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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档 

本文档的内容主要针对 新的 JSPGenCMS4.0 版本，旨在帮助用户解决日益复杂的内容信息的添加、

维护、发布和应用。 

本文档概要地介绍了 JSPGenCMS 操作使用方法，是用户熟悉和掌握 JSPGenCMS 操作和使用的

参考资料。 

 

 

读者对象 

本文档读者为 JSPGenCMS 的使用者，使用者应具备以下基础知识： 

熟悉 Windows 或 Linux/Unix 操作系统 

熟悉 Chrome 浏览器的使用 

熟悉 Html 基本知识，包含 Html 页面制作方法。 

 

 

联系方式 

www.JSPGen.com 

QQ：858503861 

QQ 群：91987109、10353231、212475694【资源有限，请不要重复加群】 

邮箱：JSPGe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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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SPGenCMS 概述 

1.1、系统简介 

JSPGenCMS（JSPGen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内容管理系统【简称 JSPGenCMS】基于

JSPGen 框架所研发的内容管理系统，具有：安全稳定、模板标记少、扩展灵活等特点，支持静态化所有

动态页面，集内容管理(审核)、节点管理、专题管理、推荐位管理、广告位管理、网上留言、静态化、内

容检索等多项基础功能模块，并实现前后台程序逻辑与模板结构完全分离，可通过 Dreamweaver 页面编

辑软件自由修改模板显示样式。 

JSPGenCMS 内容管理系统，能够以 低的成本、 少的人力投入在 短的时间内架设一个性能优异、

便于扩展、易于维护的内容管理系统。 

JSPGenCMS 允许非专业人员发布内容、实现内容信息共享。 基于 Web 浏览器的操作界面易于维护，

让使用者可以高效率地完成内容的各项操作。 

JSPGenCMS 不断吸收来自各方面的发展建议和成功经验，其功能不断完善和发展，截止目前已具备

安全稳定、模板标记少、扩展灵活、运行速度快等特点，适合各门户网站、政府部门、教育行业、企业个

人以及建立以内容为核心的资讯类门户网站。 

1.2、系统特性 

扩展灵活敏捷 

拥有应用扩展、模型扩展、类库扩展、模板标记扩展在内的多种扩展机制，有编码基础的人员可随心

完善系统功能和扩展应用。 

一次上传多处存储 

文件上传支持一次上传多处保存，并可配置不同域名进行调用。对于图片上传，可进行自动压缩、大

小缩放、添加水印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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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式模板标记 

实现了前后台程序逻辑与模板结构完全分离，采用 JSTL 属性式模板标记（默认只有五种标记，便可

满足各式各样界面数据展示效果），支持多数据库数据同时出现在一个模板页面之中(默认支持数据库类型： 

MsSQL、MySQL、Oracle)，可轻松实现多应用数据整合显示，分别适合美工和程序员使用。 

终端模板自适应 

开启终端模板自适应后，根据访问终端的不同（PC 端/手机移动端），系统会自动调用不同的模板文

件，从而在不同终端访问时都能提供最佳用户体验。 

广告位推荐位 

广告位功能支持一处位置多广告投放，可定时发布、轮换播放、点击统计，展示到期自动关闭。 

推荐位功能可让编辑随时把信息推送至指定位置，也可以随时把信息从指定的位置撤下，可实现内容

精准投放。 

整站静态化支持 

在高访问量的情况下，为减轻服务器负载，提高搜索引擎的友好度，可对动态文件页面进行静态化操

作（文件扩展名可任意更改），只需修改节点配置便可实现。 

安全严禁可靠 

可设置允许访问、限制访问 IP 范围、可防 Session 欺骗及 Cookie 欺骗、可阻止 XSS 侵入、可防范

SQL 注入攻击。同时，还从系统架构、数据表设计、代码优化等多个角度进行优化处理，支持千万级数据

量，保大中型应用长期发展稳定性。 

个人学习免费 

使用者在系统页面底部保留产品标识及官方链接的情况下，可将本软件应用于个人学习、非商业用途，

而不必支付软件版权授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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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名词解释 

前台：前台是系统中给用户浏览或交互的网页信息页面（如一般浏览到网站信息的页面都是网站的前

台界面），一般由系统调用或生成。 

后台：后台是系统中用来进行管理的系统功能模块。后台是给系统管理员管理节点、模板，对内容进

行添加、修改、审核、发布等管理操作。系统将前台和后台完全分开进行管理， 大化保证了系统的安全

性。 

节点：节点(Node)是为了对信息进行分类管理而设定的分类方式。节点支持无限级扩展分类功能(即

可以实现无限级分类)，任意一级节点都可以增加子节点及设置显示模板。节点支持跨模型容纳信息（即不

限制信息所属的内容模型），允许不同内容模型的信息类型发布在同一节点中。节点具有权限分配和指定

模板的功能。节点分为父级节点和终极节点：当节点下包含相应子节点时，其节点属于父级节点，父级节

点一般应用于信息分类需求。当节点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页，其节点属于终极节点，终极节点一般应用于信

息列表页面或者单独页面。在此次版本中节点可以作为站群子站点、简易专题专栏来使用。 

内容：内容（Contents）是系统根据信息的不同类型、不同属性而有效设置的信息集合体。在此次版

本中支持一条内容同时发布至多个其它节点，但原始数据仅以所属节点为主，其它节点均以引用形式实现，

若需要修改只需修改主节点内容即可）。 

模型：模型（Model）是某一类信息属性集合体，与内容配合发挥其实际作用。 

专题：专题（Special）是根据某一特定主题对信息进行跨节点分类管理的分类方式。在使用节点对信

息进行分类处理的基础上，再根据某一主题（例如特定人物、特定事件等）对节点内的信息进行跨节点的

二次分类（如：将系统中各模型中所有节点中关于 2016 神舟十一的信息提出来，根据 2016 神舟十一这

一专题主题进行集中展示）。专题和节点一样，支持跨模型容纳信息，支持指定专属模板的功能。 

模板：模板（Template）显示页面布局、外显样式和系统模板标记的集合体。模板都以文件方式保存，

系统的前台界面可以由用户根据需要自行进行修改。系统的模板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在网站指定的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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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后台指定路径后即可应用。模板可通过后台进行编辑，也可以用文本编辑软件或者网页编辑软件进

行编辑后上传至指定的目录中即可。 

模板含后台模板和前台模板（移动端模板）： 

后台模板：主要用于系统管理界面，非专业人员不建议修改； 

前台模板：主要用于前端界面展示，由 JSPGenCMS 模板标记组成。 

模板标记：标记（Tag）是用于系统中模板界面显示与后台数据处理间进行沟通的桥梁，其作用是将

数据库中的数据根据前台调用属性通过转换生成后呈现到前台。系统绝大部分标记都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

属性值，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和灵活性。 

1.4、基础介绍 

HTML：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即超文本标记语言或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是目

前网络上应用 为广泛的语言，也是构成网页文档的主要语言。HTML 文本是由 HTML 命令组成的描述

性文本，HTML 命令可以说明文字、图形、动画、声音、表格、链接等。HTML 的结构包括头部（Head）、

主体（Body）两大部分，其中头部描述浏览器所需的信息，而主体则包含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  

也有人说 HTML 是组合成一个文本文件的一系列标签。它们像乐队的指挥，告诉乐手们哪里需要停顿，

哪里需要激昂。 

参考资料：http://www.w3school.com.cn/html/

DIV：DIV 是 Html(超文本语言)中的一个元素，DIV+CSS 是一种网页的布局方法，这一种网页布局

方法有别于传统的 Table 布局，真正地达到了 w3c 内容与表现相分离。 

DIV 是标签；CSS 是层叠样式表；DIV+CSS 是一种网页的布局方法。 

参考资料：http://www.blueidea.com/tech/site/2006/3574.asp

XML：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即可扩展标记语言，它与 HTML 一样，都是

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标准通用标记语言)。XML 是 Internet 环境中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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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于内容的技术，是当前处理结构化文档信息的有力工具。扩展标记语言 XML 是一种简单的数据

存储语言，使用一系列简单的标记描述数据，而这些标记可以用方便的方式建立，虽然 XML 占用的空间

比二进制数据要占用更多的空间，但 XML 极其简单易于掌握和使用。 

参考资料：http://www.w3school.com.cn/x.asp

Javascript：Javascript 面向对象的区分大小写的客户端脚本语言，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服务器端语

言，遗留的速度问题，为客户提供更流畅的浏览效果。 

参考资料：http://www.w3school.com.cn/js/

1.5、工具介绍 

JDK ：JDK(Java Development Kit)是整个 Java 的核心，包括了 Java 运行环境，Java 工具和 Java

基础的类库。 

Tomcat ：Tomcat 是一个轻量级应用服务器组件，在并发访问用户不是很多的场合下被普遍使用，

是开发和调试 JSP 程序的首选。 

MySQL ：MySQL 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管理软件。其体积小、速度快、总体拥有成本低，MySQL

被广泛地应用在 Internet 上的系统中。 

WATMServer ：WATMServer 是在 Window 下的 Apache、JDK、Tomcat 和 MySQL 的应用服务

集中管理器，又称 JSP 环境搭建一键安装包（若安装了 WATMServer 则 JDK、Tomcat、MySQL 可免装）。 

注：以上工具为正常运行 JSPGenCMS 的必备服务软件，以下为后期维护及二次开发工具。 

Eclipse：Eclipse 是一个基于 Java 的可扩展开发工具，用于通过插件组件构建开发环境。适合做 Java 

开发工具。 

Dreamweaver ：Dreamweaver 是集网页制作和管理网站于一身的所见即所得网页编辑器，是一

套针对专业网页设计师特别发展的视觉化网页开发工具，利用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制作出跨越系统限制和跨

越浏览器限制的充满动感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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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cat：Navicat 是一个强大的 MySQL 数据库管理和开发工具。Navicat，使用了极好的图形用户

界面（GUI），可以让你用一种安全和更为容易的方式快速和容易地创建、组织、存取和共享信息。方便将

数据从一个数据库移转到另一个数据库中。 

1.6、版本历史 

2006 年 12 月 1 日，JSPGenCMS 的雏形版本诞生，命名为：JSPGenNews1.0。 

2007 年 8 月 20 日，发布第二版本，命名为：JSPGenNews2.0。 

2010 年 8 月 20 日，发布第三版本，并更名为： JSPGenCMS 3.0。 

2016 年 5 月 20 日，发布第四版本，命名为： JSPGenCMS 4.0，采用 JSPGen4.0 框架研发而成。 

此次版本与上一版本部分区别： 

1、编码由 GBK 调整为 UTF-8 格式； 

2、系统前后台程序逻辑与模板结构完全分离（第三版时只做到前台分离）； 

3、系统架构、数据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并做优化处理，响应更快、扩展更灵活； 

4、前台模板标记更换为属性式 JSTL 标记； 

5、删除原系统中自定义标签功能； 

6、增加用户中心模块，提供用户前台注册、登录验证机制； 

7、增加终端模板自适应功能，提供移动端页面展示模板文件； 

8、修复已发现 bug 问题。 

1.7、运行环境 

JSPGenCMS 具备跨系统特性，可以运行于 Linux/FreeBSD/Unix/SunOS 及微软 Windows 

2003/2012 等各种操作系统环境下。我们已在软件中针对上述操作系统做了大量的测试和实地检验，保

证 JSPGenCMS 可以在上述系统中安全稳定的运行，但仍然需要做好服务器操作系统级的安全防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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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Windows 用户需更改 MySQL 的初始 root 密码，避免跨目录的文件读写； 对 Unix 用户需避免

使用过于简单的密码，避免跨用户目录的文件读写，做好服务器上其他相关软件（如 Sendmail, ftpd, 

httpd）等的安全防范，使用较新的软件版本等。如果读者朋友是租用虚拟主机，一般正规和技术力量较

强的虚拟主机提供商会已经做好操作系统的各项准备，用户可不必关注此部分。 

对 于 刚 刚 接 触 Java 或 者 JSP 的 新 手 ， 我 们 推 荐 使 用 集 成 开 发 环 境  WATMServer

（http://www.JSPGen.com）。 

 

支撑环境要求 

JSPGenCMS 需要服务器上装有如下软件： 

可用的 httpd 服务器（如 Apache2.2 以上、Tomcat6.0 以上等） 及 JSPGen4.0 框架通用组件包。 

推荐使用 JDK1.6.x+Apache 2.4.x+Tomcat6.x +MySQL5.x+Mod_JK-1.2.x 的环境来运行

JSPGenCMS。 

 

硬件环境要求 

能正常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NT/2003/XP/2012 操作系统的 PC 机。 

初次安装至少 40M 可用空间。 

1.8、获取 JSPGenCMS 

获取JSPGenCMS的方式很多，官方网站（http://www.JSPGen.com）是 好的下载和文档获取来源。 

1.9、许可协议 

详情请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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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SPGenCMS 安装 

2.1、准备工作 

下载 WATMServer、下载 Jar组件包、下载 JSPGenCMS:     http://www.JSPGen.com

2.2、安装步骤 

大致安装步骤：全部下载完成后先安装 WATMServer，安装完成后重启电脑；重启后再将 JSPGenCMS

压缩包解压后的文件全部剪切到 WATMServer 安装目录中 Web/ROOT 目录内，详细步骤如下： 

1、安装 WATMServer 

双击 WATMServer3_Setup.exe 文件（若是压缩包则需要先解压），根据其中的说明文件操作便可，

安装走到 后一步时去掉界面上所有打勾选项。重启电脑… 

重新启动电脑后，启动 WATMServer 控制台，确保已安装的 WATMServer 各服务软件都正常运行

（红色指：关闭状态；绿色指：运行中），若有某项没有运行用鼠标右键单击选择启动便可。 

如何得知WATMServer是否安装成功？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127.0.0.1 回车，如果显示 

“Hello WATMServer! ”则说明安装成功！ 

2、安装第三方 Jar 组件包 

将下载后的第三方 Jar 组件包进行解压后，复制其中所文件至 WATMServer 安装目录下 tomcat8/lib

文件内存放，即可完成第三方 Jar 组件包的部署工作; 

3、创建项目数据库 

点击桌面 Navicat 图标，创建本地 MySQL 服务器链接，然后再鼠标右键单击创建 jspgencms 数据

库（默认编码即可）; 创建完毕后再鼠标右键单击数据库选择“运行 SQL 文件”，也就是导入 jspgencms

默认数据表结构文件（文件名：jspgencms.sql，位于项目根目录下），导入编码为 UTF8。 

4、安装 JSPGen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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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复制或上传文件：删除 WATMServer 安装目录中 Web/ROOT 目录内所有文件，将 JSPGenCMS

压缩包解压后的文件全部复制或上传到此目录中，若是租用的空间则直接上传到服务器指定目录内便可； 

B、配置日志输出路径：文件位于 /WEB-INF/classes/log4j.properties  

如果对 log4j 不是太熟悉，只将其中的 log4j.appender.rollingFile.File 值修改为具体保存地址便

可，其他无需更改。（文件中有注释，此处不再详细说明） 

C、配置数据库连接地址：文件位于 /WEB-INF/classes/fire-config.xml  

如果对 Fire 配置不是太熟悉，那只将其中的 fire.connection.url 、fire.connection.username、

fire.connection.password 值修改为刚创建的数据库名称及更改后的数据库密码便可，其他无需更改。

（文件中有注释，此处不再详细说明） 

注 ： fire.connection.url 格 式 为 ： jdbc:mysql:// 数 据 库 服 务 器 IP: 端 口 / 数 据 库 名 称 ? 

useUnicode=true&characterEncoding=UTF-8 其中绿色为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是在本地服务器运

行，数据库服务器 IP 可用“127.0.0.1”，非本机请用真实 IP 地址）。 

D、配置系统基本信息：文件位于 /WEB-INF/ classes/ jspgen-config.xml  

如果对 JSPGen 框架配置文件不是太熟悉，那只将其中的 title、host、company、email 修改为具

体内容便可，其他无需更改。（文件中有注释，此处不再详细说明） 

E、设置 JS 脚本路径：文件位于 /statie/ui/js/jspgen.js 

如果系统不是安装在虚拟目录下，此步可免！ 否则，请在 host、statie、dynamie 值开头添加虚拟

目录名，如下所示：var  jspgen = {host : '/虚拟目录名/', statie : '/虚拟目录名/statie/', dynamie : '/

虚拟目录名/'}; 

F、测试：重启 Tomcat 后，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127.0.0.1:8080/虚拟目录名/user!admin.gen，如果显示正常，说明安装成功，输入用户名便

可登录管理后台。 

 13



JSPGenCMS 内容管理系统第四版 操作手册                                   www.JSPGen.com 

3、操作指南 

3.1、管理登录 

1.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127.0.0.1:8080/虚拟目录名/user!admin.gen 

2. 在出现的后台登录界面中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默认的用户名为 jspgen，密码为

jspgen），单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后台管理界面。 

 

 

登录成功后若不想等待自动跳转，可单击“自动跳转“字符处直接进入后台管理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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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管理后台 

登录成功后，进入网站后台管理界面。这时您是以系统维护员的身份登录了 JSPGenCMS 的管理后

台，默认界面如下图所示（由于版本不同，您所看到的界面菜单项与本截图可能会有所出入）。 

 

管理后台的界面分为四大部分：顶部是“功能区”，中部左侧是“菜单区”，中部右侧是“操作区”，

底部是“登录信息区”（若设定了管理员的管理权限，则实际看到的菜单项会与本说明有所出入）。 

功能区：主要包含“我”、“内容管理”、“静态化处理”、“模板管理”、“基本设置”、“系统

管理”等功能项按钮。 

菜单区：主要提供各功能项操作菜单链接，单击菜单时，页面操作区即显示相应的管理界面。 

 3.3、我 

 1、查看账号信息 

 依次点击“我”->“我的信息”，在操作区出现的界面中显示当前登录用户账号基本信息、 近登录

日志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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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修改账号密码 

 依次点击“我”->“密码修改”， 在操作区出现的界面中可修改当前登录用户账号密码。 

 

 3.4、内容管理 

 1、添加节点 

 依次点击“内容”->“节点”， 在操作区出现的界面中单击“节点名称”后，将出现：添加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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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当前节点、删除当前节点按钮图标，这里以添加子节点为例作以说明。 

 

 在添加节点表单输入区，节点名称、节点别名、节点模板不允许为空。节点别名鼠标单击会自动取值

节点名称拼音组合，节点模板可单击表单输入项后面的“选择”链接，可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对应模板。 

 

 在此次版本中，每一个节点至少要分配一款内容模型并选取该内容前端显示模板文件。其他信息可保

持默认值，设置好后单击底部“确定”按钮提交表单。 

注：如需转移节点或更改节点父子关系，直接拖放节点名称至对应节点名称上即可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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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容管理 

 依次点击“内容”->“内容”， 在操作区出现的界面中单击“节点名称”将显示对应节点内容列表。 

 已发布：指已对外公开的上线内容，前端界面会显示；草稿：当前账号下未发布或未审核通过的内容； 

 待审核：主要针对存在工作流的节点内容，该节点默认发布的内容处于待审状态。具有审核权限的管

理员登录后便可查看到内容并做是否通过操作，若通过则自动转交给工作流中的下一个具有审核权限的管

理员操作，直到工作流结束，系统自动发布内容。在此过程中若不通过，则内容会返回至发布者的草稿列

表，可由发布者重新编辑提交。 

 回收站：指被管理人员移除的内容，被移除的内容前端将不再显示（对于已生成静态的文件也会同步

屏蔽访问）；内容若是在回收站中被删除，则数据、静态文件一起被删除； 

 单击“查询”字符将展开查询条件输入表单；单击“添加”按钮，将出现内容模型列表； 

 单击“查看”字符将显示当前内容的快捷操作菜单。 

 

 3、添加内容 

 内容管理界面中单击“添加”按钮，将出现内容模型列表，点击模型名称即可打开当前模型的信息输

入界面，这里以添加文章为例作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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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编辑区中的工具栏鼠标移上时会有说明提示，这里仅对常用按钮做一介绍： 

 第一行工具栏 后三个按钮分别为：代码清理、一键排版、全屏编辑。 

 代码清理：主要用于从 word、外部网站复制的内容，可通过此按钮完成看不见的多余代码清除； 

 一键排版：对段落文字首行自动缩进、段落图片自动居中操作； 

 全屏编辑：对编辑区操作界面可 大化展现，方便操作。 

 注：在内容中不建议添加过多特殊效果或格式操作，如：文字大小、颜色、字体设置，这些一般可在

前端模板处由 CSS 样式处理；此处仅保留简洁段落换行、缩进、加粗即可。 

 第二行工具栏红框内的按钮分别为：格式清除、图片、动画、视频、附件、表格插入按钮。 

 格式清除：主要指针对选中的文字做格式移除操作，如：对加粗、首行缩进等格式进行取消； 

 图片插入：点击后由下图所示，有网络图片、本地上传两种方式。点击“图片空间”，可从以往上传

中选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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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片大小只设定宽度即可，高度可由宽度自动成比例缩放。 

 内容编辑区底部有缩略图上传、发布时间、排序、推荐、相关、自定义变量等操作，这里仅对推荐、

相关、自定义变量做一介绍： 

 推荐：主要向前端页面上固定区域推送此条内容，一般在前端模板文件由相应模板标记处理； 

 相关：主要为内容延伸阅读服务，一般可在前端详情页出现，由相应模板标记处理； 

 自定义变量：主要为内容属性扩展服务，自定义的变量可在模板中调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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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静态 

 1、首页静态 

 点击“静态”->“首页”，即可完成网站首页静态化处理。 

 2、节点页静态 

 点击“静态”->“节点页”，可选择静态化条件（全部静态化或仅对某些节点页进行静态化处理）。 

 

 3、内容页静态 

 点击“静态”->“内容页”，可选择静态化条件（全部静态化或仅对某些节点内容页进行静态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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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模板 

 点击“模板”->“模板管理”，在操作区出现的界面中单击“文件目录”或“文件名称”，可打开模板

源码编辑区，如图所示（具体模板文件介绍详见第四章）： 

 

 

3.7、设置 

 此处功能主要为与内容相关的一些通用功能设定，含过滤词、关键词、内容标签，工作流、发布点、

节点权限、模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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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词：用于文章内容字符串，对特殊敏感词进行替换操作，常用于对色情、暴力、宗教或其它管理

要求的字符串进行控制； 

 关键词：用于文章内容字符串，对关键词进行自动添加链接处理，提高内容阅读体验，常用于人物、

电影、游戏、新闻事件名称等； 

 内容标签：用于文章 Tags 字符串使用统计，前端页面可以做相关内容索引使用。 

 

 工作流：用于节点内容发布审核控制，可设定某一审核流程机制，凡该节点送审的内容均自动按设定

流程流转，直至 后一个环节处理结束； 

 发布点：可指定域名及该域名默认访问根目录地址，该功能与系统节点结合，可实现类似站群效果； 

 节点权限：用于多用户节点内容发布权限分配，用户只能在有权限的节点里发布内容； 

 模型管理：用于内容模型扩展，以及模型默认数值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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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系统 

 此处功能为系统基础属性配置，含：留言审核（回复）、系统消息、角色管理、权限维护、用户管理、

登录日志、数据字典等管理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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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板文件 

此次版本模板文件统一采用 UTF-8 编码，分两种类型：后台模板与前台模板，均采用 JSTL 标记组合

获取数据，存放目录分布如下： 

后台模板文件：/WEB-INF/template/ui/cms/ （除 view 目录外所有文件） 

前端模板文件：/WEB-INF/template/ui/cms/view/ 

前端静态文件：/statie/ui/cms/view/ 

注：后台模板文件非专业人员不建议修改，前端模板文件开头需保留以下格式代码： 

<%/*[comment]模板名称[/comment]*/%> 

<%@page pageEncoding="UTF-8"%> 

<%@page trimDirectiveWhitespaces="true"%> 

<%@taglib prefix="c" uri="http://java.sun.com/jsp/jstl/core"%> 

<%@taglib prefix="gen" uri="http://help.jspgen.com/taglib/jstl"%> 

<%@taglib prefix="cms" uri="http://help.jspgen.com/taglib/jstl/cms"%> 

5、模板标记 

此次版本基于 JSPGen4.0 框架研发而成，所以框架所支持的模板标记，在此系统中均支持。理论上

可以在模板文件中使用所有 JSTL 模板标记功能，但我们不推荐你在界面模板中使用过多、过于复杂的标

记表达式。大多数情况下，系统自带模板标记足以满足使用,如若有特殊需求，并在现有基础上无法实现时，

可自行扩展 JSTL 模板标记。 

注： 此处仅对常用模板标记进行说明，其余请参阅附录模板标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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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首页 

内容列表采用 cms:list 标记获取： 

<ul><cms:list var="content" nodeId="1" child="true" size="5" prompt="暂无内容"> 

 <li><span>${content.dateTime}</span><a href="${content.url}" title="${content.title}" 

target="_blank">${gen:substring(content.title, 36, "…")}</a></li> 

</cms:list></ul> 

推荐数据、相关数据列表采用 cms:data 标记获取，如获取推荐位 Id 为 2 的数据列表标记如下： 

<ul><cms:data var="content" type="commend" id="2" size="5" thumb="true"> 

<li><a href="${content.url}" title="${content.title}"><img src="${content.thumb}" 

alt="${gen:substring(content.title, 44, "…")}" /></a></li> 

</cms:data></ul> 

注：模板文件引用，如页头、页尾公共代码可单独保存成一个文件，以便被其他模板文件引用，其格

式为：<jsp:include page="引用文件路径" /> 

5.2、节点列表页 

通用变量：node，节点列表采用：cms:node 标记获取： 

<gen:if test="${node.isParent == 1}"> 

 <cms:node var="node" parentId="${node.id}"> 

     <a href='${node.url}'>${node.name}</a> 

    </cms:node> 

<gen:else /> 

 <a href='${node.url}'>${node.name}</a> 

</gen: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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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内容详情页 

通用变量：content，内容模型采用 cms:show 标记获取： 

<cms:show var="article" id="${content.id}" table="article"> 

${content.title}  ${ article .content} 编辑：${article.editor} 

</cms:show> 

前一条： 

<gen:if test="${not empty content.front}">id：${content.front.id}<gen:else />暂无</gen:if> 

后一条： 

<gen:if test="${not empty content.after}">id：${content.after.id}<gen:else />暂无</gen:if> 

当前位置： 

<a href='/'>首页</a> 》 <gen:if test="${not empty node.path}"> 

<cms:node var="node" path="${node.path}"> 

<a href='${node.url}'>${node.name}</a> 》 

</cms:node> 

</gen:if><a href='${node.url}'>${node.name}</a> 》 正文 

6、二次开发 

此次版本基于JSPGen4.0 框架研发而成，若有编码能力可参考JSPGen开发手册进行必要功能扩展，

开发手册参考地址：http://help.jspgen.com/jspge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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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录 

7.1、JSPGen4.0 模板标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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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JSPGenCMS4.0 模板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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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许可协议 

本《用户许可协议》（以下称《协议》）是您（个人或单一机构团体）与版权所有人之间关于 (JSPGenCMS)

内容管理系统（以下称“软件”或“软件产品”）的法律协议。 

在您使用本软件产品之前，请务必阅读此《协议》，任何与《协议》有关的软件、电子文档等都应是按本

协议的条款而授予您的，同时本《协议》亦适用于任何有关本软件产品的后期发行和升级。您一旦安装、

复制、下载、访问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软件产品，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协议》各项条款的约束。如您不

同意本《协议》的条款，那么，版权所有者则不予将本软件产品的使用权授予您。在这种情况下，您不得

使用、复制或传播本软件产品。 

软件产品许可协议 

本软件产品受著作权法及国际著作权条约和其它知识产权法及条约的保护。本软件产品只许可使用，而不

出售。不收取任何费用，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的活动之中。 

1、许可证的授予。本《协议》授予您下列权利： 

安装和使用：您可安装无限制数量的本软件产品来使用。 

复制、分发和传播：您可以复制、分发和传播无限制数量的软件产品，但您必须保证每一份复制、分发和

传播都必须是完整和真实的，包括所有有关本软件产品的软件、电子文档，版权和商标宣言，亦包括本协

议。 

本软件可以独立分发亦可随同其他软件一起分发，但如因此而引起任何问题，版权所有者将不予承担任何

责任。 

2、其它权利和限制说明 

禁止反向工程、反向编译和反向汇编：您不得对本软件产品进行反向工程、反向编译和反向汇编。除非适

用法律明文允许上述活动，否则您必须遵守此协议限制。 

组件的分隔：本软件产品是被当成一个单一产品而被授予许可使用，不得将各个部分分开用于任何目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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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免费使用：本软件产品只许可个人及非商业用户免费学习，不得出售，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的活动之中。 

本软件产品不能用于销售或随同旨在获益的软件产品或产品包一起分发。但本软件可包含在任何免费或非

赢利性的软件产品或产品包里。同时您必须保证所分发的软件包含全部文件，并且未作任何修改。 

个别授权：如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利用本软件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服务并同时满足其自身特定目的而分发、复

制和传播本软件产品，均须得到版权所有者授权同意后方可进行，否则视为侵权。 

3、版权 

本软件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本软件产品中所含的任何图象、照片、动画、文字和附加程序)、随附的印刷材

料、及本软件产品的任何副本的一切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均由版权所有者拥有。通过使用本“软件产品”

可访问的内容的一切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均属于各自内容的所有者拥有并可能受适用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

权法律和条约的保护。本《协议》不授予您使用这些内容的权利。 

4、用户保证 

本软件版权所有者特此申明对本软件产品之使用不提供任何保证。版权所有者将不对任何用户保证本软件

产品的适用性，不保证无故障产生；亦不对任何用户使用此软件所遭遇到的任何理论上的或实际上的损失

承担负责，即使已事先被告知该损害发生的可能性。  

5、终止 

如您未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件，在不损害其它权利的情况下，版权所有者可将本《协议》终止。如发

生此种情况，则您必须销毁“软件产品”及其各部分的所有副本。 

6、解释 

JSPGenCMS版权所有者具有对以上各项条款内容的 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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