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 DBMS系统的功能、Web based数据库的软件组成及工具； 

2、掌握数据库软件的使用方法、 

3、掌握前台页面，后台数据库的基于WEB的数据库操作方法。 

二、实验要求： 
1、安装相关软件并浏览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和功能菜单， 

2、掌握 PHP构建网页以及连接数据库的方法。 

3、掌握 phpmyadmin创建数据库与数据表的方法； 

4、了解 mysql的命令以及与 php衔接的语句 

5、了解网页构造的原理 

三、实验设备： 
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系统如 DB2，mysql 等软件。 

四、实验内容 
1）按照实验指导讲义完成要求的练习题目。 

2）附上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展示页面 

本次实验笔者完成思路如下，审批辛苦了💦！ 

 

图 1:SQL Task3 思维导图 



 

 

一、工具使用 
要搭建 PHP运行环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分开安装 PHP环境，需要服务器 Apache

或者 Nginx，数据库MySQL和 PHP。第二种：直接安装集成环境，服务器、数据库和 PHP

都是集成好了的。 

因为笔者使用的是 mac系统，原本想继续使用一直在用的 docker按照第一种方式搭建

PHP 环境，但是这个过程需要配置一系列环境，因为网上教程很多不适用于新版 docker，

笔者搞了很久都没有配置成功。于是搜索了很多解决方案，最后按照第二种方式，使用了

MAMP1这款工具成功配置好了 PHP环境。 

在安装了 MAMP之后，打开却一直闪退，通过查找了很多资料，笔者才知道要将 mac

系统的 SIP保护关闭才可以正常运行MAMP，最后终于运行成功。同时，笔者将 Apache端

口设置为默认的 80，这样每次打开服务器就不用再输入端口了。 

二、完成附件一实例教程，练习与该系统相关的操作 

首先用 phpmyadmin创建数据库，这一步已经很熟悉了，按照教程进行即可，表结构如

图 2所示。这里的自增长型类型在页面中被缩写为 A.I，在建表的时候输入即可。 

 

图 2:建表（表格结构） 

同时也可以使用类似“alter table news add reporter varchar(100) after title”的语句操作数

据库，这里举例为插入变量 reporter，如图 3所示 

 
图 3：操作数据库的其它一些说明（举例） 

接着通过“conn.php”文件实现 PHP.连接MYSQL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笔者所使用

的 mac系统默认账户和密码都为 root。接着开始通过 PHP网页向MYSQL数据库添加数据，

包括： 

（1）创建 add_news.php文件：让用户输入新闻信息（图 4） 

 
 

1  MAMP 内含 Apache 伺服器、PHP 安装套件以及MySQL安装套件，只要轻松点选就能安装架设网站
的必备的元件，透过可视化界面的简单设定，就能在苹果电脑上架设自己专属的网站。 



 

 

图 4: add_news.php 

（2）创建 save_news.php文件：接收用户输入新闻信息并添加进数据库（图 5） 

 
图 5:save_news.php 

点击确定添加后，发现添加不了。笔者尝试了多种方法，最后通过查找代码才发现在

conn.php文件中，需要将用户和密码都设置为初始密码 root。新闻添加成功如图 6所示 

 
图 6: 新闻添加成功 

接着我们进去数据库进行验证，可以看到图图 7所示，数据库已经存在刚刚插入的记录。

（这里的 ID因为是自加生成的，笔者因为前面测试了很多次，所以这一次的插入生成的 id

是 6） 

 
图 7:到数据库进行验证，添加记录成功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插入第 2条记录，如图 8所示，成功插入。 

 
图 8：插入第二条记录 

（3）PHP网页查询MYSQL数据 

建立 read.php文件实现普通单条数据查询，如图 9所示，成功查询了 id=6的新闻数据。 

 
图 9: read.php普通单条数据查询 



 

 

建立 read_2.php实现结果不止一条数据的查询，如图 10所示，成功查询了标题中含有

“雪”这个字的新闻数据。 

 

图 10: read_2.php结果不止一条数据的查询 

（4）PHP网页更新MYSQL数据 

分为 3个步骤。第 1步:建立 news.php文件,显示所有新闻让用户可选择修改（图 11） 

 

 
图 11:news.php文件,显示所有新闻 

 第 2步：建立 edit_news.php文件,显示具体改的那条新闻的信息并输入改修内容（这个

文件用于接收从 news.php传过来的 id值,以 id值确定要修改的新闻是那一条）。例如点击 id=8

的新闻，进入到如图 12所示的页面，可以进行修改，比如在标题中添加（重复了）这几个

字。 

 

图 12：新闻修改页面 

第 3 步：建立 save_edit_news.php 文件,用于把修改的内容更新到数据库。有了这个用

于保存的文件，点击图 12的确定修改，可以看到如图 13所示的修改成功。 



 

 

 

图 13：新闻修改成功 

 进入数据库页面进行验证，从图 14可以看到确实修改成功了，数据库已经更新了修改。 

 

图 14:修改后数据库验证 

（5）PHP网页删除MYSQL数据 

第 1步，在 news.php文件基础上简单修改,显示所有新闻让用户选择删除（图 15）。 

 
图 15 新闻删除页面 

第 2步，建立 del_news.php文件,用于操作删除数据。点击删除 id=8的新闻，可以看到

窗口提示删除成功。（图 16） 

 
图 16: 新闻删除成功 

再次回到新闻删除界面，可以看到 id=8的重复了的新闻已经被删除（图 17） 

 

图 17: 重复了的新闻已经被删除 



 

 

三、针对思考题完成 PHP和MYSQL 

3.1PHP界面结果展示 

 如图 18、19所示是针对思考题完成的 PHP网站设计，包括导航页面和其中的子表。下

面笔者讲对实验过程进行详细说明。 

 
图 18 导航 index页 

 

图 19 表格 table页 

3.2 建立数据库 

 根据指导手册的建表语句，建立数据库，如图 20所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数据

库的类型要设置为 InnoDB，不然在删除操作的时候会导致外键约束问题！ 

 

图 20：公司数据库（结构） 



 

 

3.3导航主页 Index.php2 

主页面设计：笔者向 index页面中添加“Welcome to Task3！”的标语，同时在该段文本
下方放置表格，并设置所有元素居中放置。 

文本行设置：在文本行前笔者添加了几行空格行<br></br>，经过不断调试最终确定加
入一行空格行，使文本行位置更醒目。 

 

表格获取：首先要连接数据库，引用"conn.php"文件，连接成功后获取公司数据库中所

有表名的数据，如果数据库中没有表则显示“no tables”。表格表头定义为“Database”。定

义变量$res 接收数据表数量的信息，定义变量$dbrow 接收数据表名称信息。之后利用循环

逐条显示表名称。数据格中定义链接，链接名为具体的表名，链接进入到 table.php文件中。 

 
CSS美化：（最后的效果图如上图 18所示） 

（1）背景图片设置：笔者选择图片名为“index.jpg”的图片作为 index页面的背景，因

为想要这一张图片铺满页面，宽度高度都设置为 100%，背景大小设置为 cover。 

（2）表格设置：笔者将整张表格居中显示，字体大小设置为 60px，高度设置为 300px，

宽度设置为 400px，经不断调试，这种大小比例和布局的表格更有视觉冲击性。并设置数据

居中显示。 

（3）文本设置：笔者将这段文本的字体设置为 Times New Roman格式，字体大小 70px，

文本居中显示。 

3.4 表格数据 table.php 

在主页的公司数据表中点击链接将进入 table页面并显示对应的数据表，table页面由 3

个部分组成:（1）数据表名称（2）数据表内容（3）记录数。所有元素均居中显示。 

数据获取：连接数据库，使用$_GET函数读取数据表名称，若成功则用变量$tableName

接收返回值，若不成功则显示"ERROR"并结束运行。 

 
2 参考：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176696/article/details/109447042 



 

 

 
数据表名称段落：若上一步成功获取数据表名，则使用 echo 函数输出数据表名称，同

时，笔者在表名后加入“table”，表名就更易懂了。此外，笔者还在两个单词间插入了&nbsp

空格，这是为了避免单词过于紧密且和表格大小不搭配。 

 

表头：表头内容需从数据库中读取，用 mysqli_query函数执行“"show columns from " . 

$tableName”命令，若成功则用变量$res接收表头内容，失败则输出"no data",接着利用循环

将表头内容显示在表格上。 

此外还需要添加一个表头：操作列，这个表头自己设定的，无需从数据库中读取，最后

只需要再运行一下“<td>操作</td>”。至此，表头内容全部确定完毕。笔者还对表头行进行

适当美化，填充了黄色背景。 

 
打印数据：利用 mysqli_query函数执行"select * from " . $tableName语句,变量$res接收

返回值;再利用函数mysqli_num_rows确定记录数，变量$row接收返回值。再使用变量$dbrow

接收 mysqli_fetch_array函数对$res解压缩后的数据，循环遍历输出每条数据。 

操作列中的数据不是由数据库中读取，建立链接进入其他页面，操作列中有两个元素，

分别是「修改」和「删除」，点击「修改」进入到 alter.php页面，点击「删除」进入到 delete.php

页面 



 

 

 
添加数据：该部分为 form表单内容，建立一个 form表单，指向"add.php"文件，方法为

GET。设置和表头数量相同的输入标签<input></input>，各个 input 名称和表头相对应，在

操作列设置一个 submit提交键 

 
记录数：利用 mysqli_query函数执行查询数据表记录数，设置变量$count接收返回值，

变量$retCount接收解压后的结果，$num是最终记录数。 

 
表格数据打印完成后建立一个段落来输出记录数，定义类为“record”，输出“共 $num 

条记录”，文本间添加两个空格来突出显示记录数。 

 
CSS：（最后效果如上图 19所示） 

（1）背景选择‘table.jpg’，背景宽度设置为 100%，高度为 110%。(这里笔者选择的图

片不是特别大，若宽度设置为 100%，页面下方会有一条纯色背景，不美观，设置为 110%

恰好可以使得背景充分显示) 

（2） 同时，设置表格居中显示和数据格居中显示。 

3.5 delete.php 删除操作 

先连接数据库，由于delete.php表单 form和 table.php连接，利用$_GET函数获取 table.php

文件中的数据表名称$tableName，以及要删除的记录。delete.php 根据传递过来的主键和主

键值来确定哪一条记录要被删除。确定目标记录后执行“delete from … where …”操作，

mysqli_query 函数执行该条命令，并用$res 变量传递结果，若操作成功，输出'删除成功,请

返回'，若操作失败，则输出'删除失败,请返回'。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 primaryKeyValue

是字符串类型，所以在书写查询语句的时候要使用转义字符语法。 



 

 

 

实验结果：因为 employee表 eid在 purchase表中已经被引号了，由于 innodb有外键约

束，所以是删除不了的，因此笔者在这里通过自己在后面几个步骤中添加的记录（eid = e05）

进行展示，删除 eid = e05，可以看到返回“删除成功” 

  
图 21删除成功效果 

网页端验证:网页端刷新之后可以看到 eid=e05的记录已经消失，总记录数变成了 5条，

证明删除成功。 

 
图 22 删除成功网页端验证 

数据库验证:进入 phpmyadmin后查看数据表，eid=e05的记录已经消失，证明网页端可

以进行数据库删除操作 

 



 

 

图 23 删除成功数据库验证 

3.6 add.php 增加操作 

和 delete.php 文件类似，第一步先连接数据库，首先要清楚上一个页面要往哪个数据表

插入记录，因此利用$_GET 函数获取 table.php 的表明并传递给$tableName。然后从表中获

取字段名并存储在$columns 中，确定了字段后再用$_GET 函数获取具体记录值，并将返回

值存入 SQL插入语句——“insert into…(values)”。 最后用 mysqli_query函数执行该插入语

句，操作结果返回给$res。若操作成功，返回“添加成功,请返回”，操作失败则返回“添加

失败,请返回”。 

 
效果图：在 employees Table中添加一个 eid = e05的记录，可以看到返回“添加成功” 

 
图 24 添加成功效果 

网页端验证：刷新网页，新添加的记录出现在数据表中 

 
图 25 添加成功网页端验证 

数据库验证：数据库中显示了新添加的记录 



 

 

 
图 26 添加成功 数据库验证 

3.7 alter.php 修改操作 

修改界面放一段文本，输出“修改页”。之后添加修改表格，原数据不变，用户可以直

接在页面进行修改。文本段和表格均居中放置。 

文本：先加入 4行空格行，使得文本和表格显示在页面正中央，之后加入文本，输出“修

改页”。 

 

表格：先利用$_GET 函数获取数据表名，主键和主键值。再利用 mysqli_query 函数执

行命令“show columns from …”获取字段名，之后就可以输出 alter.php中表格的字段。最

后一列再加上「操作」字段。 

 

接着还需要获取原记录，因为这个文件的功能是修改，不是添加，所以还需要查询原来

的记录，前面已经获取了主键和主键值，因此通过这些信息可以执行 select * from…where…

命令获取原记录。如果查询不到则输出"not found"。将获取的结果解压缩后赋值给变量$data，

利用循环将原记录显示在表格中，这些数据是以 input 形式来呈现的，如果换成别的，用户

就没有接口修改数据了。输出完原记录后，还要在操作列里添加 Submit 提交键，用户修改

数据传递到"alter.bks.php"文件。 



 

 

 

CSS： 

（1） 背景设置：选用'table.jpg'，同 table.php页面相同 

（2） 文本设置：文本字体为"Times New Roman"格式，字体大小为 45px，居中放置。 

（3） 表格设置：表格居中 

 

效果图：对上一步添加的 eid = e05的记录进行修改操作，跳转到修改页，笔者将这条

记录的 city从原先的 shenzhen修改为 guangzhou，点击「修改」键，返回“修改成功” 

 

图 27 修改成功效果 

网页端验证：刷新网页，可以看到刚刚修改的记录在数据表中已发生变化（e05的 city

变为 Guangzhou） 

 
图 28 修改成功网页端验证 

数据库验证：回到数据库，也可以看到刚刚修改的记录已发生变化（e05 的 city 变为

Guangzhou） 



 

 

 
图 29 修改成功数据库验证 

3.8 alter.bks.php 

从 alter.php 文件中的 form 表单中获取要修改的记录信息，包括数据表名，主键和主键

值之后构造 SQL 更新语句，更改数据库记录。更新语句需要表名、字段名和值，上一步都

已经获取，构造语句“update… set where …”并执行。操作成功返回'修改成功,请返回'，操

作失败则返回'修改失败,请返回'。 

 
 
五.问题分析（碰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1、工具使用：因为笔者使用的是 mac系统，原本想继续使用一直在用的 docker按照第

一种方式搭建 PHP 环境，但是这个过程需要配置一系列环境，因为网上教程很多不适用于

新版 docker，笔者搞了很久都没有配置成功。于是搜索了很多解决方案，最后按照第二种方

式，使用了MAMP这款工具成功配置好了 PHP环境。在安装了MAMP之后，打开却一直

闪退，通过查找了很多资料，笔者才知道要将 mac 系统的 SIP 保护关闭才可以正常运行

MAMP，最后终于运行成功。同时，笔者将 Apache端口设置为默认的 80，这样每次打开服

务器就不用再输入端口了。 

2、连接数据库：通过“conn.php”文件实现 PHP 连接 MYSQL 数据库时，笔者所使用

的 mac系统默认账户和密码都为 root，这跟实验教程给的空账号密码不一样，笔者通过查阅

了很多资料才发现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通过修改账号密码解决了问题。 

3、删除操作：本次实验最大的 bug来自于对 delete.php的编写，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

是因为主键是字符串类型，所以写查询语句的时候需要合理使用转义字符，

$primaryKeyName . '=' .'\''.$primaryKeyValue.'\''，不然就会导致语句出错。第二个问题是外键

约束问题，因为 employee表 eid在 purchase表中已经被引号了，由于 innodb有外键约束，

所以是删除不了的。笔者在这两个地方纠结了很久，最后通过助教和老师的帮助解决了问题。 

4、PHP语言：本次实验还有挑战是对 PHP语言的陌生，因此在部分语法问题上纠结花



 

 

了大量时间，后面经过系统性地看书和查找博客借鉴学习，就很容易发现一些语法问题。比

如在该数据库中，两个表格中的数据都具有一定的函数依赖关系，因此不能任意对表信息进

行添加和修改，如不能在 employee 表中添加重复的 eid 信息，这就需要对添加的内容进行

条件筛选，只有与表之前 eid信息不重复的才能够添加成功。 
 

 

六.实验心得 

本次实验通过使用 PHP语言，连接了 HTML与MySQL，将MySQL的数据可视化，并

通过 HTML页面对MySQL的数据库进行修改。这不仅锻炼了我们对MySQL语言的熟练使

用，还让我们对网页设计和内容呈现有了更深的理解。数据库内核的设计是根本。前端对数

据库的展现也至关重要，能否充分利用数据库的功能，能否设计的稳定、便捷，决定了一个

数据库究竟能发挥出多大的作用，以及他给用户最终带来的使用价值。 

在数据输入和修改方面，首先需要找出数据库中表信息的函数依赖关系，然后在添加和

修改的时候对函数依赖关系的条件加以限定，防止之后的操作破坏原表的函数依赖关系。但

在真正的实践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应该对原数据进行分析，然后找出其中的函数依赖关系，

对表进行合理的拆分。在设计页面时，应该将这些函数依赖关系的限定条件加入其中。因此，

我们还十分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如何对表信息进行逻辑分析。 

总体来看本次的实验，笔者花了挺多时间，最主要的还是对于知识的不熟悉，然后在具

体的应用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挺多 bug。通过了这次的实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但是还有

很多地方可以改进，例如在网页界面的呈现上还是比较的简单。继续加油吧！ 

 

七.诚信承诺 

本组成员郑重承诺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不发生任何不诚信现象，一切不诚信所

导致的后果均由本组成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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