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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搭建三部曲

01 选用模板

02 网站设计

03 管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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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设计的作用

让我们可以快速 网站效果是否能完成

客户：“这样的效果，能做吗？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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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设计的作用

让我的网站 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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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 清楚建站的设计逻辑

• 能够对模块进行组合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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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玩转建站模块

01.认识组件&样式

云鼎建站 教育系统 小程序开发

云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微电：18937793711  15537770005



O N E

认识组件&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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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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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样式
云鼎建站 教育系统 小程序开发

云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微电：18937793711  15537770005



网站样式

网站顶部/底部/内容区

修改调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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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设置（组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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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设置（组件/功能）

网站功能开启

添加/删除组件



想一想

客户需求：

1. 底部背景设置为黑色；

2. 隐藏底部“技术支持”信息；

3. 修改浏览器标题

4. 需要首页弹窗

样式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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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删除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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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删除栏目

客户需求：

1. 删除“新闻中心”栏目；

2. 新增“产品展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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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调整思路

大改
【组件、功能开启/关闭】

微调
【高度、背景、顶/底部】

网站设置

网站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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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 O

玩转建站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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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模块
图文展示

列表多图

产品展示

文章列表

在线客服

在地图

排版模块
多列排版

标签模块

通栏排版

自由容器

认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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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常用模块

图片与文字结合 展示多张图片 展示产品

展示文章 添加网站客服 添加公司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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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调整思路

大改
【样式、排版大的调整】

微调
【高度、文字大小、间距】

编辑模块

设置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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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栏/自由容器

• 常作为承载内容的模块

• 常与文本、图片、按钮组合使用

• 也能与其它模块组合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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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模块与排版模块的组合效果

• 常作为承载内容的模块

• 常与文本、图片、按钮组合使用

• 也能与其它模块组合搭配使用

文本
图片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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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列排版

• 常作为承载内容的排版模块

• 常用于左右分栏展示使用
图片 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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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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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模块
多内容切换显示

试一试，搭建案例效果



素材中心

• 常作为快速展示的效果

• 可以根据需求直接替换原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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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之间的逻辑

通栏模块 排版（自由容器） 基础模块（文章列表） 文本/图片/按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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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回顾

网站调整的思路 模块调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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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
Have no hope, a bold attempt, often can succeed.   

                                                        —莎士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