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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网站  http://www.weixistyle.com

QQ：502028657 
Email：502028657@qq.com

V1.1 Advanced 应⽤用模板安装完成

V1.2 Gii⽣生成了了博客原型

V1.3 完成⽂文章查看功能

V1.4 完成⽂文章修改和新增功能

V1.5 完成⽂文章管理理功能

V1.6 完成评论管理理功能

V1.7 完成评论的查看和修改功能

V1.8 完成会员的认证和管理理功能

V1.9 完成管理理员⽤用户管理理功能

V1.10 完成RBAC功能

V1.11 完成前台⻚页⾯面的搭建

V1.12 完成前台标签云的实现

V1.13 完成最近回复的⼩小部件

V1.14 完成⽂文章展示⻚页⾯面

V1.15 完成控制台命令程序

V1.16 完成URL美化

V1.17 完成缓存功能

V1.18 修复存在的Bugs

1. 博客系统的源代码 2. 在线观看地址

3. 联系⽅方式

http://i.youku.com/weixistyle

http://i.youku.com/weixistyle


认识Yii2.0

什什么是Yii框架？

Yii框架有什什么⽤用？

快速、安全、专业的 PHP 框架。

⾮非常适合开发 WEB2.0 ⽹网站。博客、社区⽹网站、SNS、分享服务、内容管理理系统、电⼦子 
商务⽹网站、 RESTful Web 服务这些应⽤用，Yii框架都是不不错的选择。

为什什么要⽤用Yii框架？
开发快 
Yii 框架⾃自带了了丰富的功能 ，包括 ActiveRecord、缓存、身份验证和RABC、脚⼿手 
架、单元测试这些功能，可显著缩短开发时间。

代码优雅 
Yii 框架严格按照 MVC 设计模式组织代码，清晰分离逻辑层和表示层，代码严谨优 
雅，可维护性⾼高。

安全可靠 
Yii 框架的措施包括了了输⼊入验证，输出过滤，SQL注⼊入和跨站点脚本的预防等。

最新版本是2016年年4⽉月28⽇日发布的2.0.8版本，本教程的所有例例⼦子都运⾏行行在这个版本之下。



准备⼯工作

搭建开发环境

掌握PHP⾯面向对象开发

• 搭建Apache+Mysql+PHP环境，⽐比较快捷的⽅方式是安装⼀一个WAMP Server或PHPStudy这种 
   PHP集成开发环境，可以省去繁琐的配置。 
• 当然，⾃自⾏行行搭建配置AMP环境会更更为灵活，也更更为贴近需求。

Yii 是⼀一个纯⾯面向对象的框架，需要掌握PHP⾯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必须能完全理理解类和 
对象的概念，封装、继承、多态等⾯面向对象的特性也应掌握，否则很难理理解Yii框架。

选择⼀一个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很多，可能你已经有⼀一个顺⼿手的开发⼯工具。本视频中⽤用到的IDE是Eclipse。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packages/eclipse-php-developers/mars2。

• PHP⼀一定要5.4.0以上版本。



课程的教学⽅方法
以官⽅方⽂文档为基础

BlogDemo2配合讲解

Yii 1.1中附带了了⼀一个经典的blogdemo例例⼦子，为
了了配合讲解，我⽤用Yii2.0来改写了了这个博客程
序。⽤用这个博客系统来帮助理理解。

《权威指南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Yii 2.0》 
《类参考⼿手册 Yii PHP Framework Version 2》

两者配合 
降低学习难度

• 缺少实例例太抽象 
• 不不够循序渐进。

《权威指南》存在⼀一定学习难度

1. 拒绝拖沓，⾼高效学习 
语⾔言简洁，没有⼝口⽔水话，没有⽆无聊的
等待。 
2. 制作上⼒力力求精美 
真⼈人讲解；⼤大量量使⽤用动画、图表、代
码演示来帮助同学理理解；耗时的后期
制作，⼒力力求最好的呈现。

教学形式上争取突破



课程讲解安排
第⼀一章  概述 
• 认识Yii2.0 
• 准备⼯工作 
• 课程教学⽅方法
• 课程讲解安排  

第⼆二章  运⾏行行原理理初探 
• 安装Basic应⽤用模板 
• 请求的⽣生命周期 
• index⻚页⾯面分析 

⼊入⼝口脚本,应⽤用主体,控制器器,视图 

• contact⻚页⾯面分析 
表单,模型

第三章 建⽴立博客原型 
• 安装Advanced应⽤用模板 
• Advanced模板分析 
• 博客需求分析 
• 建⽴立博客数据库 
• GII建⽴立博客原型 

Gii的使⽤用

You are here.

第四章 后台功能完善 
（Post部分） 
• ⽂文章查看 

ActiveRecord,DetailView 

• ⽂文章新增修改 
事件，场景 

• ⽂文章管理理 
GridView

第六章 后台功能完善 
（⽤用户管理理） 
• 什什么是认证 
• 前后台认证分离 
• 普通⽤用户的管理理和修改 
• 管理理员⽤用户的管理理和修改 
• ACF和RBAC 
• 管理理员⽤用户的权限管理理 

授权第五章 后台功能完善 
（Comment部分） 
• 评论管理理 

Getter Setter 

• 评论审核 
Bootstrap 

• 评论查看、修改和删除

第七章 前台功能完善 
（⽹网站⾸首⻚页） 
• 准备⼯工作 
• ⻚页⾯面主体-⽂文章列列表 

ListView 

• 右侧部分-搜索框 
• 右侧部分-标签云 

⾃自定义⼩小部件 

• 右侧部分-最新回复

第⼋八章 前台功能 
完善（⽂文章展示） 
• ⽂文章内容 
• 评论列列表 
• 评论提交

第九章 控制台命令 
第⼗十章 URL美化 
第⼗十⼀一章 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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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

• Bisic模板的安装 
• Yii的请求⽣生命周期 
• 分析Basic应⽤用模板的代码： 

• ⼊入⼝口脚本：应⽤用主体 
• index⻚页⾯面：控制器器和视图 
• contact⻚页⾯面：模型和表单



Yii2.0的安装（Basic应⽤用模板）

1. 下载

用Basic模板来讲
解Yii工作原理

稍后用advanced模版来 
创建博客系统2. 解压缩到 WWWRoot ⽬目录下，改为项⽬目

的名字：quicktour

3. 在eclipse中导⼊入这个项⽬目，修改配置⽂文件，设置cookie的验证
字符串串

有两种⽅方式来安装Yii 2.0

官⽅方推荐的安装⽅方式。

第⼀一种  ⽤用Composer来安装

第⼆二种  下载归档⽂文件来安装

php composer.phar global require "fxp/composer-asset-plugin:~1.1.1" 
php composer.phar create-project yiisoft/yii2-app-basic basic 2.0.8



Yii2.0 的⽬目录结构 (Basic应⽤用模板)

yii                    Yii 控制台命令执⾏行行脚本

controllers/    控制器器类 
models/         模型类 
views/           视图⽂文件

commands/ 控制台命令类 
tests/         测试相关的⽂文件 
assets/       资源⽂文件

config/             应⽤用配置及其它配置 
web/                Web 应⽤用根⽬目录，包含 Web ⼊入⼝口⽂文件 
    assets/         资源⽂文件（javascript 和 css） 
    index.php      应⽤用⼊入⼝口⽂文件

runtime/           运⾏行行时⽣生成的，例例如⽇日志和缓存等⽂文件 
vendor/            Yii 框架⾃自身及第三⽅方的扩展



Yii请求到响应的⽣生命周期

请求

响应



r=site/index

siteController

actionIndex

Yii请求到响应的⽣生命周期

web/index.php

controllers/siteController.php

views/site/index.php

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