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 CMS – 最好的 ASP.NET 免费开源 CMS 系统

http://www.alicms.cn

阿里 CMS 用户手册

木拉提 著
网址：http://www.alicms.cn/

1 / 23

阿里 CMS – 最好的 ASP.NET 免费开源 CMS 系统

http://www.alicms.cn

目录
系统安装和初始设置....................................................................................................................... 4
阿里 CMS 运行环境 ................................................................................................................ 4
安装 IIS ..................................................................................................................................... 4
安装 DotNet2.0（.Net Framework2.0） .................................................................................. 4
安装阿里 CMS ......................................................................................................................... 5
目录结构................................................................................................................................... 6
安全配置................................................................................................................................... 8
如何知道空间是否支持 asp.net2.0？..................................................................................... 9
空间支持 asp.net2.0，但是出现 404 错误，怎么办？ .......................................................... 9
“/”应用程序中的服务器错误 ................................................................................................ 9
系统管理......................................................................................................................................... 10
如何修改 EOT 文件？ ........................................................................................................... 10
如何安装新模板？................................................................................................................. 11
如何把维文首页设置为网站首页？ ..................................................................................... 11
如何使用“智能翻译维吾尔拉丁文”？ ................................................................................. 12
如何设置频道管理员？ ......................................................................................................... 12
域名绑定功能怎么使用？ ..................................................................................................... 12
如何生成 HTML 页面？ ....................................................................................................... 13
如何备份数据？..................................................................................................................... 13
如何修改后台地址？............................................................................................................. 14
如何使用播放器？................................................................................................................. 14
如何初始化管理员密码？ ..................................................................................................... 15
如何使用水印功能？............................................................................................................. 15
内容语言的作用是什么？ ..................................................................................................... 16
有些文件类型不能上传，怎么办？ ..................................................................................... 16
如何制作阿里 CMS 的 php 版本？ ...................................................................................... 16
如何设置统计代码？............................................................................................................. 17
如何设置 ICP 号码？ ........................................................................................................... 17
如何统一处理错误？............................................................................................................. 17
如何设置脚注（版权信息）？ ............................................................................................. 17
如何设置脚注菜单？............................................................................................................. 17
如何管理友情链接？............................................................................................................. 18
广告管理......................................................................................................................................... 18
如何设置固定图片广告？ ..................................................................................................... 18
如何添加和管理固定 Flash 广告？ ...................................................................................... 18
如何设置 google 广告？ ........................................................................................................ 19
如何设置轮换广告？............................................................................................................. 19
如何彻底删除广告位？ ......................................................................................................... 19
文章管理......................................................................................................................................... 19
如何使用“置顶”功能？ ......................................................................................................... 19

2 / 23

阿里 CMS – 最好的 ASP.NET 免费开源 CMS 系统

http://www.alicms.cn

如何修改文章标题颜色，粗斜体？ ..................................................................................... 20
如何把一篇文章设置为外部链接？ ..................................................................................... 20
如何给一篇文章单独设置模板？ ......................................................................................... 20
如何给一篇文章设置个性化地址？ ..................................................................................... 21
如何在文章中插入视频？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如何在文章中插入 Flash？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如何在文章中插入 flv？ ......................................................................... 错误!未定义书签。
演练 ................................................................................................................................................ 21
从零创建文章栏目................................................................................................................. 21
如何添加会员中心................................................................................................................. 22
如何翻译模板成维语（哈语和柯语类似） ......................................................................... 23

3 / 23

阿里 CMS – 最好的 ASP.NET 免费开源 CMS 系统

http://www.alicms.cn

系统安装和初始设置
阿里 CMS 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windows + IIS + .Net4.0
后台地址：/admin/login.aspx
默认管理员和密码：alicms.cn
注意：
 本地测试时，把 localhost 替换为 127.0.0.1。
IIS6 下（IIS7 无需设置）推荐设置（可选）：
 IIS 自定义 404 错误：/alicms.aspx
 IIS 默认文档：alicms.aspx

安装 IIS
环境：WindowsXP
步骤：
1. 开始菜单 -> 设置 -> 控制面板。
2. 双击“添加/删除程序”
。
3. 点击“添加/删除组件”
。
4. 列表中选择“Internet 信息服务（IIS）
”
5. 点击确定后，
提示插入 windows 安装光盘，
也可以指定硬盘中的 window 安装光盘备份。
6. 一路下一步后安装完毕。
测试：
1. 开始菜单 -> 运行
2. 输入“http://localhost”
，点确定。会打开 IIS 的默认帮助文档。

安装 DotNet4.0（.Net Framework4.0）
下载：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安装：
运行可执行文件之后，一路下一步即可完成安装。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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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如何知道空间是否支持 asp.net4.0。
注意：
1. 在 window2003+iis6 中，也需启用 asp.net 扩展。步骤如下：
a) 开始菜单 -> 运行。
b) 输入“inetmgr”
，点击确定。
c) 选择“Web 服务扩展”
。
d) 选择“ASP.NET v4.0”
，点击“允许”
。
2. 检查 asp.net 选项卡中是否选择上 asp.net4.0：
a) 开始菜单 -> 运行。
b) 输入“inetmgr”
，点击确定。
c) 打开网站属性对话框。
d) 选择“asp.net”选项卡，看看是否是“asp.net4.0”选中了。

安装阿里 CMS






使用阿里 CMS 独立服务器安装工具
环境：
windowsXP，window 2003，其他系统未测试
确保已安装 DotNet2.0。
说明：
此工具不需要 IIS。在本地安装，并且不会安装和配置 IIS，则用此工具。具体使用
方法请看压缩包里的 readme.txt。
使用阿里 CMS 本地安装工具
环境：
windowsXP，window 2003，其他系统未测试
确保已安装 IIS 和 DotNet2.0。
步骤：
1) 运行阿里 CMS 本地安装工具。
2) 选择“阿里 CMS 压缩包”
。
3) 选择“网站目录”
。
4) 点击“安装”
。
使用阿里 CMS 在线安装工具
用途：
在空间（虚拟主机）里安装阿里 CMS 时使用。
环境：
空间要支持 asp.net4.0。
一次性安装：
操作简单，但是有时由于空间限制，网站一直被访问等原因在安装时产生错误。
1) 把 install 文件夹上传到网站根目录。
2) 阿里 CMS 的 zip 文件上传到网站根目录。
3) 访问 install 下面的 index.aspx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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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选项默认即可，点击“安装”按钮。
分段安装：
操作相对复杂，适应各种情况。当一次性安装出现错误时，尝试使用分段安装。
1) 把 install 文件夹上传到网站根目录。
2) 把阿里 CMS 的 zip 文件在本地解压到一个目录里。
3) 上传 bin 目录。
4) 把 common，data，module，template 文件夹压缩成一个 zip 文件，然后上传到
空间。
5) 访问 install 下面的 index.aspx 页面。
6) 方式：选择“分段”
，点击“安装”。
7) 上传其余文件。
手动安装
步骤：
1) 安装 IIS 和 DotNet4.0，并且确保已经正确安装。
2) 把阿里 CMS 压缩包解压到网站根目录下，即可完成安装。
注意：
1) .Net Frameword 目录上设置正确权限。
2) c:\windows\temp 目录上设置正确权限。
3) 网站目录上设置正确权限。
初始设置
 修改管理员名称和密码。
 进入管理页面。
 点击顶部的“我的资料”
。
 修改名称和密码。
 重新构造广告位。
为了减少压缩包大小，没有把广告添加到数据库。为了管理广告方便，先要把广告
位添加到数据库里。为了方便实现这一过程提供了相应的功能。
步骤：
 打开广告管理 – 栏目设置。
 点击“重新构造广告位”
。

目录结构
网站目录结构：
 wwwroot
 bin
 cache
 ad
 pack
 player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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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
 aliui
 ckeditor
 ckplayer
 jquery
 data
 {InstanceID}
 system.config
 module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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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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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ui
aliui 界面框架。
 ckeditor：
HTML 编辑器。
 ckplayer：
ckplayer 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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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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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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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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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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ndex.aspx：
默认首页。里面是空的。只是占位作用。
10) web.config：
网站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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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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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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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空间是否支持 asp.net4.0？
1.
2.
3.
4.
5.

点鼠标右键，选择新建 – 文本文件。创建 test.txt 文件。
打开 test.txt 文件，输入：<%=Environment.Version%>，然后保存。
把 test.txt 改为 test.aspx。
启动浏览器，输入地址，假如域名为：127.0.0.1，则访问：http://127.0.0.1/test.aspx。
如果页面正确执行，并且显示的内容类似：4.0.xxx，表示正确安装。

空间支持 asp.net4.0，但是出现 404 错误，怎么办？
可以采用下面任意一个解决方案。优先级从上到下。
解决办法 1：
1. 依次打开 IIS -> 网站属性 -> 主目录 -> 配置 -> 映射。
2. 应用程序扩展列表中，找到.aspx 文件，点“编辑”
。
3. 把“确认文件是否存在”的选项去掉。
解决办法 2：
1. 依次打开 IIS -> 网站属性 -> 自定义错误。
2. 找到“404”
，点“编辑”
。
3. 消息类型：URL，URL：/alicms.aspx
解决办法 3：
很多空间的管理页面可以设置自定义 404 错误，把它设置为：/ alicms.aspx
解决办法 4：
1. 后台管理地址：http://你的域名/ alicms.aspx?/admin/login.aspx
2.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全局设置。把“伪 404”设置为是。

“/”应用程序中的服务器错误
错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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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1. 空间的 asp.net 版本可能小于 4.0。
2. 阿里 CMS 没有安装在网站根目录下。
3. 空间的一些限制或者配置不正确。
4. 其他。

解决：
出现的错误提示不是真正的错误。因为，为了安全，设置了不给访客显示真正的错误。
所以，要解决问题，先要获取真正的错误。步骤如下：
1. 下载 web.config（在网站根目录下）
。
2. 用记事本打开 web.config。
3. 把“RemoteOnly”改为“Off”
。
4. 保存 web.config。
5. 上传 web.config。
6. 重新访问出错页面。
7. 应该会出现真正的错误。根据真正的错误提示，考虑下一步。

系统管理
如何修改 EOT 文件？


什么是 EOT？
EOT 是 Embedded OpenType 的简写，微软和 Adobe 公司联合开发的，网页上嵌入特殊
字体的技术。有些网页上使用了特殊字体，这个字体安装在用户电脑上网页才能正常显
示。但是，又不能强制用户安装字体。一般的用户不会安装的。这样网页的效果就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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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了。对于维吾尔语，在系统里没有维语字库，所以做维语的网页就成难题了。有了
这个技术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即用户不需要安装维语字体，也可以正常显示维语。
修改 EOT 文件
对于很多人来说，制作 eot 文件还是个问题。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虽然会制作 eot 文件，
但是没有 Weft（制作 eot 的软件），没有维语字库或者存在别的不方便因素，因而无法
制作 eot 文件。为了方便这一类用户，阿里 CMS 中增加了修改 EOT 的功能。
步骤：
1) 打开后台管理 – 系统管理 – 实用工具。
2) 点击“修改 EOT 文件”的按钮。
3) 假如你的域名为 www.alicms.cn，则输入 http://www.alicms.cn/，即可完成。
4) 假如有多个域名，用分号“;”隔开。比如：
http://www.alicms.cn/;http://alicms.cn;http://www.alibaza.com/
使用自己制作的 EOT 文件
系统自带的 EOT 文件只是一种字体，有时候需要用别的字体。有条件的用户也可以自
己制作 EOT 文件或者另外地方找来 EOT 文件，文件名改为 alicms.eot，然后覆盖掉系
统根目录下的 alicms.eot 即可。

如何安装新模板？
我们可以从官方网站，或者其他途径获得阿里 CMS 的模板。我们需要安装并且使用这些模
板。
步骤：
1. 假设我们已经安装了阿里 CMS 的门户网站，并且下载了一个电影模板。
2. 把电影模板加压之后，复制到系统的 template 目录下面，即可安装完毕。
3. 打开系统管理 – 实用工具，点击“更新模板缓存”
。
4.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点击“电影频道”旁边的“更改模板”的模板名称。
5. 更换模板页面里，选择新安装的模板，确定。已经可以使用了。

如何把维文首页设置为网站首页？
阿里 CMS 一般预设置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默认情况下，中文首页设置为网站首页。
但是，维吾尔族用户一般要求把网站首页设置为维吾尔语的。
步骤：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点击“中文首页”
，进入“中文首页”的编辑页面。
3. 路径填写“CHS/”
，点“编辑”进行保存。
4. 返回栏目列表，点击“维文首页”，进入“维文首页”的编辑页面。
5. 路径设置为空。点“编辑”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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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智能翻译维吾尔拉丁文”？
假设已经安装了阿里 CMS - 门户网站，需要把文章频道智能翻译成维吾尔拉丁文。
步骤：
1. 翻译皮肤。
1) 打开系统管理 – 皮肤管理。
2) 找到“Article/S01/CHS”
，点击“翻译”，会弹出翻译窗口。
3) 目标语言：维吾尔拉丁文，移动图片：选中。点击“开始翻译”。
2.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 添加，语言切换为维吾尔语。
3. 实例：makala baxkurux（文章管理）
，智能翻译成：维吾尔拉丁文，匹配：选中。其他
必要项目按需求填写后添加。

如何设置频道管理员？
假设已经安装阿里 CMS – 门户网站，并且需要添加文章频道管理员。
步骤：
1. 添加角色。
1) 打开系统管理 – 角色管理 – 添加角色。
2) 名称：文章管理员，默认有特权：否，点击“添加”
。
3) 如果我们用的是维文，则返回角色列表，点击“文章管理员”
。
4) 语言切换为维吾尔文，名称：makala baxkurghuqi。点击“编辑”。
2. 设置特权。
1) 打开系统管理 – 角色管理 – 设置特权.
2) 角色：文章管理员，实例：文章管理，语言：简体中文
3) 点击“全选”
，再点击“保存”。
3. 添加管理员。
1) 打开系统管理员 – 管理人员 – 添加。
2) 角色：文章管理员，其他根据需要填写。

域名绑定功能怎么使用？
阿里 CMS 里，可以为不同的栏目设置不同的域名。
假设我们有 www.alicms.cn，movie.alicms.cn 这两个域名。我们要求访问 http://www.alicms.cn
时，打开网站首页。访问 http://movie.alicms.cn 时，打开电影频道。
步骤：
1. 域名和空间联系起来：
1) 把 www.alicms.cn，movie.alicms.cn 这两个域名解析到空间 IP 上。
2) 空间管理中，绑定 www.alicms.cn，movie.alicms.cn 这两个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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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网站默认域名：
1)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全局设置。
2) 网站域名：http://www.alicms.cn/
设置电影频道域名：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点击“电影频道”
，进入电影频道的编辑页面。
3) 域名：http://movie.alicms.cn。

如何生成 HTML 页面？
阿里 CMS 中，可以生成全站，也可以选择性的生成某些栏目或者某些文件。
下面生成文章栏目为例，介绍生成 HTML 页面的大概流程。
假设阿里 CMS – 门户网站已经安装。
步骤：
1. 设置生成文章栏目：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点击“文章频道”
，进入栏目的编辑页面。
3) 是否生成：是。点“编辑”保存。
2. 生成页面：
生成页面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智能生成和手动生成。一般情况下，智能生成就够用了，
而且很方便。
1) 手动生成：
打开系统管理 – 实用工具 – 批量生成。根据需要生成整个网站，某个栏目或者某
个对象。
2) 智能生成：
智能生成又分为高效生成和低效生成。默认为低效生成。因为高效生成依赖于空间
的一个设置。如果要设置为高效生成，按一下步骤操作：
a) 设置空间的自定义 404 错误地址：/alicms.aspx。
b)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全局设置。
c) 是否设置 IIS404 错误：是。

如何备份数据？




备份整个网站：
1) 打开系统管理 – 实用工具 – 数据备份和压缩。
2) 点击“备份网站”
，就会把网站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压缩成一个 backup.zip 文件里。
该文件在网站根目录下面。
备份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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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 CMS 中所有数据存放在 data 目录下。所以，要想把所有数据备份下来，就把该目
录备份就可以。快捷方式：
1) 打开系统管理 – 文件管理。
2) 点击 data 旁边的“压缩”的链接。输入“/data.zip”即可。
3) 只要系统版本一样，就可以用此备份文件还原到任何时候。
备份数据库：
有些操作可能对数据库的影响比较大，或者有些重要的操作后，为了避免意外想快速备
份数据库。这时可以如下操作：
1) 打开系统管理 – 实用工具 – 数据备份和压缩。
2) 名称：可以填也可以留空。点击“备份数据库”即可。
备份任意文件夹：
参考“备份所有数据”的步骤。

如何修改后台地址？
1.
2.
3.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页面。
点击“后台管理”进入编辑页面。
“路径”默认情况下是：admin/。把它改为其他地址即可。

如何使用播放器？
系统里预设的播放器可以在系统管理 – 播放器管理里找得到。这里的播放器在系统里
可以直接使用。如果需要也可以修改现有的播放器，也可以添加自己的新播放器。
下面介绍常用的几个播放器的地址的获取方法：
 优酷
1) 打开一个优酷视频，比如地址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5MjgyMDQw.html
2) 播放地址就是：
XMTg5MjgyMDQw
 56
1) 打开一个 56 视频，比如地址是：
http://www.56.com/u83/v_NTMxNzk3OTI.html
2) 播放地址是：
NTMxNzk3OTI
 土豆
1) 打开一个土豆视频，比如地址是：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jU3AeVce94/
2) 打开源代码，查找 iid。然后，获取 iid 的值。播放地址为：
54970317
 新浪
1) 打开一个新浪视频，比如地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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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deo.sina.com.cn/v/b/35481297-1062683134.html
2) 播放地址为：
35481297-1062683134
搜狐
1) 打开一个搜狐视频，比如地址是：
http://tv.sohu.com/20091102/n267906532.shtml
2) 视频播放之后，点击分享按钮，复制 flash 地址，那就是播放地址：
http://share.vrs.sohu.com/36313/v.swf

如何初始化管理员密码？

1.
2.
3.
4.
5.
6.

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无法登陆后台，想要把管理员恢复到初始状态。步骤如下：
下载同版本的阿里 CMS，解压，重命名 data/system.config 为 system.mdb，并打开。
打开_1_Admin 表，并且复制 ilghar.cn 的管理员记录。
重命名自己的网站的 data/system.config 为 system.mdb，并打开。
打开_1_Admin 表，删除所有记录，粘贴已复制的数据。
system.mdb 改回 system.config。
现在就可以用用户名和密码：ilghar.cn，来登陆后台。

如何使用水印功能？
1.

2.

设置水印参数。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水印设置。根据需要做设置。
a) 类型：水印可以用图片，也可以用文字。
b) 水印图片：如果类型是图片，上传水印图片。
c) 水印文字：设置水印文字。
d) 字体类型：设置字体名称。该字体应该存在于服务器。
e) 文字颜色：设置文字颜色。
f) 字体大小：设置一个数字。
g) 文字颜色：格式为#RRGGBB。
h) 背景颜色：格式为#RRGGBB。
i) 粗体：设置是否粗体。
j) 斜体：设置是否斜体。
k) 位置：水印图片或者文字在图片中的位置。
l) 水平边距：水印图片或者文字左右边距。设置数字。
m) 垂直边距：水印图片或者文字上下边距。设置数字。
n) 透明度：0~1 的小数。0 表示完全透明，1 表示完全不透明。
给图片加上水印。
系统的很多上传图片的地方，有“水印”的选项。打钩之后，就可以对上传的图片加上
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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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语言的作用是什么？
在管理页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内容语言的下拉菜单。他的作用是在一个语言的管理页面里，
管理另外一个语言的内容时，提供方便。比如，在中文的管理页面里，管理维文内容时，把
它设置为维吾尔文。

有些文件类型不能上传，怎么办？
为了考虑到安全性，初始设置里只允许上传一部分文件格式。当上传一个文件时，如果
不支持该文件格式，会提示此扩展名和 MIME 类型的文件不能上传。如果要上传它，则需
要设置。步骤：
1.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
2. “上传类型”的框里做适当的设置。格式如下：
扩展名 : MIME 类型 1 | MIME 类型 2 | … | MIME 类型 n
比如：
.png : image/png | image/x-png | application/x-png

如何制作阿里 CMS 的 php 版本？
1.

2.

3.

其实这里讲的是假 php 版本。以此类推，可以设置各种扩展名的网站。
IIS 里设置 php 扩展名：
1) 开始 – 运行里输入“inetmgr”，点“确定”，打开 IIS。
2) 打开网站属性，切换到“主目录”，点击“配置”，切换到“映射”
。
3) 点击“添加”
。
可执行文件：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2.0.50727\aspnet_isapi.dll
扩展名：.php
确认文件是否存在：不选
web.config 里设置 php 扩展名：
1) 用记事本打开网站根目录下的 web.config。
2) 找到“path="*.aspx"”
，把它改为“path="*.aspx,*.php"”
设置栏目扩展名：
假如我们把中文首页改为 php，则：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2) 找到“中文首页”
，点击进入编辑页面。扩展名设置为：.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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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统计代码？
对于一个网站，统计访问量是基本的需求之一。阿里 CMS 没有提供相关的模块。因为
市面上有很多专业的，而且免费统计网站。阿里 CMS 提供了支持。步骤：
1. 选择一个统计网站，注册并获取统计代码。
2.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
3. 把统计代码粘贴到“统计代码”的框里。

如何设置 ICP 号码？
在中国，做网站必须办理备案（ICP）。并且要求把备案号放在网站首页上。为此，阿
里 CMS 提供了支持，步骤：
1.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
2. “ICP 备案号”框里设置备案号。

如何统一处理错误？
因任何原因，有可能在页面上出现错误。与其显示生硬难懂的错误信息，不如显示友好
的页面。为此，可以如下设置：
1.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
2. 404 错误页面：填写友好的 404 错误页面地址。当访问的页面找不到时，显示此页面。
3. 错误页面：填写友好的错误页面地址。当页面出现错误时，显示此页面。

如何设置脚注（版权信息）？
1.
2.

打开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 – 基本设置。
设置“脚注（版权信息）”
。

如何设置脚注菜单？
管理：
1. 打开系统管理 – 菜单管理。
2. 上面的类别下拉菜单切换为“脚注菜单”
。

17 / 23

阿里 CMS – 最好的 ASP.NET 免费开源 CMS 系统

3.

http://www.alicms.cn

下面就是脚注菜单的列表。可以修改名称，删除，移动。也可以点击进入编辑页面，更
详细的设置。

添加：
1. 打开系统管理 – 菜单管理 – 添加。
2. 类别：脚注菜单。其他选项根据需要选择。

如何管理友情链接？
系统管理 – 友情链接里提供了友情链接的管理功能。

广告管理
如何设置固定图片广告？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修改现有的广告位来说明，并且该广告位没有广告（广告列表是空
的）
。
1. 打开广告管理 – 广告位管理。
2. 找到要设置的广告位，点击进入编辑页面。
3. 类型：固定广告。
4. 默认图片：设置或者上传广告图片。
5. 默认链接：设置点击广告后访问的地址。
6. 其他选项按需设置。
“默认代码”要留空。

如何添加和管理固定 Flash 广告？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修改现有的广告位来说明，并且该广告位没有广告（广告列表是空
的）
。
1. 打开广告管理 – 广告位管理。
2. 找到要设置的广告位，点击进入编辑页面。
3. 类型：固定广告。
4. 默认图片：设置或者上传广告 Flash 文件。
5. 其他选项按需设置。
“默认代码”要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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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 google 广告？
这里把 google 广告作为例子来说明，
其实对于 alimama 等其他广告联盟的广告都适用。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修改现有的广告位来说明，并且该广告位没有广告（广告列表是空的）。
1. 打开广告管理 – 广告位管理。
2. 找到要设置 google 广告的广告位。点击进入编辑页面。
3. 类型：联盟广告。
4. 默认代码：粘贴 google 的广告。

如何设置轮换广告？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修改现有的广告位来说明，并且该广告位没有广告（广告列表是空
的）
：
1. 打开广告管理 – 广告位管理。
2. 找到要设置的广告位，点击进入编辑页面。
3. 类型：轮换广告。点击“编辑”保存。
4. 点击“添加广告”的选项，打开该广告位的添加广告页面。
5. 填写标题，图片和链接。图片必须是 jpg 格式。点击“添加”
。
6. 重复上一步四次。总共添加 5 个广告。

如何彻底删除广告位？
广告位一般在模板页面（*.dwt.aspx 页面）中，有这样形式插入的：
<ali:Ad Guid="广告位的 Guid"></ali:Ad>
我们可以从广告位的编辑页面里获取广告位的 Guid。通过广告位的 Guid 从模板页面里搜索
到插入的位置。然后把它删除掉即可。这样此广告位就被彻底删除了。

文章管理

如何使用“置顶”功能？
“置顶”的文章不管它是什么时候创建的，都会显示在最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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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 1：
在添加和编辑页面里的“是否置顶”选项设置为“是”。
设置方法 2：
1. 打开文章管理 – 文章管理 – 列表页面。
2. “是否置顶”下拉菜单中选择“未置顶”
。
3. 选择要置顶的文章，点击“置顶”按钮。
置顶的文章可以排序，方法如下：
1. 打开文章管理 – 文章管理 – 列表页面。
2. “是否置顶”下拉菜单中选择“已置顶”
。
3. 排序下拉菜单中选择“置顶↑”或者“置顶↓”
。这时，列表左侧出现移动按钮。可以
通过上下移动来实现排序。

如何修改文章标题颜色，粗斜体？
有时候，需要把一些文章突出显示。比如，设置粗体，加上颜色等。
可以这么做：
1. 打开要突出显示的文章的编辑页面。
2. 如果设置粗体，则在“粗体”复选框选中。
3. 如果要设置颜色，则在颜色框里输入颜色代码。比如，红色为#FF0000。
4. 也可以设置更多样式。点击“自定”
，会出现自定义代码的输入框。这里可以输入 CSS
代码。就是与 html 标签 style 属性值一致。

如何把一篇文章设置为外部链接？
有时候，需要把一些文章指向到其他页面。当点击这些文章时，用新的地址来打开。
步骤：
1. 打开文章的添加或者编辑页面。
2. 在“模板”的行里，有一个“外部链接”的选项。这里输入要指向的地址。

如何给一篇文章单独设置模板？
有时候，需要把一些文章用不同的模板来展现。
方法 1：
1. 准备两个文章内容页模板：
article.dwt.aspx：路径设置为“{ID}{Page}{Ext}”
。
article1.dwt.aspx：路径设置为“article1/{ID}{Page}{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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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文章内容页使用 article.dwt.aspx 的模板。
要用 article1.dwt.aspx 模板时，打开文章的编辑页面，
“模板”的行，
“页面标识”的输
入框里输入：article1/{ID}。

方法 2：
1. 准备两个文章内容页模板，并且路径一样设置为“{ID}{Page}{Ext}”
。
2. 默认情况下，文章内容页使用 article.dwt.aspx 的模板。
3. 要用 article1.dwt.aspx 模板时，打开文章的编辑页面，
“模板”的行，
“自定模板”的输
入框里输入：article1.dwt.aspx。

如何给一篇文章设置个性化地址？
默认情况下，页面地址以内部 ID（InnerID）基础上生成。但是，有时候需要友好的设置页
面地址。
步骤：
1. 打开文章的添加或者编辑页面。
2. 在“模板”的行，
“页面标识”的项目里可以输入友好的地址。他的值只要不跟其他文
章的“页面标识”不重复就可以。当然，地址要规范，要由英文 24 个字母，数字和下
划线组成。

演练
从零创建文章栏目
假设我们用的是阿里 CMS 的无数据版本。
步骤：
1. 添加实例：
1) 打开系统管理 – 实例管理 – 添加。
2) 页面语言：简体中文；模块：article；名称：文章管理。点击“添加”。
3) 如果也会用在维吾尔文内容，则：
a) 打开系统管理 – 实例管理。
b) 点击“文章管理”的编辑链接，打开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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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页面语言切换为：维吾尔文。
d) “名称”里输入内容，然后保存。
安装模板：
1) 下载一个文章模板。
2) 放在网站的 template 目录下。
3) 打开系统管理 – 实用工具，点击“更新模板缓存”
。
添加栏目：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 添加。
2) 类型：功能栏目；实例：文章管理；其他根据需要填写。

如何添加会员中心
除了门户网站以外的网站类型，默认情况下没有配置会员中心。如果需要，则手动配置。
步骤：
1. 添加实例：
1) 打开系统管理 – 实例管理 – 添加。
2) 页面语言：简体中文；模块：member；名称：会员管理。点击“添加”
。
3) 如果也会用在维吾尔文内容，则：
a) 打开系统管理 – 实例管理。
b) 点击“文章管理”的编辑链接，打开编辑页面。
c) 页面语言切换为：维吾尔文。
d) “名称”里输入内容，然后保存。
2. 设置默认角色：
1) 刷新后台后，会显示“会员管理”。
2) 打开会员管理 – 栏目设置。
3) 默认角色：普通会员。
3. 设置会员菜单：
为了方便，按如下步骤做：
1) 下载阿里 CMS 门户网站。
2) 把 system.config 改为 system.mdb，然后打开。
3) 打开_43_Menu，复制全部内容。
4) 再打开当前网站数据库的同样的表，然后粘贴。
4. 设置会员权限：
1) 打开系统管理 – 角色管理 – 特权设置。
2) 角色：普通会员。其他根据需要。
3) 具体权限可以参考门户网站。
5. 添加栏目：
1) 打开系统管理 – 栏目管理 – 添加。
2) 类型：功能栏目；实例：会员管理；其他根据需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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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翻译模板成维语（哈语和柯语类似）
假设有一套按照要求设计的模板，把它翻译成维语需要两步：
1. 翻译模板：
1) 打开系统管理 – 模板管理。
2) 找到要翻译的模板，点击旁边的“词典”
。
3) 通过“抽取中文”获取模板里的所有中文词，并且一个一个填写相应的维文。
2. 翻译皮肤：
1) 打开系统管理 – 皮肤管理。
2) 找到要翻译的该模板的中文皮肤（名称中包含 CHS）
，点击“翻译”
。
3) 目标语言：维吾尔语。移动图片：选中。点击“开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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