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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插件 

浏览器安全的默认设置为网页中的脚本程序是不允许访问本地文件的。为了满足直接复制 word

中文档的需要， 就需要安装客户端控件。不需要使用此功能的用户，可以不用安装。 

第一次将本地文件复制到编辑区域时，系统会自动弹出需要安装的界面。您可以点击页面上的

提示“下载安装”，然后双击进行安装，依次如下图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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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安装有“360 安全卫士”等安全防护软件的电脑，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如下的提醒

界面，请选择“允许程序所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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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界面概述 

 
 

2.1. 工具栏(Toolbar) 

编辑器顶部为工具栏，主要放置各种编辑功能的选项及按钮图标，使用者只需点击图标或选择

相关选项即可实时对编辑栏编辑的内容进行添加或修改、修饰。 

2.2. 编辑区(Editing Area) 

编辑器中部空白处为编辑区，主要是供使用者输入及编辑内容所用，同时所编辑的内容全部都

是所见即所得，但有部分内容，如活动的图像、文字、媒体等在编辑状态下只会呈现静止状态，需

使用者转换到预览状态方可真实再现。 

2.3. 状态栏(Status Bar) 

编辑器底部为状态栏，主要放置转换编辑器状态的按钮图标，状态共分为：代码状态、编辑状

态（默认）、文本状态、预览状态： 

编辑状态(默认)，在此状态下所有编辑的内容皆为所见即所得的方式。 

代码状态，在此状态下所有编辑的内容皆以 HTML 标记源代码方式显示或编辑。 

文本状态，在此状态下所有编辑的内容皆以纯文本方式显示或编辑。 

预览状态，在此状态下所有内容皆以不可编辑的页面输出方式显示，可利用此状态预览编辑内

容输出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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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按钮汇总 

图标 标题 描述 

 

编辑菜单 编辑相关功能按钮列表菜单 

 

撤消(Ctrl + Z) 撤消上次的操作 

 

恢复(Ctrl + Y) 恢复最后的操作 

 

剪切(Ctrl + X) 复制当前的选区到剪贴板，然后删除它 

 

复制(Ctrl + C) 复制当前的选区到剪贴板 

 

常规粘贴 

(Ctrl + V) 

把剪贴板中的内容插入到编辑器当前光标所在位置，

或替换选区 

 

纯文本粘贴 以纯文本(不带任何格式)的形式把内容粘贴到编辑器 

 

格式刷 把指定的文字格式刷到指定的选区 

 

删除 删除当前选区 

 

删除文字格式 删除当前选区内所有文字的格式 

 

查找/替换 在编辑区查找/替换文字 

 

拼写检查 提供 IeSpell 接口对文档内容拼写检查 

 

格式刷 把指定的文字格式刷到指定的选区 

 

一键排版 快速排版、去干扰字 

 

字体菜单 字体相关的功能菜单 

 

粗体 使当前选区内的文字在粗体和非粗体间变换 

 

斜体 使当前选区内的文字在斜体和非斜体间变换 

 

下划线 使当前选区内的文字在有下划线和无下划线间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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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划线 使当前选区内的文字在有中划线和无中划线间变换 

 

转大写字母 把当前选区内的英文字母转为大写字母 

 

转小写字母 把当前选区内的英文字母转为小写字母 

 

上标 使当前选区内的文字在上标格式和正常格式间变换 

 

下标 使当前选区内的文字在下标格式和正常格式间变换 

 

文字颜色 设定选定文字的字体颜色 

 

文字背景色 设定选定文字的背景颜色 

 

背景图片 设置当前选区所属对象的背景图片 

 

段落菜单 段落相关的功能按钮菜单 

 

左对齐 使当前选区所在格式块左对齐 

 

居中对齐 使当前选区所在格式块居中对齐 

 

右对齐 使当前选区所在格式块右对齐 

 

两端对齐 使当前选区所在格式块两端对齐 

 

段落属性 设置选中段落的属性 

 

编号 使当前选中的文字块按数字编号排列或取消编号格式 

 

项目符号 使当前选中的文字块按项目符号排列或取消项目符号

格式 

 

增加缩进量 增加选定文字块的缩进量 

 

减少缩进量 减小选定文字块的缩进量 

 

组件菜单 HTML组件相关的功能按钮菜单 

 

插入或修改图片 
在选定位置插入图片，或修改选定的图片属性。支持

上传图片和创建缩略图、水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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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Flash 在指定位置插入 Flash，并可设置其属性 

 

插入自动播放的媒体文件 在指定位置插入各种媒体文件，并可设置其属性 

 

插入附件 上传附件到服务器 

 

插入或修改超级链接 
点击后弹出对话框，用于设置超链接的设置。设置完

后窗口关闭，给选定的文字加超链接 

 

取消超级链接或标签 删除选定内容上的超级链接或标签 

 

工具菜单 特殊功能按钮菜单 

 

插入特殊符号 从预定列表中选择插入特殊字符 

 

插入表情图标 插入表情图标 

 

插入或修改艺术字 插入或修改类似 Word 的艺术字 

 

表格菜单 表格相关功能按钮菜单 

 

插入表格 插入一个表格 

 

表格属性 编辑选定表格的各项属性值 

 

单元格属性 编辑鼠标当前所在单元格的属性 

 

拆分单元格 把一个单元格拆分为几行或几列 

 

表格行属性 编辑当前鼠标所在表格行的属性 

 

插入行(在上方) 在当前选区上方插入一个表格行 

 

插入行(在下方) 在当前选区下方插入一个表格行 

 

合并行(向下方) 向下合并表格行 

 

拆分行 把当前鼠标所在单元格拆分为 2行 

 

删除行 删除当前鼠标或选区所在行 

 

插入列(在左侧) 在当前鼠标所在单元格的左侧插入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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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列(在右侧) 在当前鼠标所在单元格的右侧插入一列 

 

合并列(向右侧) 向右合并表格列 

 

拆分列 把当前鼠标所在单元格拆分为 2列 

 

删除列 删除选区所在的表格列 

 

文件菜单 文件菜单 

 

代码状态 切换编辑区到代码状态模式 

 

编辑状态 切换编辑区到所见即所得的在线编辑状态模式 

 

文本状态 切换编辑区到纯文本状态模式 

 

预览状态 切换编辑区到预览状态模式，预览所编辑的内容 

 

增高编辑区 使编辑区变大 

 

减小编辑区 使编辑区变小 

 

4. 超链接 

4.1. 插入或修改链接 

图标:  

点击此按钮，将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插入一个新的超链接，或编辑一个已存在的超链接。当文字或图片被选定时，此功能可以使选

定对象产生超链接。 当点击了此按钮，超链接对话框将会显示出来，在对话框中您可以输入或修改

目标文件名及协议等。超链接对话框允许您指定以下的设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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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当创建超链接时，用于指定你所使用的协议类型。下面列出了常用的几种协议类型。 

http: -跳转到另一个网页 

http: -跳转到另一个网页的某个锚标签 

(other)–跳转到本页的某个锚标签 

file: -下载文件并打开它 

mailto: -发邮件 

ftp:, gopher:, telnet:, or wais: - 访问其它网络资源协议 

链接地址(URL)–全称：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 在链接地址输入框中输入指向指定文件的

URL。关于 URL的格式，请参考下面的规则： 

如链接到网页和文件，需指定服务器(Server)、路径(path)、和完整的文件名 (包括扩展名)，

格式如 //Server/Path/File.ext，示例如下： 

http://Myserver/Myproj/Startpage.htm 

 

如链接到另一网页的锚书签，需指定如上的链接到网页的格式，后再加“#”符号，再加书签名。

示例如下： 

http://Myserver/Myproj/Faq.htm#question3 

 

如链接到同一网页的某个锚书签，则只需“#”符号+书签名即可，示例如下： 

#contents 

 

如链接到发送邮件，则使用 mailto:协议，同时加上指定邮件地址即可，示例如下：  

mailto:webmaster@mysite.com 

 

如果是其它的协议类型，请指定相应协议信息格式。 

链接目标–指定此链接的目标窗口类型。 

书签链接–你可以从锚书签下拉框中选择本页已有的书签链接。 

4.2. 删除超链接 

图标:  

选定要删除的超链接或锚，然后点击此按钮，即可删除选区的超链接或锚标签。 

 

5. 图片 

5.1. 插入或修改图片 

图标:  

点击此按钮，将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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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先点选编辑区的图片，然后点击图标，将弹出上面的“图片属性(修改)”对话框。 

要修改选定图片的属性，在上面的对话框中设置相应的值，然后点“确定”按钮。 

 

图片来源: 

eWebEditor 自带有本地文件上传的功能，即能把客户端计算机上的图片传到服务器，使得内容

发布后，其它客户端也可以看到此图片。 

有两种途径可以设置图片的来源，一种是直接输入图片 URL，一种是通过点”浏览”按钮选择

本机的图片文件。当从本机选择一个图片文件后，点确定后，此本机图片将自动上传到服务器，并

关闭此图片属性对话框。 

预览: 

点击“预览”按钮，可以在预览区看到，你在图片来源处选择或输入的图片的等比缩放的预览

效果。并会显示此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如果点击“预览”按钮，在预览区没有看到图片效果，请检查，可能你的图片地址输入有误。 

特殊效果: 

eWebEditor 自带了多种图片的特别样式效果，你可以从样式下拉列表中选择你想要一个效果。 

特效选项包括：半透明、线型透明、放射透明、模糊效果、风动模糊、正弦波纹、黑白照片、

白色透明、投射阴影、阴影、发光、垂直翻转、左右翻转、降低彩色、X 光照片、底片等。 

5.2. 背景图片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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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按钮图标，将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此按钮，同时具有插入和修改的功能。当处理的对象上已经有背景图片时，此功能为修改，当

还没有背景图片时，此功能为插入。 

  

作用域: 

背景图片只能作用于控件或对象之上，当选择是文本时，eWebEditor 将寻找此文本的第一个有

效的父对象。当选择的对象是有效允许的控件时，此功能有效于此控制。 

“背景图片”有效的对象元素有：Page, TD, TR, TH, TABLE. 你可以通过查看对话框的标题栏

了解当前的作用域，在标题栏上，括号中的部分即为当前的作用域。如上图中，标题是“背景图片(单

元格)”，则说明当前的作用域是表格单元格。 

  

表格行操作: 

操作表格行的背景图片：你可以在表格某行的多列选定（就如下图），然后点“背景图片”图

标按钮。此时的功能作用域即是表格行，在背景图对话框的标题中将显示“背景图片(表格行)”。 

 

图片来源: 

背景图片来源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定位。 

1、选择本地图片文件。当点“确定”按钮时，本地图片将自动上传到服务器上。 

2、直接填写图片的 Internet 地址，即 URL。 

3、从“系统”下拉框列表中，选择系统自带的背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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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直接粘贴图片 

将图片复制到剪贴板，在编辑区按 CTRL+V，或点工具栏上的“粘贴”图标，就会弹出如下窗

口：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要转换的图片格式。点击“确定”后，图片即自动上传到服务器并显示在

编辑区了。 

建议：当只有文字的黑白图片或颜色较少时，选择 GIF 格式，使得生成的文件更小。颜色多效

果要好的图片，建议选 PNG 格式。 

 

6. 表格 

6.1. 表格菜单 

图标:  

表格相关的功能有插入或修改表格或单元格等。选择“表格菜单”按钮，将显示所有表格相关

的功能按钮列表。灰色表示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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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表格相关功能不可用，您需要选择表格，或者把光标移到您需要修改表格或单元格内。 

6.2. 插入表格 

图标:  

要插入表格，先把光标点到您想要插入表格的位置，然后点“插入表格”按钮图标。将弹出如

下插入表格的窗口： 

 

填写详细后，点“确认”按钮，就可以插入表格，或点“取消”返回编辑器。 

6.3. 修改表格属性 

图标:  

要修改表格的属性，您可以点选您要修改的那个表格，或把光标移到此表格之内的任何一个位

置，然后点“表格属性”按钮图标。将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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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窗口中，所有默认的值都为当前您选择的那个表格所具有的属性值。点“确定”按钮保

存您的改变，或点“取消”按钮返回编辑器。 

注：如果没有选中表格且光标不在表格内，此功能不可用。 

6.4. 修改单元格属性 

图标:  

要修改单元格的属性，鼠标点在您想要修改的单元格内，然后点“单元格属性”按钮图标。将

弹出如下的单元格属性对话框： 

 

点“确定”按钮保存您的改变，或点“取消”按钮返回编辑器。 

注：如果光标不在一个单元格内，或选区跨了多个单元格，此功能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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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修改表格行属性 

图标:  

要修改表格某行的属生，鼠标点在要修改的行的某个单元格内，然后点“表格行属性”图标按

钮。将弹出如下的表格行属性对话框： 

 

点“确定”按钮保存您的改变，或点“取消”按钮返回编辑器。 

注：如果光标不在一个单元格中，此功能不可用；如果光标选区跨了多个单元格，而这多个单

元格都在同一表格行，此功能仍可以使用。 

 

7. 附件 

图标：  

在编辑器的工具栏中选择  图标后，出现如下的界面，选择相应的文件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