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PHP 概述 

【学习目标】 

l 熟悉 PHP 语言的特点。 

l 掌握 PHP 在 Windows 下的开发环境的配置。 

l 了解常用的 PHP 编辑工具。 

l 掌握 PHP 程序的编写过程。 

1.1 PHP 简介 

1.1.1 PHP 概述 

PHP 是一种应用范围很广的语言，特别是在网络程序开发方面。一般来说，PHP 大多在 

服务器端执行，通过执行 PHP 的代码来产生网页供浏览器读取，此外也可以用来开发命令行 

脚本程序和使用者端的 GUI 应用程序。PHP 可以在许多不同种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平台上 

执行，也可以和许多数据库系统结合。使用 PHP 不需要任何费用，官方组织 PHP Group提供 

了完整的程序源代码，允许使用者修改、编译、扩充来使用。具有应用广泛、免费开源、基本 

服务器、跨平台等特点。 
PHP 于 1994 年由被称为“PHP 之父”的 Rasmus Lerdorf创建，刚开始 Rasmus Lerdorf是 

为了维护个人履历以及统计网页流量。后来又用C语言重新编写，包括可以访问数据库。他将 

这些程序和一些表单直译器整合起来，称为 PHP/FI。 
Rasmus  Lerdorf在 1995 年 6 月 8 日将  PHP/FI 公开，希望可以通过社群来加速程序开发 

与寻找错误。这个释出的版本命名为 PHP  2，已经有当今 PHP 的一些雏形，像 Perl 的变量命 

名方式、表单处理功能以及嵌入到  HTML 中执行的能力。程序语法上也类似 Perl，有较多的 

限制，不过 PHP2 更简单、更有弹性。以后越来越多的网站使用了 PHP，并且强烈要求增加一 

些特性，比如循环语句和数组变量等，在新的成员加入开发行列后，在 1995 年 PHP2.0 发布 

了。第二版定名为 PHP/FI（Form Interpreter） 。PHP/FI加入了对 MySQL的支持，从此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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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在动态网页开发上的地位。到了 1996年底，有 15000 个网站使用  PHP/FI；到 1997 年年 

中，使用 PHP/FI的网站已超过五万个。也是在 1997年年中，开始了 PHP 第三版的开发计划， 

开发小组加入了 ZeevSuraski 及 AndiGutmans，第三版定名为 PHP3。2000 年，PHP4.0 又问世 

了，其中增加了许多新的特性。 

从 PHP/FI 到现在最新的 PHP7，PHP 经过多次重新编写和改进，发展十分迅速，一跃成 

为当前最流行的服务器端 Web 程序开发语言，并且与 Linux、Apache 和 MySQL 共同组成一 

个强大的 Web 应用程序平台，简称 LAMP。随着开源思想的发展，开放源代码的 LAMP 已经 

与 Java 和.NET形成三足鼎立之势，PHP 之所以应用广泛，受到大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很多 

突出的优点，如下。 
1．开源免费 
PHP 遵偱 GNU计划，开放源代码，所有的 PHP源代码事实上都可以得到，和其他技术相 

比，PHP 本身就是免费的。 
2．跨平台性 

由于 PHP 是运行在服务器端的脚本，PHP 的跨平台性很好，方便移植，在 UNIX、Linux、 
Android和 Windows 平台上都可以运行。 

3．快捷性 

程序开发快，运行快，技术本身学习快。因为  PHP 可以被嵌入于HTML语言，因此相对 

于其他语言。PHP编辑简单，实用性强，更适合初学者。 
4．效率高 
PHP消耗相当少的系统资源，PHP 以支持脚本语言为主，同为类 C 语言。 
5．图像处理 

用 PHP 动态创建图像，PHP 图像处理默认使用 GD2，也可以配置为使用 ImageMagick进 

行图像处理。 
6．支持多种数据库 

由于 PHP 支持开放数据库互连（ODBC），因此可以连接任何支持该标准的数据库。其中 
PHP 与 MySQL是最佳搭档，使用得最多。 

7．面向对象 
PHP 提供了类和对象的特征，用 PHP 开发程序时，可以选择面向对象方式编程，完全可 

以用来开发大型商业程序。 

1.1.2 PHP 的工作原理 

静态网页的工作方式是：当用户在浏览器中输入一个静态网页并按回车键后，向服务器 

端提出了一个浏览网页的请求。服务器端接到请求后，就会寻找用户要浏览的静态网页文件， 

然后直接发给用户。 
PHP 的所有应用程序都是通过 Web 服务器（如 IIS 或 Apache）和 PHP 引擎程序解释执行 

完成的，工作过程如图 11所示。 

（1）当用户在浏览器地址中输入要访问的 PHP 页面文件名并按回车键时，就会触发这个 
PHP 请求，并将请求传送至支持 PHP 的 Web 服务器。 

（2）Web 服务器接受这个请求，并根据其后缀进行判断。如果是 PHP 请求，Web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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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硬盘或内存中取出用户要访问的 PHP 应用程序，并将其发送给 PHP 引擎程序。 

（3） PHP 引擎程序将会对 Web 服务器传送过来的文件从头到尾进行扫描并根据命令从后 

台读取、处理数据，并动态地生成相应的 HTML页面。 

（4）PHP 引擎将生成的 HTML页面返回给 Web 服务器。Web 服务器再将 HTML页面返 

回给客户端浏览器。 

图 11  PHP的工作过程 

1.2 配置开发环境 

搭建 PHP 开发环境的方法有很多，本书介绍一种最实用的—在 Windows 的 IIS 上配置 
PHP 的开发环境，这样的目的是在此服务器上也可以运行.NET 的程序，比较方便实用，在 
Windows 下开发 PHP 程序并没有特别多的限制， 所以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开发可放在 Windows 
下进行，服务器部署在 Linux 下即可。 

1.2.1 Windows 7 下安装 PHP 

下面介绍在Windows 7 旗舰版（32 位）下安装配置 IIS7.5+MySQL5.7+PHP7 的过程。 
1．IIS7.5 的安装 
Windows7 旗舰版自带有 IIS7.5，但默认情况下是没有安装的，需要手动安装。 

（1）执行“开始→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命令，选中 

“Internet 信息服务” ，如图 12 所示。 

图 12  选中“Internet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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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按图 13 所示选取 IIS 服务必要的功能。 

图 13  选取 IIS服务必要的功能 

（3）选取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后程序执行安装，完成后其窗口会自动关闭。打开 

浏览器，输入“http://localhost”后能看到如图 14 所示的页面就表示 IIS 安装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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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IIS服务的测试页 

2．MySQL5.7 的安装 
MySQL5.7 可到其官网上下载，具体网址是：http://dev.mysql.com/downloads/installer/。 

根据计算机系统下载适合自己系统的版本，这里下载  32  位的版本：mysqlinstaller 
community5.7.12.0.msi，大小为 320.2MB，下载时需要登录网站，若没有账户，用有效电子邮 

件注册一个即可。 

（1）选中下载的文件“mysqlinstallercommunity5.7.12.0.msi”右击，选择“管理员取得 

所有权”命令，这样使得安装程序具有足够的运行权限，防止由于权限不够而出现错误。双击 

下载的文件“mysqlinstallercommunity5.7.12.0.msi” ，若出现如图 15 的提示，说明缺少安装 

程序所必需的运行环境，则需要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如无提示，则可跳过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的安装。 

图 15  缺少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的提示 

（2）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的安装。 

下载地址：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单击“下载”按钮，跳过推荐的下载程序，就能成功开始下载。 

双击已下载的程序“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开始安装，如图 16 所示，按提示进 

行操作即可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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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的安装 

至此，MySQL5.7 的运行环境安装完成。 

（3） 双击文件 “mysqlinstallercommunity5.7.12.0.msi” ， 开始安装 MySQL5.7。 单击 “Next” 

按钮后选择 Custom表示定制安装，如图 17所示。 

图 17  选择 Custom定制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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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Next”按钮后把左边的“MySQL Servers”展开，选中“MySQL Server 5.7.12 
– X86” ，安装所需的组件，单击向右的箭头如图 18所示。 

图 18  选中安装所需的组件 

（5）选中图 18所示右边的“MySQL  Server  5.7.12  –  X86” ，在其下面则会出现一个链接 

“Advanced Options” ， 单击此链接， 出现图 19所示的对话框， 可按图 19所示去选择安装路径。 

图 19  选择MySQL的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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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击提示框中“OK”按钮后再单击“Next”按钮，然后再单击“Execute”按钮开 

始安装，如图 110所示。 

图 110  开始进行安装 

（7）安装初步完成，单击“Next”按钮，然后再单击“Next”按钮，在“Config Type” 

中选择“Server Machine”选项，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在“Config Type”中选择“Server Machine” 

（8）单击“Next”按钮，设置数据库的超级用户密码（一定要牢记密码），如图 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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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设置MySQL的登录密码 

（9）单击“Next”按钮，进入“Windows Service”配置页面，安装为 Windows 服务，然 

后再单击“Next”按钮，取消选择“Enable X Protocol/MySQL as a Document Database” ，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取消选择“Enable X Protocol/MySQL as a Document Database” 

（10）单击“Next”按钮，然后再单击“Execute”按钮开始执行配置程序，单击“Log” 

选项卡查看执行配置程序的详细信息，如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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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查看配置程序的详细信息 

单击“Finish”按钮完成安装。至此，MySQL5.7 成功安装。 
3．PHP7 的安装 

（1）VC14 运行库（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for Visual Studio 2015）是 PHP7 能够正常 

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正常情况下 Windows7 系统中是没有的，所以要先下载安装。VC14 运行 

库的下载地址：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单击“下载” 

按钮，选择适合自己的版本（这里选择 32 位的版本：vc_redist.x86.exe），再单击“Next”按钮 

开始下载，下载完成后双击“vc_redist.x86.exe”开始进行安装，如图 115 所示，按提示进行 

操作即可完成安装。 

图 115  安装 VC14运行库 

（2）到 PHP 官网下载最新的 PHP7：http://windows.php.net/download，选择适合自己系统 

的版本下载，这里选择“VC14 x86 Non Thread Safe(php7.0.8ntsWin32VC14x86.zip)” 。 

把下载的压缩文件“php7.0.8ntsWin32VC14x86.zip”解压缩到某一个目录，如“D:\ 
php708” 。打开此目录，复制文件“php.inidevelopment”并重命名为“php.ini” 。打开“php.i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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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如下几处： 

将“error_reporting = E_ALL”改为“error_reporting = E_ALL & ~E_NOTICE” ； 

将“ include_path  =  ".;c:\php\includes"”前的分号去掉，并且改为“ include_path  =  ".; 
D:\php708;D:\php708\dev;D:\php708\ext;D:\php708\extras;D:\php708\lib; D:\php708\sas12"” ； 

将“extension_dir = "ext"”前的分号去掉，并且改为“extension_dir = "D:\php708\ext"” ； 

将下列文字前面的分号去掉： 
extension=php_bz2.dll 
extension=php_curl.dll 
extension=php_fileinfo.dll 
extension=php_gd2.dll 
extension=php_gettext.dll 
extension=php_intl.dll 
extension=php_mbstring.dll 
extension=php_exif.dll 
extension=php_mysqli.dll 
extension=php_openssl.dll 
extension=php_pdo_mysql.dll 
extension=php_pdo_odbc.dll 
extension=php_sockets.dll 
extension=php_xmlrpc.dll 
extension=php_xsl.dll 
（3）系统变量的增加与更改。 

执行“开始→控制面板→系统→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命令，增 

加系统变量 PHPRC="D:\php708"；修改系统变量 Path，在其变量值的最后面添加“;D:\php708; 
D:\php708\dev;  D:\php708\ext;D:\php708\extras;D:\php708\lib;” ，然后一直单击“确定”按钮后 

退出，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修改系统变量



PHP 安全开发案例教程 

12 

1
 

C
ha

pt
er

 

（4）安装微软公司的 PHP 管理程序“PHP Manager” 。 

下载地址：http://phpmanager.codeplex.com/releases/view/69115 选择适合自己的版本下载， 

这里选择“PHP  Manager  1.2  for  IIS  7    x86” ，单击其链接后即可下载，双击下载文件 

“PHPManagerForIIS1.2.0x86.msi”进行安装，如图  117 所示。按提示进行操作即可完成安 

装。完成后在 IIS 中就有一个 PHP Manager 程序。 

图 117  安装微软公司的 PHP管理程序 

（5）在 IIS 中 PHP 的配置。 
1）执行“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命令，单击“PHP 

Manager” ，如图 118所示。 

图 118  PHP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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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Register new PHP version”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php708\phpcgi.exe” ， 

如图 119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后配置程序自动运行，完成 PHP Manager 配置。 

图 119  “Register new PHP version”对话框 

3）进行测试。 

在 IIS 的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index.php” ，用记事本打开后输入如下的内容： 
<?php 
Phpinfo(); 
?>
保存后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http://localhost”可看到如图 120 所示测试页面，表 

示 PHP7 安装成功。 

（6）下载安装 PHP 管理工具 phpMyAdmin。 
phpMyAdmin是一种以PHP为基础，以WebBase方式架构在网站主机上的MySQL的数据 

库管理工具，让管理者可用 Web 接口管理 MySQL 数据库。此 Web 接口可以成为一个简易方 

式输入繁杂 SQL语法的较佳途径，尤其在处理大量资料的汇入及汇出时更为方便。 
1）下载地址：http://www.phpmyadmin.net，单击页面上的“Download 4.6.3”即可下载， 

下载完毕得到压缩包“phpMyAdmin4.6.3alllanguages.zip” ，解压缩到 IIS 的根目录下并将文 

件夹“phpMyAdmin4.6.3alllanguages”重命名为“phpMyAdmin463” 。打开此文件夹并将文 

件“config.sample.inc.php”复制并重命名为“config. inc.php” ，然后用写字板打开文件： 

将“$cfg['blowfish_secret'] ”值设置为任意一个字符串，如图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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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PHP7测试页面 

图 121  修改“$cfg['blowfish_secret']”的值 

2）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localhost/phpMyAdmin463”并按回车键，进入登录页面， 

在用户名处输入“root” ，在密码处输入前面设置过的MySQL密码，如图 1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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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phpMyAdmin的登录页面 

3）单击“执行”按钮，即可进入数据库管理首页，如图 123所示。 

图 123  数据库管理首页 

至此，IIS7.5+MySQL5.7+PHP7 全部的安装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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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常用代码编辑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好的编辑器或开发工具，能够极大提高程序开发效率， 

下面介绍几款常用的 PHP 开发工具，供大家选择使用。 
1．Adobe Dreamweaver CS6 
Adobe Dreamweaver CS6 是世界顶级软件厂商 Adobe 推出的一套拥有可视化编辑界面， 用 

于制作并编辑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的网页设计软件。由于它支持代码、拆分、设计、实时视图 

等多种方式来创作、编写和修改网页（通常是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 HTML），对于 

初级人员，可以无需编写任何代码就能快速创建Web 页面。 
2．Zend Studio 
Zend Studio是目前公认的最强大的 PHP 开发工具， 是专业开发人员在使用 PHP 整个开发 

周期中唯一的集成开发环境（IDE） ，它包括了 PHP所有必须的开发部件。通过一整套编辑、 

调试、分析、优化和数据库工具，Zend Studio 加速开发周期，并简化复杂的应用方案。 
Zend Studio是屡获大奖的专业 PHP 集成开发环境，具备功能强大的专业编辑工具和调试 

工具，支持 PHP 语法加亮显示，支持语法自动填充功能，支持书签功能，支持语法自动缩排 

和代码复制功能，内置一个强大的 PHP 代码调试工具，支持本地和远程两种调试模式，支持 

多种高级调试功能。 
Zend Studio可以在 Linux、Windows、Mac OS X 上运行。 
3．PHPEdit 
PHPEdit 是一款 Windows 下优秀的 PHP 脚本 IDE。该软件为快速、便捷的开发 PHP 脚本 

提供了多种工具，其功能包括：语法关键词高亮；代码提示、浏览；集成 PHP 调试工具；帮 

助生成器；自定义快捷方式；150 多个脚本命令；键盘模板；报告生成器；快速标记；插件等。 
4．EditPlus 
EditPlus 是一款由韩国 Sangil Kim（ESComputing）出品的小巧但是功能强大的可处理文 

本、HTML 和程序语言的 Windows 编辑器，甚至可以通过设置用户工具将其作为 C、Java、 
PHP 等语言的一个简单的 IDE。 

1.3 第一个 PHP 程序 

PHP 服务器环境运行配置完成以后，接下来就开始编写第一个 PHP 程序了。本书所有程 

序均使用 Adobe Dreamweaver CS6 开发工具进行编写。 

【例 11】编写一个简单的 PHP 程序，输出一条欢迎信息。 

【实现步骤】 

（1）启动 Adobe Dreamweaver CS6，选择“站点/新建站点” ，把 D:\PHP 目录设置为站点 

目录。选择“文件/新建”菜单，打开“新建文档”对话框，在“空白页”列表框中选择“PHP” 

选项，如图 124 所示。 

（2）单击“创建”按钮，在新建页面的“代码”视图中的<body></body>标签对中间开 

始编写 PHP 代码，如图 1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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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新建文档”对话框 

图 125  编写 PHP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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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代码后，将文件保存到路径“D:\PHP\CH01\exp01.php”下，然后在浏览器地址 

栏中输入：http://localhost/CH01/exp01.php，即可浏览页面运行结果，如图 126所示。 

图 126  程序运行结果 

说明：“<?php”和“?>”是  PHP 的标记符，echo 语句是用于输出的语句，可将紧跟其 

后的字符串、变量、常量的值显示在页面中。 

1.4 实训 

1．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安装 PHP 的运行环境。 
2．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安装 Adobe Dreamweaver CS6。 
3．编写一个简单的 PHP 程序，输出自己的班级、姓名等基本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