，它是对要获取的信息进行排序。
语法：
 它的语法与 SQL 语言的 ORDER BY 子句相似。
 一般格式：对象属性 DESC 或者 对象属性 ASC。
 可以设置多级排序，可以用逗号（,）隔开。
 关键字：
运算符

描述

DESC

从大到小排序。

ASC

从小到大排序。

6. 常用 asp.net 和 c#知识
阿里 CMS 的模板页面由 System.Web.UI.Page 继承，并且解析后形成.aspx 页面放在缓存
目录里。另外，阿里 CMS 采用的开发语言是 c#。所以，在模板页面里，可以使用大多数 asp.net
的特性和 c#语言。
因为这个教程的目标读者是不会 asp.net 和 c#的用户。所以，这里不涉及太多的这些技
术相关的内容。只介绍比较常用的内容。在不懂 asp.net 和 c#的情况下，不需要太深刻的理
解这些内容。只了解功能和使用即可。
下表是常用的函数：
函数

描述

Request.QueryString[key]

获取 HTTP GET 头的值。

DateTime.Now.ToString(“format”)

格式化当前时间。格式化输出日期。yyyy 代表
四位年份，MM 代表两位月份，dd 代表两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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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HH 代表两位小时，mm 代表两位分钟，ss
代表两位秒。
Convert.ToDateTime(object)

将一个对象转换成日期类型。

Convert.ToString(object)

将一个对象转换成字符串类型。

Convert.ToIn32(object)

将一个对象转换成整数类型。

Convert.ToBoolean(object)

将一个对象转换成布尔类型。

Convert.IsDBNull(object)

判断对象是否是空。
（数据库中的 NULL 值）

Guid.Euqals(Guid, Guid)

比较两个 GUID 是否相等。

String.Equals(String, String)

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

Int32.Equals(Int32, Int32)

比较两个数字是否相等。

Guid.Empty

常量。空的 Guid 值。

7. 调试

8.1. 调试模式
阿里 CMS 中，最终的页面经过了几次缓存。在模板开发和测试当中，如果用最终的页
面测试的话，每次更新都需要清空缓存（系统管理 – 实用工具，清空缓存）
。这样比较麻烦。
正常模式和调试模式：
为了方便模板的开发和测试，阿里 CMS 中提供了“调试模式”。调试模式和正常模式
之间的区别很小，也就是在正常模式地址的域名后面增加“/debug/”即可。比如：
正常模式：http://www.alibaza.com/index.aspx
调试模式：http://www.alibaza.com/debug/index.aspx
开启非管理员调试模式：
为了加强安全性，默认情况下，只有管理员才可以使用调试模式。如果这样觉得麻烦，
则可以开启非管理员调试模式。
步骤：
1)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全局设置。
2) 只有管理员可以调试：去掉。
开启跟踪（Trace）
有些情况下，需要知道某些变量的值和一些环境变量。这是需要跟踪功能。默认情况下，
跟踪功能未开启。开启步骤如下：
1)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全局设置。
2) 显示跟踪：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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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排错方法

8.2.1. 经验法
1)
2)

当发生错误时，
根据错误发生的页面，位置，可以判断部分错误，并且解决掉。
根据上一步信息中还是不知道错误时，可以求助于日志信息。日志里，每条错误信息都
有来源页面和发生错误的页面，还有详细的错误信息。根据日志信息，能够解决大部分
的错误。

8.2.2. 排除法
通过经验法，可以快速解决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通过经验法还是不能解决。这时，
可以采用排除法。也就是把有可能出错的地方，注释掉。一个代码块，一个代码块的排除。
缩小错误代码部分，直到找到问题为止。

8. 原则和规范

9.1. HTML 规范
1.
2.

3.
4.
5.
6.

严格按照 XHTML 规范来编写 HTML 代码。
为表达语义而标记文档，而不是为了样式。
记住：请最大限度地使用 CSS 来进行布局。在 web 标准的世界里，XHTML 标记与
表现无关，它只与文档结构有关。
嵌套最少原则。能不嵌套，就不嵌套。
如果给 HTML 标签设置自定义属性，使用 Pascal 命名法。
为了提高代码的可读性，格式化 HTML 代码。
以下块元素只能包含行内元素：h1-h6，caption，p，h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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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CSS 规范

1)
2)
3)
4)
5)
6)

id 和 class 最少原则。能用标签名设置属性，就不定义 Class。
id 和 class 的命名用小写，多个词用减号（-）隔开。
标签名使用小写。
属性名使用小写。
Class 的取名根据它所包含的特性来决定。不要根据内容来取名。
预定义的 Class 名称：
类名

描述

blockN

通用的区块类名。N 为数字后缀。

frameN

分栏。 N 为数字后缀。

header

头部。

footer

脚注。

menu

主菜单。

top-menu

顶部菜单。

sub-menu

子菜单。

footer-menu

脚注菜单。

tab-menuN

标签式菜单。

wrap

包围的块儿。

frameN-main，blockN-main

主栏。

frameN-side，blockN-side

侧栏。

pagination

分页。

ad

广告位。加数字后缀。

link

友情链接。

search

搜索。

path

路径。

list

列表。加数字后缀。

row

行。

col

列。可加数字后缀。

frameN-top，blockN-top

块儿的顶部。

frameN-bottom，blockN-bottom

块儿的底部。

frameN-left，blockN-left

块儿的左侧。

frameN-mid，blockN-mid

块儿的中部。

frameN-right，blockN-right

块儿的右侧。

up-down

顶和踩。

active ，Selected（已放弃）

选中，活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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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里面的元素完全一样的前提下，才可以复用。
（多处引用 Block 开头的 Class）
一个选择器的所有属性放在一行内。
翻转的图片加后缀“_flip + 语言缩写”
，比如，arrow_flipCHS.gif。
带文字的图片加后缀语言缩写。比如，buyCHS.gif（中文）
，buyUYG.gif（维文）
。不过，
尽量少用或不用带文字的图片。
皮肤翻译时，
css 中的 left 和 right 自动被处理。如果不想被自动处理，则前面加/*no flip*/。
皮肤翻译时，css 的 margin，padding，font-family 属性会被自动处理。如果不想让自动
处理，则冒号之前留个空。
不使用内部和内嵌样式表。
引用的外部样式表文件放在<head>标签内，内部样式表和内部 javascript 代码前。
不使用带数字值的 background-position 属性。因为，翻转的时候，不会处理。
css 文件里和设置 html 元素的 class 属性时，选择器的顺序是：先写作用域大的，后写
作用域小的。
对 css 属性顺序的一些规定：
(1) float 属性写在最前面。
(2) background 属性写在最后。
(3) 盒子模型相关的属性从外向内一次排列：margin,border,padding,width,height。
(4) list-style 属性写在 margin 前面。
(5) position 属性写在 margin 前面，也在 list-style 前面。

9.3. JavaScript 规范














跨文件全局变量使用前缀“g_”
。比如，g_color。
单文件全局变量使用前缀“_”
。比如，_color。
局部变量没有前缀，使用 camel 命名法。
函数，对象和对象属性的命名使用 pascal 命名法。
变量必须使用 var 关键字声明。
页面中初始化的变量，必须放在<head>标签内。
引用的外部 js 文件放在 body 元素的结束标签之前。
一个模板内使用的所有 js 代码放在外部的单独 common.js 文件里。
common.js 里定义 Init()的初始化函数，common.js 的末尾进行调用。
通过 javascript 给 select 标签添加 option 时，不使用以下方式：
SELECT.add(new Option (text, value))
因为 Firefox 下失效。改用以下方式：
SELECT.options.add(new Option (text, value))
在 Firefox 下，selectSingleNode 函数出错。
原因：
xml 元素的 childNodes 属性返回的列表中，不仅包括 Element 的节点，也包括 Text
的节点。而 Text 的节点没有 selectSingleNode 的属性，所以出错了。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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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地方判断 selectSingleNode 是不是定义了。

9.4. 模板规范









Get 标签放在紧跟 head 标签开头。
页面跳转原则（即当前页面打开链接还是新窗口打开的原则）
：
1. 外层页面向内层页面跳转开启新窗口。比如，总首页向栏目页，栏目页向分类页，
分类页向内容页跳转。
2. 同等层次的页面之间不开启新窗口。
3. 内层页面向外层页面跳转不开启新窗口。
能在客户端实现，就不在服务器端实现。
能在 css 里面实现，就不在 JavaScript 里面实现。
能不用增加数据库字段实现的功能，就不增加字段。
文件命名规范：
1. 一般情况下，文件名都小写。文件名由多个词组成的，则用下划线隔开。
2. 模板的名称用 Pascal 命名法。
3. 图片的常用名称和规范：
 一般情况下，修饰图片的扩展名一律 gif。
 图片名称中不使用 bg，因为修饰的图片都是背景图片。
 body 的背景图片用 bg.gif。
 常用的名称有：
名称

描述

menu

菜单或菜单项。

menu_item

菜单项。

menu_active

当前选中的菜单。

menu_item_active

选中的菜单项。

arrow

箭头图标，加数字。

dot

圆形图标，加数字。

box

方形图标，加数字。

title

用于标题的图片，加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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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多语言模板注意事项（特别是中文，维文，哈文和柯文）
需要翻转的图片名称后面加后缀：_flip{Lang}。{Lang}是皮肤的语言。比如，中文皮肤
可以写成：_flipCHS。
2. 上面有文字的图片，要提供多语言的版本，并且名称后面加上语言缩写。比如，1.gif
上面有文字，则制作多个版本，并且分别命名为 1CHS.gif，1UYG.gif 等。
3. css 的 margin，padding，font-family 属性会被自动处理。如果不想让自动处理，则冒号
之前留个空。比如：
margin:0 20px 0 10px
改为
margin :0 20px 0 10px
4. css 中的 left 和 right 自动被处理。如果不想被自动处理，则前面加/*no flip*/。
5. 规则：/*Lang:属性列表*/。Lang 用语言缩写替代。翻译皮肤的时候，如果目标语言与
Lang 一样，则会展开注释。比如：
.Class1{font-size:14px/*UYG:;font-size:11pt*/}
翻译成维文后
.Class1{font-size:14px;font-size:11pt}
6. css 里加入以下类：
.CHSFont{font-family :宋体;direction:ltr}
.UYGFont{font-family :UKIJ Tuz Tom;direction:rtl}
.KZAFont{font-family :UKIJ Tuz Tom;direction:rtl}
.KGAFont{font-family :UKIJ Tuz Tom;direction:rtl}
7. 如果页面里有输入维文的地方，则：
1) 输入框上加上类：<%=PageLang%>Font。
比如：
<input type=‖text‖ name=‖Name‖ class=‖<%=PageLang%>Font‖ />
<textarea cols=‖60‖ rows=‖10‖ name=‖Name‖ class=‖<%=PageLang%>Font‖></textarea>
2) 模板页面（*.dwt.aspx）里插入 IlgharIme.js：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ommonPath%>IlgharIme.js‖></script>
3) 在 common.js 文件里的 Init 函数里调用 SetupIme 函数：
function Init()
{
…
if (typeof(SetupIme) != "undefined")
SetupIme();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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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10.1. 预定义的 GUID
为了阿里 CMS 的不同版本之间数据的通用性，规定了一些预定义的 GUID。虽然可以
不用这些 GUID，也不会出错。但是，我们还是建议采用预定义的 GUID。
1.
2.
3.
4.
5.

预存款支付插件 GUID：{0A3C149B-5337-4FE3-849C-2102BC1858F0}
脚注菜单菜单类别 GUID：{BAC035A8-F6BB-4772-8D51-A7F4F3AB7AD3}
常用下载菜单类别 GUID：{4A99A80B-BA2D-464B-BAB6-68F102DA53A3}
语言菜单菜单类别 GUID：{F9F11358-2A99-4AE0-A633-E1AE37D88C16}
关于我们菜单类别 GUID：{CED0D3C6-1496-4A66-BAA7-D80C5269C0EC}

10.2. 预定义的广告位
为了阿里 CMS 的不同版本之间的通用性，模板之间的更好的互换性，预定义了常用的
广告位。建议大家尽量使用预定义的广告位。
广告位名称

模板

GUID

Banner

{099A2FEC-2278-4B03-BC08-A3C1FC3ADC66}

轮换广告

{1084F28E-DC7E-4008-8228-25CC9FA93EA5}

头部侧栏

{AE898342-5BE1-41A6-9FF7-336CC13BE254}

对联广告

{9A85535B-6FC0-45DA-AB50-1F5E920C5B9B}

入口 -形象展示

入口

{CB315E84-B8BF-4912-AC2D-B3153C493196}

入口 - 左侧

入口

{C98435F1-A921-4373-94B8-D29A49AC59F5}

入口 - 右侧

入口

{BC4ECED2-2614-43FD-A4DC-31EE3AFA0622}

入口 – Banner

入口

{917CFFF4-8397-4F4A-B388-F8177388DE39}

入口 - 网页底部

入口

{B83830C8-2026-4E44-BC61-9812E6B3C88B}

首页 – Banner

首页

{6892CD39-4B10-4B1E-96E1-170454779696}

首页 - 电影频道上方

首页

{FEDBECB7-BE88-438A-9F77-5A3AF9059699}

首页 - 视频频道上方

首页

{24C7FFD1-A9CC-4EDF-BDAA-1D5868F2A6E1}

首页 - 音乐频道上方

首页

{C6DFC3CE-DC3F-408A-A4EB-318391E23399}

首页 - 图片频道上方

首页

{92D0A71A-D141-4D58-AAAE-16580749348D}

首页 - 轮换广告

首页

{ECD907C4-E44B-4CF4-9DAC-7610C3E4814B}

首页 - 搜索下方 - 右

首页

{4F7CA0AE-3201-4051-A7D7-6BFA43544ACE}

首页 - 搜索下方 - 中

首页

{F5F70B9C-29D1-455C-9176-437ED69B0BF2}

首页 - 搜索下方 - 左

首页

{77E82B9C-ADEA-4834-9FF6-6FE1CDEF6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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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侧栏 1

首页

{B76DE0DA-3BF6-4449-B34D-B998DB5E522C}

首页 – 网店频道上方

首页

{EB87B4BB-E712-4E0C-A149-6401C59E9627}

首页 - 侧栏 2

首页

{04B21DC1-0981-482E-B44D-D2C9C123FDCA}

首页 - 侧栏 3

首页

{05E25789-2B32-433E-A258-342E5E79E840}

电影 - 评论下方

电影

{0C1F2704-F5FF-4084-A5C3-5AEDCE31370A}

电影 - 播放列表下方

电影

{DA6AF242-BD38-4881-AE15-F9056185B121}

电影 - 播放列表上方

电影

{7A45D096-8761-4E17-AFAE-1F4B72207F3C}

电影 - 侧栏底部

电影

{442DC960-53F0-4E0D-BD56-0FC940E99163}

电影 - 侧栏顶部

电影

{9AECD923-56A8-4487-BE85-39EEDB530126}

电影 - 网页底部

电影

{C6DB7AA8-C8B3-429A-AE4E-9C1E3AD81ABB}

电影 - 列表上方

电影

{1C5701D3-E500-47CB-9F34-9F3EE98E0023}

电影 - 轮换广告

电影

{C3E8F81F-0EBD-43E5-A170-4ED842AC4D61}

电影 - 路径下方

电影

{B099486C-E66D-45FD-B691-55DB592CA086}

电影 – Banner

电影

{8A6454F7-4259-463C-B85A-218712B2B97C}

电影 – 搜索下方

电影

{687ADB40-199F-490E-B7D1-8D42CF676C18}

电影 – 播放器上方

电影

{90A447FD-5913-4808-8638-A58B6D39976D}

音乐 - 评论下方

音乐

{605E12AD-6307-4F7C-97F0-0C937D13B8ED}

音乐 - 网页底部

音乐

{976244FE-967E-4DEF-A8B5-33687F8C2CEF}

音乐 - 侧栏顶部

音乐

{D2CA23DF-52CC-4982-A478-B4575F4E8D45}

音乐 - 侧栏底部

音乐

{4E02B4CD-61B6-4372-9C5F-D9048CD9E62E}

音乐 - index - 列表上方 - 右

音乐

{7BAAD12A-8391-49D1-977B-185EF16E89CB}

音乐 - index - 列表上方 - 中

音乐

{8F82D9AF-2E4F-4DDA-86DE-45AA0C358964}

音乐 - index - 列表上方 - 左

音乐

{9F7CCC88-3680-4682-A030-EC7CA2AD7476}

音乐 - 轮换广告

音乐

{FBE3410F-F8E2-466A-A8FE-4C3857617085}

音乐 - 搜索下方 - 右

音乐

{BCDE2EB2-C02C-416F-AB34-CDFC4008641B}

音乐 - 搜索下方 - 中

音乐

{BA65F593-5900-45DA-9A25-584208877F9E}

音乐 - 搜索下方 - 左

音乐

{8D3891CF-0502-466F-9C98-5C1CE722383E}

音乐 – Banner

音乐

{6BF4CF33-6A59-47BF-958D-F7A1E6F4566C}

音乐 - 播放器上方

音乐

{98B6E5E1-89E6-4B6F-A5B4-8A69E454AF70}

音乐 - 列表上方

音乐

{84A8867D-BF8B-4A12-93A0-2160514122B4}

音乐 – 搜索下方

音乐

{E327E0E4-B89E-4849-87BC-02D2497E6F62}

视频 - 轮换广告

视频

{F0935C34-A516-4A5E-9DBC-D35F365CDEE6}

视频 - 播放器下方

视频

{7AA574CA-B06F-4DF1-8B77-A94D05D9A597}

视频 - 评论下方

视频

{9AF14818-D52E-4BAE-B048-2120370B53AE}

视频 - 分页下方

视频

{BDA6B25F-F9DC-4FC4-AA75-99BF7ED5B481}

视频 - 侧栏顶部

视频

{73583263-DA6C-4C7C-A55A-537B329B10A2}

视频 - 网页底部

视频

{AA4A132F-2575-4492-8442-B6153348F605}

视频 - 侧栏底部

视频

{0F31FF5A-BB9C-4E4C-8A6B-5A0C8F4AE8A9}

视频 - 列表上方 - 右

视频

{869AEBDC-DFE5-4ED7-9EC9-DD82FD515617}

视频 - 列表上方 – 中

视频

{AAB51E6E-2690-489A-8512-B44A58935E1C}

视频 - 列表上方 – 左

视频

{DB9696D8-1C84-474F-9EC1-5A809F92E16A}

视频 - 搜索下方 - 右

视频

{B9E89322-774F-4DC3-909D-938BDA8729FF}

视频 - 搜索下方 - 中

视频

{9017140B-0BCF-45DD-B8ED-65B5369C7F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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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 搜索下方 - 左

视频

{3ED9DF19-3C42-451A-BD57-30045A6C3970}

视频 – Banner

视频

{5113C7B0-C8D2-4D4D-8A95-AAB25C4367D5}

视频 - 列表上方

视频

{C0B3C606-89AD-4F6C-8DAF-6F904B0A0E79}

视频 – 路径下方

视频

{61520456-171F-4444-86DD-FC5321E1B98D}

视频 – 搜索下方

视频

{943FD2A7-8F2C-4F97-8CA5-8784F1B9B65D}

视频 – 播放器上方

视频

{18F99048-FEA5-48FE-ACDF-D4FB0769A0EE}

图片 - 图片下方

图片

{30FB0EA1-AAD4-4C45-954A-9E2BAC155BE7}

图片 - 评论下方

图片

{B5745DFB-48E8-41ED-84C7-BC8179B337BF}

图片 - 分页下方

图片

{87EB3961-42D7-4491-A9AC-3F4DD0409CEF}

图片 - 网页底部

图片

{DC68E4CB-5142-470F-9A5D-B641412FC241}

图片 - 侧栏顶部

图片

{FF7E95C0-62C5-44AB-A60A-54256E304224}

图片 - 侧栏底部

图片

{A12657F4-F288-437C-BDB2-4EBD90D4917B}

图片 - 列表上方 - 右

图片

{3D3CF936-4A89-4D79-BD23-F9CAE6A05756}

图片 - 列表上方 - 中

图片

{5A8D4F3D-195C-4C99-8229-7658E8123049}

图片 - 列表上方 - 左

图片

{1BC80E49-CCC6-4235-AC28-3D227B0BC6B5}

图片 – 轮换广告

图片

{E1EE4536-5754-4AE6-A43C-8DDD8120D04A}

图片 - 搜索下方 - 右

图片

{B1A4D38B-58D1-4FC6-B88B-A8EE7044277F}

图片 - 搜索下方 - 中

图片

{A461D017-5885-4ED2-8FA1-04CF7F997B44}

图片 - 搜索下方 - 左

图片

{7438BF13-E424-4178-8D88-7E91FD89A112}

图片 – Banner

图片

{D17A62D0-1252-4570-A435-34DE61AE41D4}

图片 – 路径下方

图片

{07F4F8EC-4ECD-41BE-8796-FFCA0C3FF417}

图片 – 搜索下方

图片

{79930064-A2DC-40E8-AE23-194354DCABD0}

图片 – 列表上方

图片

{7592ECC2-68AE-421E-BB52-8F3AD39B1FFA}

文章 - 评论下方

文章

{891EBDF0-FCD0-42BC-A8F0-A7CE627F4141}

文章 - 分页下方

文章

{891EBDF0-FCD0-42BC-A8F0-A7CE627F4141}

文章 - 侧栏底部

文章

{59C7A345-DC76-4C4F-AA38-3F7C679317AD}

文章 - 侧栏顶部

文章

{6A2579D6-A2C5-4A2D-B484-3B06AC5BD27D}

文章 - 网页底部

文章

{AA0C063F-7DEE-4C50-88B2-36150F7FEBEC}

文章 - 列表上方

文章

{1A67674F-298D-4AA2-90AF-F9906932AB26}

文章 - index - 最新更新下方 - 右

文章

{40AB65F4-8D17-45F7-8D13-9C983D44655E}

文章 - index - 最新更新下方 - 中

文章

{3AB6FA40-A227-45E8-93F7-14C360688F1F}

文章 - index - 最新更新下方 - 左

文章

{395C7228-A807-4933-816D-2A6A8E58A736}

文章 - 轮换广告

文章

{6FA636D8-8DE4-47AF-892A-A4C8B5BA1FEB}

文章 - 搜索下方 - 右

文章

{2C248EFF-446E-4180-8280-373F088DC289}

文章 - 搜索下方 - 中

文章

{21F87B51-A7EB-4ECC-B2C1-3AE5C98A3CDF}

文章 - 搜索下方 - 左

文章

{17B2126F-3AF5-4B27-A92D-2789D3045F84}

文章 – Banner

文章

{09F08247-0C8C-4016-9C9F-5C485D0BB7E2}

文章 – 路径下方

文章

{A2D0B1C1-DD27-4897-84F7-1CEC5EE4F8F8}

留言 - 列表上方 - 右

留言

{87AA0CDC-5A2F-4330-B5C0-62246324D051}

留言 - 列表上方 - 中

留言

{146585B6-70BF-4AAA-A247-F3296F2D10B4}

留言 - 列表上方 - 左

留言

{C72556B5-74C5-462A-BB4E-09A158A4EB6B}

留言 – Banner

留言

{09A9F058-3A69-430A-9521-C0651C55DEC2}

网店 – Banner

网店

{725C0D79-358C-4E91-BDC1-6D687B6A53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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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 – 路径下方

网店

{DE8CB0A5-A93C-4E00-8B81-6AD6F2ECA86D}

网址 - Banner

网址

{47FC1132-5CE5-4D19-80CE-4E865A14BAD1}

网址 - 搜索下方 - 左

网址

{D0B542BA-A5C9-46AB-8A2D-AEFAC9D58306}

网址 - 搜索下方 - 中

网址

{51516564-A24D-496D-8EF4-619C2C476884}

网址 - 搜索下方 - 右

网址

{06932EC2-EFF9-4067-AB8F-84487CEA6FE5}

网址 - 网页底部

网址

{EF0D4B29-B643-4906-9AC1-AF4A07E82211}

网址 - 侧栏顶部

网址

{A62BB29C-FDB7-4D71-8BB7-7E84029726A2}

网址 - 侧栏底部

网址

{9280A2E5-5D81-4852-B8FE-198BC2005F94}

网址 - 最近访问 - 下方

网址

{75B16FEC-6022-4805-80F2-3CE8E854898D}

10.3. 典型的模板文件
为了不同的人开发的阿里 CMS 模板具有很好的可读性，有些文件名可以统一起来。建
议尽量用这些名称命名。
模板类型
首页模板

文章模板

下载模板

电影模板

视频模板

音乐模板（最简）

图片模板（最简）

文件名

描述

index.dwt.aspx

首页

menu.dwt.aspx

菜单内容页

index.dwt.aspx

首页

article_category.dwt.aspx

类别页面

article.dwt.aspx

文章内容页

search.dwt.aspx

搜索页面

index.dwt.aspx

首页

category.dwt.aspx

类别页面

download.dwt.aspx

下载内容页面

url.dwt.aspx

下载页面

search.dwt.aspx

搜索页面

index.dwt.aspx

首页

movie_category.dwt.aspx

类别页面

movie.dwt.aspx

电影信息页面

play.dwt.aspx

播放页面

index.dwt.aspx

首页

video_category.dwt.aspx

类别页面

video.dwt.aspx

播放页面

index.dwt.aspx

首页

music_category.dwt.aspx

类别页面

music.dwt.aspx

单曲播放页面

play.dwt.aspx

连续播放页面

index.dwt.aspx

首页

picture_category.dwt.aspx

图片类别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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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dwt.aspx

图片内容页面

index.dwt.aspx

首页

category.dwt.aspx

类别页面

add.dwt.aspx

提交网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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