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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课程安排

魏曦教你学 
HTML+ CSS ⽹网⻚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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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CSS+JavaScript 制作⽹网⻚页

HTML CSS JavaScript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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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门课程学习使⽤用html和css前端语⾔言来设计符合需要的⽹网⻚页。

• 能够完成⽹网站设计⼯工作； 
• 能够实现⼤大多数⽹网站效果； 
• 能对现有代码进⾏行行优化与升级； HTML CSS

前端⼯工程师

Web开发⼯工程师

⽹网⻚页设计爱好者

所获技能

适合对象
• 这⻔门课程是Web应⽤用开发的基础课程，从事后端和前端的Web程序

员，都应该掌握html+css这2种基本的前端语⾔言。

+

• 不不需要其他课程为基础，所以同样适合⽹网⻚页设计的爱好者。



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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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课程安排 13’30’’

第2章 HTML 30’36”

第3章 CSS 32’38”

第4章 HTML+CSS进阶 35’49”

第5章 链接 54’33”

第6章 盒⼦子模型 56’55”

第7章 定位和浮动 59’58”

第8章 实战演练 64’36”

第9章 表单 21’51”

第10章 HTML5和CSS3简介 15’39”

共计 6⼩小时30分



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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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课程安排                

1.1 课程安排  
1.1.1 前⾔言   
1.1.2 课程安排  
1.1.3 案例例介绍  
1.1.4 ⽹网⻚页编辑器器 

第⼆二章  HTML          

2.1 ⽹网⻚页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  
2.1.1 第⼀一个⽹网⻚页  
2.1.2 基本概念  
2.1.3 ⽹网⻚页的基本框架  

2.2 初识 HTML 标签         

2.2.1 标题和段落标签（<h1> - <h6>和<p>） 
2.2.2 换⾏行行和⽔水平线标签（<br>和<hr>） 
2.2.3 列列表标签（<ul>,<ol>和<li>）  
2.3.4 表格标签 （<table>,<tr>,<th>和<td>）

第三章  CSS   
3.1 层叠样式表 

3.1.1 过时的写法  
3.1.2  CSS概述  
3.1.3 选择器器和样式声明  

3.2 CSS选择器器和样式声明 
3.2.1 字体属性  
3.2.2 选择器器分组  
3.2.3 后代选择器器  

3.3 颜⾊色属性值

第四章 HTML+CSS进阶  
4.1 HTML标签的全局属性  

4.1.1 内容回顾 
4.1.2 参考⼿手册  
4.1.2 全局属性  
4.1.3 内联样式表 

4.2 类选择器器和ID选择器器  
4.2.1 类选择器器  
4.2.2 id选择器器  

4.3 HTML标签分类介绍 
4.3.1 格式类标签  
4.3.2 其他种类标签  
4.3.3 总结 



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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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链接 
5.1 链接的本质和案例例准备 

5.1.1 链接的本质  
5.1.2 案例例准备及列列表的样式 

5.2 链接的实现 
5.2.1  链接的语法  
5.2.2  相对路路径和绝对路路径  
5.2.3  链接补充知识点  

5.3 链接的选择器器和样式 
5.3.1 链接的选择器器 - 伪类  
5.3.2 链接的样式  
5.3.3  伪元素  
5.3.4  ⼦子元素选择器器  
5.3.5  相邻兄弟选择器器  

5.4 外部样式表和图⽚片标签 
5.4.1 外部样式表  
5.4.2 图⽚片标签 

第六章  盒⼦子模型 
6.1 盒⼦子模型概述  

6.1.1 盒⼦子模型  
6.1.2 内容的尺⼨寸设置  
6.1.3 尺⼨寸的单位  

6.2 开发者⼯工具 
6.2.1 概述  
6.2.2 选择元素  
6.2.3 调试代码 
6.2.4 栏⽬目的放置及 
         computed栏⽬目的使⽤用 
6.2.5 console和sources栏⽬目介绍 

6.3 CSS的层叠次序 
6.3.1 CSS的层叠次序  
6.3.2 选择器器权值的确定和⽐比较  
6.3.3 背景的设置 

6.4 盒⼦子模型的设置 
6.4.1 内边距设定  
6.4.2 边框设定  
6.4.3 外边距设定 

第七章 定位和浮动 
7.1 块级元素和⾏行行内元素 

7.1.1 块级元素，⾏行行内元素  
7.1.2 div和span标签  

7.2 定位                  
7.2.1 什什么是定位  
7.2.2 静态定位  
7.2.3 相对定位  
7.2.4 绝对定位  

7.3 定位（续） 
7.3.1 绝对定位（续）  
7.3.2 z-index和overflow属性 
7.3.3 固定定位  

7.4 浮动  
7.4.1 浮动的位移规则  
7.4.2 浮动元素的特点 
7.4.3 浮动的使⽤用 

7.5 浮动清除  
7.5.1 浮动清除的原理理  
7.5.2 浮动清除的常⽤用⽅方法 



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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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实战演练  
8.1 实战演练（1）  

8.1.1 新建⽹网站⽬目录，创建项⽬目  
8.1.2 重置样式  
8.1.3 布局规划  
8.1.2 ⻚页⾯面头部的实现  

8.2 实战演练（2）  
8.2.1 导航栏的实现  
8.2.2 内容区框架的实现  
8.2.3 当季精选栏⽬目的实现  
8.2.4 酒店列列表的标题和框架  
8.2.5 酒店列列表项中的⽂文字部分 

8.3 实战演练（3）  
8.3.1 背景的定位及酒店服务⼩小图标的实现  
8.3.2 酒店价格信息区块的实现  

8.4 实战演练（4）  
8.4.1 限时特卖区块的实现  
8.4.2 路路过画报区块的实现  
8.4.3 出境游精品区块的实现  
8.4.4 景点⻔门票框架的实现  
8.4.5 邮票式展示景点产品列列表的实现  

8.5 实战演练（5）  
8.5.1 ⻚页⾯面底部的实现 



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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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表单  
9.1 表单  

9.1.1 什什么是表单  
9.1.2 表单的实现-表单标签 
9.1.3 表单的实现-表单域  

9.2 表单(续)  
9.2.1 表单的实现-表单域(续)  
9.2.2 表单的实现-表单按钮 
9.2.3 表单的样式设定

第⼗十章 HTML5和CSS3简介  

10.1 HTML5 和CSS3  
10.1.1 什什么是HTML5开发技术  
10.1.2 HTML5的新增标签  
10.1.3 HTML5的新增属性 
10.1.4 HTML5表单的增强特性   
10.1.5 CSS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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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部：logo，导航栏等内容

路路过⼴广州旅游⽹网

• 主体：各种⽅方法来展示产品，⽐比如⼤大海海报、限时特卖、列列表以及
横排的列列表等⽅方式

• ⻚页脚：提供⽹网站介绍、版权声明等信息

① ⽹网站⾸首⻚页

案例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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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部：logo，导航栏等内容

路路过⼴广州旅游⽹网

• 主体：各种⽅方法来展示产品，⽐比如⼤大海海报、限时特卖、列列表以及
横排的列列表等⽅方式。

• ⻚页脚：提供⽹网站介绍、版权声明等信息

① ⽹网站⾸首⻚页

案例例介绍

• 产品的摘要信息
• 产品图⽚片
• ⽤用户的满意度
• 产品报价

• 卖点
• 产品介绍
• 预订须知
• ⽤用户评价

② 产品详细⻚页

• 景点的分类
• 销售排⾏行行
• 附近酒店
• 最近浏览的产品

• 头部
• ⻚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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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部：logo，导航栏等内容

路路过⼴广州旅游⽹网

• 主体：各种⽅方法来展示产品，⽐比如⼤大海海报、限时特卖、列列表以及
横排的列列表等⽅方式。

• ⻚页脚：提供⽹网站介绍、版权声明等信息

① ⽹网站⾸首⻚页

案例例介绍

• 产品的摘要信息
• 产品图⽚片
• ⽤用户的满意度
• 产品报价

• 卖点
• 产品介绍
• 预订须知
• ⽤用户评价

② 产品详细⻚页

• 景点的分类
• 销售排⾏行行
• 附近酒店
• 最近浏览的产品

• 头部
• ⻚页脚

③ ⽤用户注册⻚页

在第九章学习表单的过程中实现这个⻚页⾯面。



⽹网⻚页编辑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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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Notepad++的安装地址： 
https://notepad-plus-plus.org/download/v7.3.3.html 

2. 安装过程⽐比较简单，选择语⾔言、安装⽬目录，在桌⾯面
创建快捷图标，就完成安装。 

3. 通过点击“⽂文件”>“在⼯工作区打开⽂文件夹”，指定⽹网
⻚页⽂文件夹后，即可分成两个⼯工作区，左边是整个⽹网
⻚页⽬目录的架构，右边是代码区域。 

4. Notepad++⽀支持语法加亮，和语法提示。

1. 打开eclipse的下载地址， 
https://www.eclipse.org/downloads/ 

2. 点击eclipse安装程序的下载按钮，然后选⼀一个国内
的镜像站下载 

3. 下载好之后，点击运⾏行行，并选择for JavaScript and 
Web developers 这个版本来安装 

4. 设定安装路路径后开始安装，安装结束后可以⻢马上启
动了了eclipse 

5. ⾸首先要选择⼀一下workspace，这是编辑器器的⼯工作⽬目
录，我们就⽤用默认的⽬目录就完成了了整个安装。

① ② 
Eclipse 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基于Java的、⽀支持多种
程序语⾔言的集成开发环境。

安装eclipse

Notepad++是 Windows
下的⼀一套⽂文本编辑器器(GPL
版权)，⽀支持中⽂文，适合编
写计算机程序代码，有语
法⾼高亮度显示等功能。

安装Notepad++

有点
繁琐 轻便

快捷

推荐
使用

视频
效果
好

https://notepad-plus-plus.org/download/v7.3.3.html


§2.1  ⽹网⻚页基本概念 
和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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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曦教你学 
HTML+ CSS ⽹网⻚页设计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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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HTML全称是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中⽂文翻译为
超⽂文本标记语⾔言，是⽤用来描述⽹网⻚页的⼀一种语⾔言。

• 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就是在⽂文本内容的基础上，通过
添加⼀一些标记，让⽂文本具有了了更更加丰富的信息。

标记
文本内容

标记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 title here</title>

</head>
<body>

<h1>⼴广州⻓长隆隆欢乐世界</h1>
...
<h2>预订须知</h2>
<h3>景区开放时间</h3>
<p>特价限量量产品库存紧张，...</p>
...

</body>
</html>

changlong.html

• HTML不不是⼀一种编程语⾔言，⽽而是⼀一种标记语⾔言 (markup 
language)

<h2>

<h3>

HTML标签• 标记语⾔言是由⼀一套标记标签构成：

<h1>⼴广州⻓长隆隆欢乐世界</h1>



基本概念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 title here</title>

</head>
<body>

<h1>⼴广州⻓长隆隆欢乐世界</h1>
...
<h2>预订须知</h2>
<h3>景区开放时间</h3>
<p>特价限量量产品库存紧张，...</p>
...

</body>
</html>

changlo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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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标签

HTML标签由尖括号及其包围的关键词构成，⽐比如 ：

• 双标签指的是需要成对出现的HTML标签，⼤大多数标签
都是双标签。⽐比如： 
• <html> </html> 
• <title> </title> 
• <h1> </h1> 

• 单标签只有开始标签，没有结束标签，也没有内容。

开始标签 结束标签

内容在两个标签中间

<title> <h1><html>

<h1>⼴广州⻓长隆隆欢乐世界</h1>

<meta charset="UTF-8">



<html>
<body>
<h1>⼴广州⻓长隆隆欢乐世界</h1>
<h2>⻔门票价格</h2>
</body>
</html>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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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元素

HTML元素指的是HTML标签和标签所包围的内容连起来
的整体。如：

HTML元素可以嵌套，也就是⼀一个HTML元素可以包含其
他 HTML元素。⽐比如：

嵌套的HTML元素

元素 1

元素 2

元素 3

元素 4

包括开始标签、内容、
到结束标签所有代码。

HTML元素也可以具
有空内容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 title here</title>

</head>
<body>

<h1>⼴广州⻓长隆隆欢乐世界</h1>
...
<h2>预订须知</h2>
<h3>景区开放时间</h3>
<p>特价限量量产品库存紧张，...</p>
...

</body>
</html>

changlong.html

<h1>⼴广州⻓长隆隆欢乐世界</h1>

<h2>预订须知</h2>

<meta charset="UTF-8">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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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属性

HTML属性写在标签中，⽤用来为HTML元素提供更更多附加
信息。

HTML属性，写在关键字后面

HTML属性的写法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 title here</title>

</head>
<body>

<h1>⼴广州⻓长隆隆欢乐世界</h1>
...
<h2>预订须知</h2>
<h3>景区开放时间</h3>
<p>特价限量量产品库存紧张，...</p>
...

</body>
</html>

changlong.html

<meta charset="UTF-8">

name="value"
• 属性总是以“属性名=属性值”这种形式出现，

• 属性总是在HTML元素的开始标签中规定。

<a href="http://weixistyle.com">魏曦教你学</a>

开始标签 结束标签

属性名 属性值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 title here</title>

</head>
<body>

<h1>⼴广州⻓长隆隆欢乐世界</h1>
...
<h2>预订须知</h2>
<h3>景区开放时间</h3>
<p>特价限量量产品库存紧张，...</p>
...

</body>
</html>

changlong.html

基本概念⼩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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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属性

HTML

HTML标签

HTML元素

HTML是⽤用来描述⽹网⻚页的⼀一种语⾔言，是⼀一种标记语⾔言。

HTML语⾔言使⽤用HTML标签来进⾏行行标记，HTML 标签
是由尖括号及其包围的关键词构成

HTML元素指的是HTML标签和标签所包围的内容连
起来的整体。

HTML属性写在标签中，⽤用来给html元素提供更更多的
附加信息。



⽹网⻚页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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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 title here</title>
</head>
<body>

</body>
</html>

changlong.html

• ⽤用来声明⽂文档的类型。⽹网⻚页有许多不不同⽂文档类型，浏览器器要了了
解⽂文档的类型，才能正确地显示⽂文档。

⽂文档类型（!DOCTYPE）

• 必须是HTML⽂文档的第⼀一⾏行行，位于<html>标签之前。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Strict//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
strict.dtd">

HTML 5

HTML 4.01 Strict

XHTML 1.0 Strict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HTML 4.01//
EN" "http://www.w3.org/TR/html4/strict.dtd">

<!DOCTYPE html>

文档第一行

⽂文档类型（!DOCTYPE）



⽹网⻚页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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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 title here</title>
</head>
<body>

</body>
</html>

changlong.html

<html> 与 </html> 标签限定了了⽹网⻚页⽂文档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在
它们之间是⽂文档的头部和主体。

<html> 标签

<head> 标签 <body> 标签

<html> 标签



⽹网⻚页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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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 title here</title>
</head>
<body>

</body>
</html>

changlong.html<head> 标签
⽤用于定义⽂文档的头部，⽂文档头部包括⽂文档的标题、元信息、脚本
的引⽤用、样式表指定这些信息。

<style>

<meta>

<script>

<title>
• ⽤用来定义⽂文档的标题 
• 浏览器器通常把它放置在浏览器器窗⼝口的标题栏或状态栏上 
• 把⻚页⾯面加⼊入收藏夹时，标题是默认的名称

提供有关⻚页⾯面的元信息，⽐比如字符集、针对搜索引擎的描述和关键词等信息。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路路过⼴广州是⼀一个专业提供⼴广州旅游服务的

线上旅⾏行行社，主要服务有：⼴广州酒店预订，⼴广州景点⻔门票销售，⼴广州旅游线路路组团">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广州旅游，⼴广州酒店，⼴广州景点⻔门票，⼴广州

机票，路路过⼴广州">

<title>⻓长隆隆欢乐世界-路路过⼴广州</title>

后⾯面章节介绍。

JavaScript课程介绍。

<head> 部分标签



⽹网⻚页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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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 title here</title>
</head>
<body>

</body>
</html>

changlong.html⽂文档类型（!DOCTYPE）

<html> 标签

<head> 标签

<meta>

<title>

<body> 标签

⽤用于定义⽂文档的头部，⽂文档头部包括⽂文档的标题、元信息、脚本的引⽤用、样式表指定这些信息。

body标签标记⽂文档的主体部分，这部分才是浏览器器上展示出来的内容。

<html> 与 </html> 标签限定了了⽹网⻚页⽂文档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在它
们之间是⽂文档的头部和主体。

⽤用来声明⽂文档的类型。浏览器器要了了解⽂文档的类型，才能正确地显
示⽂文档。必须是HTML⽂文档的第⼀一⾏行行，位于<html>标签之前。

⽤用来定义⽂文档的标题，浏览器器通常把它放置在浏览器器窗⼝口的标题栏
或状态栏上，把⻚页⾯面加⼊入收藏夹时，标题是默认的名称

提供有关⻚页⾯面的元信息，⽐比如字符集、针对搜索引擎的描述和关键
词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