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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的组成

•表格标记符 table 

•表格标题 caption 

•表格行 tr （table row）

•表格数据 td （table data）

•表格表头 th （table heading）

例

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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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的构造与属性

•表格的构造
•rowspan 进行行合并
•colspan 进行列合并

•表格的属性设置
•边框与分隔线
•Frame 属性
•Rules 属性
•Border 属性

•表格对齐
•表格的页面对齐<table align> 
•表格内容的对齐

•控制单元格空白
•Cellspacing 属性
•Cellpadding 属性

例

例

例

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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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的应用

•页面布局

•划分页面区域

•背景色的设置

演示——划分页面区域

演示——背景色的设置

•嵌套表格

演示——使用嵌套表格

•特殊排版效果

演示——表格细线 1

演示——表格细线 2

例

例

例

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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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set文档的基本结构：
<FRAMESET rows="100,* ">

<FRAME >

<FRAMESET cols=200,*>

<FRAME name=left >

<FRAME name=main >

</FRAMESET>

<noframes>

<body>

<p>此网页使用了框架，但您的浏览器不支持框架。</p>

</body>

</noframes>

</FRAMESET>

</HTML>

帧（Frame）

例

这之间的文字将只
出现在不支持帧的
浏览器中，建议使
用noframes元素，

因为并非所有的浏
览器都支持帧。

4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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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set元素（<frameset>…</frameset>）使用COLS属
性和ROWS属性来设置帧的文件位置，它可以包含多个frame

元素。

COLS：用来定义两个或多个垂直帧的尺寸大小，每个帧的

宽度值用逗号隔开。

每个帧窗口的宽度可以用绝对宽度和相对宽度两种

方法表示，单位是像素。

例如： <FRAMESET COLS="30%,70%">

<FRAMESET COLS=“30%,*”>

<FRAMESET COLS="2*,3*">

<FRAMESET COLS="120,30%,1*,2*">

frameset元素 Cols

例

4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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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S：用来定义两个或多个水平帧的尺寸大小，每个帧的

高值用逗号隔开。

每个帧窗口的高度可以用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两种

方法表示，单位是像素。

上下两帧的例子：

<FRAMESET ROWS="30%,*">

<FRAME SRC="A.html">

<FRAME SRC="B.html">

</FRAMESET> 

frameset元素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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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在<FREMESET>标签中使用COLS和ROWS属性，例如：
<FRAMESET COLS="30%,*" ROWS="120,2*,3*>，它表示成三行两列的六

个帧分割一个窗口，这种形式是不常见的。较常见的形式是这两个属性的
嵌套使用。

<FRAMESET COLS="30%,*">

<FRAME SRC="A.html">

<FRAMESET ROWS="50%,*">

<FRAME SRC="B.html">

<FRAME SRC="C.html">

</FRAMESET>

</FRAMESET>

frameset元素 混合

例

4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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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用来设定帧边框宽度

BORDERCOLOR：用来设定帧边框颜色

FRAMEBORDER：用来设定帧的边框是否可见

frameset元素 修饰

例

4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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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元素（<FRAME>）必须在<FRAMESET>后使用，它用

来定义一个帧。<FRAME>标签中也可以使用许多属性来改变每个

帧的显示内容和外观效果。

SRC：是frame元素最重要的属性，它用来指定在该帧中显示的HTML文档、图

像或其他多媒体文件的URL地址，可以是绝对路径，也可以是相对路径。每个帧

中的文件都必须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例如前面的例子中有这样的代码：

<FRAME SRC="A.html">，表示在该帧中显示的文档是A.html。

Frame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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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用来指定帧的边框宽度

FRAMEBORDER：用来指定帧的边框是否可见，缺省值是
有边框，即FRAMEBORDER="YES"或"1"，FRAMEBORDER 

="0"表示没有边框。

<FRAMESET COLS="30%,*" BORDER="10">

<FRAME SRC=“1.html">

<FRAMESET ROWS="50%,*">

<FRAME SRC=“2.html" FRAMEBORDER="0">

<FRAME SRC=“3.html" FRAMEBORDER="0">

</FRAMESET>

</FRAMESET> 

Frame元素 边框

例

4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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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COLOR：如果帧的边框可见，可使用
BORDERCOLOR属性设置每个帧的边框颜色，缺省颜色是灰
色。当然如果要使整个窗口中的所有帧的边框颜色相同的话，
可以在<FRAMESET>标签中指定BORDERCOLOR属性。

<FRAMESET COLS="30%,*" BORDER="10">

<FRAME SRC=“1.html">

<FRAMESET ROWS="50%,*">

<FRAME SRC=“2.html" BORDERCOLOR="black">

<FRAME SRC=“3.html">

</FRAMESET>

</FRAMESET> 例

Frame元素 颜色

4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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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元素 大小

SCROLLING：缺省情况下，如果帧中的内容在当前帧中不能完全显示时

，会出现垂直或水平或两者兼有的滚动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SCROLLING

属性来设置是否出现滚动条，共有三种情况：

• SCROLLING=“YES” 表示帧中总出现滚动条

• SCROLLING=“NO” 表示帧中决不出现滚动条

• SCROLLING=“AUTO” 表示帧中自动使用滚动条，当浏览器窗口大于帧时不出
现滚动条，反之不出现滚动条。这是SCROLLING属性的缺省值，建议使用此属
性值

NORESIZE ：缺省情况下，在浏览含有帧的页面时，只要用鼠标拖动边框

就可以改变帧的大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NORESIZE属性来控制用户不能这

样做。例如：<FRAME SRC=“A.html” NORESIZE>表示A.html文档的帧是不

能改变大小的。
例

例

49-7.htm
4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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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用来指定帧的名字。它的作用是在<HREF>标签中使用TARGET

属性指定某个NAME属性值，从而来指定链接文件显示在哪一个帧中或者

说是哪一个目标窗口中。

Frame元素 命名与目标

Top 框架

Left 框架 Main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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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SET rows="100,* ">

<FRAME src="49.files/file1.htm" name=top>

<FRAMESET cols=200,*>

<FRAME name=left src="49.files/file2.htm">

<FRAME name=main src="49.files/file3.htm">

</FRAMESET>

</FRAMESET> <BODY>

<H3 align=center>

<A href="file4.htm" target=main>夜思</A>

</H3>

<H3 align=center>

<A href="file5.htm" target=left>怨情</A>

</H3>

</BODY>例

Frame元素 命名与目标

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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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属性不仅可以用来指定在哪个帧中显示，它还可以含有几

个特殊的目标窗口选项以产生特殊的显示效果。有以下四个具有特

殊含义的目标窗口选项：

•_blank：当TARGET="_blank"时，链接点指向的文档将在一个新窗口中显示。例

如：<A HREF="1.html" TARGET="_blank ">ONE</A>，当单击“ONE”链接点时

，浏览器将会开一个新窗口显示文档1.html

•_parent：当TARGET=“_parent”时，链接点指向的文档将在包含链接的父级帧中

打开。

•_self：当TARGET=“_self”时，链接点指向的文档将在当前帧中显示，此选项为

缺省值。

•_top：当TARGET="_top"时，链接点指向的文档将在frameset所在帧也就是整个

浏览器窗口显示，这是这四个属性值中最常用的。

Frame元素 命名与目标

例

49-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