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riage network 步骤 

 

HTML5 中： 

1. 新建 HTML5 文件，命名为 index. 

2. 新建 CSS3 文件，命名为 style07. 

3. 使用外链式将 CSS3 进行关联。 

4. 添加五个div。这五个div分别起 id名为“head”、“nav_bg”、“banner”、“content”、“footer”。 

5. 在 id 名为“head”内，添加图片“logo.jpg”。 

6. 在 id 名“nav_bg”内: 

1) 添加无序序列 ul 标签。起类名为“nav”。 

2) 在 ul 里面嵌套六组 li,六组 li 的文字分别是“首页”、“会员”、 “活动”、 “直播”、  

“视频”、“注册”。并添加超链接 

3) 最后一个 li 标签添加类名为“bg”。 

7. 在 id 名“banner”内，添加图片“banner.jpg”。 

8. 在 id 名“content”内: 

1) 添加 h2 标题文字“注册步骤：”。起类名为“step”。 

2) 添加 form 表单，提交方式为高级别，起类名为“one”。 

3) 在 form 表单里： 

a) 添加 h3 标题文字“您的账号信息：”。 

b) 添加第一组 table 标签，起类名 “content”。 

c) 再添加 h3 标题文字“您的个人信息：”。 

d) 添加第二组 table 标签，起类名 “content”。 

    4）在第一组 table 标签里：  

a) 添加五组行标签 tr。 

b) 每组 tr 里嵌套两组 td 标签。嵌套的第一组 td 的类名均为 left。第二组 td 的类

名均 right。 

 第一组 tr 内： 

1. 第一组 td 标签“注册方式”。 

2. 第二组 td 标签：添加两组 label 标签（且用 for 属性与输入单选按钮在

id 进行绑定） 

3. 在 label里面分别嵌套两个单选按钮，name名为“sex”，id名分别是“one”、

“two”。输入的文字分别为“E-mail 注册”、“手机号码注册”。且在文

字“注册方式”后边四个空格符。 

 <label for="one"><input type="radio" name="sex" id="one" />E-mail 注

册</label>&nbsp;&nbsp;&nbsp;&nbsp; 

 <label for="two"><input type="radio" name="sex" id="two" />手机号码

注册</label> 

注：for 属性可把 label 绑定到另外一个元素，所以 label 标签中 for 属性应当与

相关元素的 id 属性相同。 

 第二组 tr 内: 

1. 第一组 td 标签“注册邮箱：”。 

2. 第二组 td 标签：输入类型为文本框 

 第三组 tr 内: 

1.第一组 td 标签“注册手机：”。 



2.第二组 td 标签：输入类型为文本框。  

 第四组 tr 内: 

1.第一组 td 标签“登陆密码：”。 

2.第二组 td 标签：输入类型为密码框，允许输入的最多字符数为 8。  

 第三组 tr 内: 

1.第一组 td 标签“昵称：”。 

2.第二组 td 标签：输入类型为文本框。  

9.在第二组 table 标签里：  

a) 添加六组行标签 tr。 

b) 每组 tr 里嵌套两组 td 标签。嵌套的第一组 td 的类名均为 left。 

 第一组 tr 内： 

1. 第一组 td 标签“性别”。 

2. 第二组 td 标签：添加两组 label 标签（且用 for 属性与输入单选按钮在

id 进行绑定） 

3. 在 label里面分别嵌套两个单选按钮，name名为“sex”，id名分别是“boy”、

“girl”。输入的文字分别为“男”、“女”。且在文字“男”后边四个空

格符。 

     <label for="boy"><input type="radio" name="sex" id="boy" /> 男

</label>&nbsp;&nbsp;&nbsp;&nbsp; 

     <label for="girl"><input type="radio" name="sex" id="girl" />女</label> 

 第二组 tr 内: 

1.  第一组 td 标签“学历：”。 

2.  第二组 td 标签：输入类型为文本框 

 第三组 tr 内: 

1.第一组 td 标签“所在城市：”。 

2.第二组 td 标签：输入 select 标签，嵌套五组 option，文字分别为“-请选

择-”、“中职/高中”、“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第四组 tr 内: 

1.第一组 td 标签“兴趣爱好：”。 

2.第二组 td 标签： 

1) 添加 6 组复选框，文字分别为“足球”、“篮球”、“游泳”、“唱歌”、

“跑步”、“瑜伽”。 

2) 除最后一个瑜伽外，其它每组文字加三个空格符。  

 第五组 tr 内: 

1.第一组 td 标签“自我介绍：。 

2.第二组 td 标签：输入类型为多行文本框，且每行中的字符数为 60，行数

为 8 行。 输入的文字内容“评论的时候，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多

给文档分享人一些支持。” 

 第六组 tr 内: 

输入类型为普通的按钮，类名为“btn”，设置单元格横跨的列数为 2

（用于合并水平方向的单元格） 

10. 在 id 名“ footer ”内：添加一组 p 段落文字“ Copyright © 2006-2016 

QIANNIANZHILIANcom, All rights reserved.<br />2001-2018，版权所有 千年之恋 85CP 备

13385453”。 



 

CSS 中 

1. 设置内外边距为 0，列表样式无，边框 0，背景色无。 

2. 设置 body 为“微软雅黑”、14 像素字大小。 

3. 设置 a:link,a:visited：无下划线，颜色#fff，16 像素字大小。 

4. 设置#head 

1) 宽 980 像素、高 70 像素. 

2) 盒子水平居中. 

3) 顶部内边距为 20 像素。 

5. 设置#nav_bg：宽 100%、高 48 像素，添加背景颜色#fe668f。 

6. 设置.nav：宽 980 像素、盒子水平居中. 

7. 设置.nav li 左浮动。 

8. 设置 a: 

1) 转成行内块元素 

2) 高 48 像素、行高 48 像素 

3) 内边距上下为 0，左右为 50 像素 

9. 设置.bg 背景颜色为 #fe9ab5。 

10. 设置 a:hover：背景颜色#fe9ab5。 

11. 设置#banner：宽 980 像素、盒子水平居中. 

12. 设置#content 

1) 宽 830 像素、高 934 像素. 

2) 添加背景图片 content_bg.jpg，不重复。 

3) 盒子水平居中. 

4) 左侧的内边距 150 像素 

13. 设置.step 

1) 宽 454 像素、高 80 像素、行高 80 像素。 

2) 20 像素字大小，字体加粗 100. 

3) 字的颜色#dd8787 

4) 添加背景图片 step.jpg，不重复、图片位置为水平右对齐，垂直居中对齐。 

 

14. 设置 h3 

1) 宽 444 像素、高 45 像素、行高 45 像素。 

2) 20 像素字大小，字体加粗 100. 

3) 字的颜色#dd8787 

4) 设置底部的边框为 1 像素、实线、线的颜色为#dd8787。 

15. 设置 td：高 50 像素，字的颜色为#dd8787。 

16. 设置.left：宽 120 像素、文字水平居中对齐。 

17. 设置.right：宽 320 像素，高 28 像素，边框为 1 像素、实线、线的颜色为#dd8787。 

18. 设置 input：元素的垂直对齐方式为居中。（vertical-align:middle;） 

19. 设置 select 

1) 宽 171 像素 

2) 字的颜色#dd8787 

3) 设置边框为 1 像素、实线、线的颜色为#dd8787。 

20. 设置 textarea 



1) 宽 380 像素 

2) 设置边框为 1 像素、实线、线的颜色为#dd8787。 

3) 字的颜色#aaa，12 像素字的大小。 

4) 内边距 20 像素。 

21. 设置.btn  

1) 宽 408 像素、高 76 像素 

2) 添加背景图片 btn.jpg，不重复 ，图片位置为水平右对齐，垂直居中对齐。 

22. 设置#footer  

1) 宽 100%、高 68 像素、行高 26 像素。 

2) 添加背景颜色#fe668f。 

3) 字的颜色#fff。 

4) 文字水平居中对齐。 

5) 顶部的内边距为 40 像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