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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云技术简介 

1.1 启动云的力量 

启动云的力量。 

—这是软件巨擎微软公司的口号。 

 

包括 Google、IBM、Oracle 甚至传统的软件厂商、硬件厂商，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云

计划”，是什么魅力让软硬件厂商对云计算如此趋之若鹜呢？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分布式计算技术的一种，其最基本的概念，是透过网络将

庞大的计算处理程序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子程序，再交由多部服务器所组成的庞大系统

经搜寻、计算分析之后将处理结果回传给用户。透过这项技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数秒

之内，达成处理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信息，达到和“超级计算机”同样强大效能的网络服

务，也可以将其称为软件版的“网格计算”。 

云计算背景是随着硬件不断发展，“摩尔定律”推动处理器内核、硬盘存储等硬件技

术走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全球互联网带宽不断提升，IPV6、3G 乃至 4G 的技术取得新突破，

家庭、办公以及移动互联网宽带都达到了一个随手可得的水准，从而人们认识到，以 WEB

服务器为中心的存储与应用将带来更大的便利，在新兴互联网商家的主导下，为用户提供免

费、开放、按需订制服务，而平台通过这类服务可获得增值赢利（如 Google 的广告收入）。 

云计算与网格计算不同的是，网格计算是硬件厂商主导的概念，而云计算则更多的融

合了互联网与软件厂商的智慧。 

 

1.2 全世界只有五台服务器 

有这样的说法，当今世界只有五台计算机，一台是 Google 的，一台是 IBM 的，一台

是 Yahoo 的，一台是 Amazon 的，一台是 Microsoft 的，因为这五个公司率先在分布式处理

的商业应用上捷足先登引领潮流。 

如同 Sun 公司很早就提出“网络就是计算机”的先见之明，云计算将改变信息产业的

格局，现在许多人已经用上了 Google Doc 和 Google Apps，用上了许多远程软件应用如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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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处理而不是用自己本地机器上安装这些应用软件，以后谁还会花钱买 Office 软件呢?还有

许多企业应用如电子商务应用，例如要写一个交易程序， Google 的企业方案就包含了现成

的模板，一个销售人员根本没学习过 Netbeanr 也能做出来。这种计算和产业动向是符合开

源精神的，符合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趋势。。 

如同“无所不在的计算”，IBM 有一个无所不在的计算叫“Ubiquitous”，微软随后也提

出一个无所不在的计算“Pervade”，并推出了.net 技术，与跨平台、跨物理域的信息交互形

成一体，构建真正面向大众的“无所不在的计算。 

下图即为 IBM“蓝云”结构，它揭示了“永无竭止”、“使用不尽”的硬件存储和计算

方案的思路： 

 

1.3 云如何改变我们 

云计算当然不是微软、GOOGLE 的专利，我们生活中无处不使用着新文明带来的便利。 

电子邮件使用网易的 126、163 的“邮箱云”、 

内容存储使用腾讯的“网络硬盘”、 

图片使用着 Google 或其它社区的图象空间“图库云”、 

查找文档使用着维普、CNKI 的“论文云”、 

„„ 
 

我们也可以将“云计算”简单的定义为：不在本地运营，依托服务器提供的服务。 

因而，我们对云计算的三大要素有了清晰认识： 

要素名 解释 

云端 

也称云层、云台。即提供“云”服务的远程平台，如网易邮箱系统是其电

子邮局服务的“云端”，用户不需要为此投入任何费用。 

“云端”决定着云服务的特征。 

云通道 

为用户提供云计算服务的管道。 

如浏览器是我们获取电子邮箱服务的管道，没有浏览器则无法操作这些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OE、Foxmail 这类客户端）。 

而比如 Adobe Flash 是获取偷菜、在线小游戏的通道工具。 

而 Google 重写的 JavaScript、微软的 silverlight 也是提供云计算的管道工具，

Zoomla!逐浪 CMS 同样是企业信息化云的重要介质。 

云用户 
获取云计算服务的用户群体，无论是公开云还是私有云，对用户是有特定

认证的，如网易邮箱凭密码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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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逐浪 CMS 的云技术布局 

早在 zoomla 逐浪 CMS4.6 研发时代，我们就确立了推进“云”计算的目标，它与华夏

互联的硬件存储解决方案一体，构成了面向未来的云平台。 

如同我们逐浪 CMS5.0 研发规划的五大目标：  

千套模板门户利器 

网上办公随手可得 

微博应用无所不能 

集全景三维云计算 

免费客服通更便利 

 

而面向未来，Zoomla!逐浪 CMS 确立了三大开发体系中，云技术是最重要的体系： 

 

我们的目标：人人都建好网站、人人享受好网站、所有管理软件跑在我们的 CMS 上~！ 

通过这样的目标控制与管理，我们力求为广大站长、开发者、企业用户接入广大的免

费应用，而且这些应用都是以免费、开放的性质面向用户，不同于一些传统 CMS 厂商以“交

换机”的形式收取佣金，我们提供的内核计算与软件，致力于网站“芯片”级的服务，无任

何强制版权、升级提示、植入性弹出对话框与广告，致力于服务于广大本土企业、开发者，

构建全新的 CMS 生态空间。 

作为国内领先的 CMS 软件研发厂商， Zoomla!逐浪 CMS 系列软件家族将不断推进开放

进程、融入技术创新，引领行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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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如何使用 5.0 系统的云模块 

3.1 技术原理 

Zoomla!逐浪 CMS5.0 的云模块是一个集成模板、风格、标签与模型一体化的应用功能

体系，其目标是实现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获取官方提供的站点模板风格以及一整套的应用功

能，这样不管您是专业的站长，还是普通的用户都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获得 Zoomla!逐浪软

件官方和社区提供的模板方案，从而轻松的构建起卓越的网站。 

 
 

 

我们定义的一个站点方案包括以下元素： 

 
 

 

站点方案安装流程： 

 

 

 

Zoomla!逐浪 CMS 的云技术模块，是一个纯粹的面向用户的开放平台，整个过程中不

收集用户任何信息，确保安全、稳定、易用、方便。 

 

  

内核 

程序 

站点 

方案 

终极卓
越网站 

站点方案 

模板缩略图 配置信息 节点元素 模型元素 模板目录 风格目录 

选择模板
方案 1 验证下载

模板方案 2 
备份旧
模板方
案 

3 执行安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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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云台配置 

Zoomla!逐浪 CMS5.0 启用了一个云台中心，即逐浪软件官方提供的 updata.zoomla.cn

官方服务器，通过这个服务器，可以通过享受提供的站点方案。 

在系统配置—网站参数配置—风格参数中，设置“系统云台”，默认云台地址为

updata.zoomla.cn（对于高级用户和订制版本此云台是可配置的），支持从远程云端下载功能

与模板界面： 

 

3.3 下载方案 

进入系统配置—模板风格，默认 Zoomla!逐浪 CMS 系统只有一套方案：bule，但可以

通过点击界面中的[官方下载]功能，来启用远程模板，如下图： 

 

http://zoomla.cn/Content.aspx?ItemID=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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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下载]中，系统提供了官方免费提供的云端站点方案，用户可以点击缩略图来

预览大图效果，从而 选择合适的站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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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你选中的站点方案中[安装]按钮，系统提示下载，静候下载完成： 

 
 

系统会提示需要 1-5 分钟，具体速度视站点方案的大小决定，点击继续下载 

 

 

下载完成，系统会提示成功下载，您可以在这一步选择设置为默认，也可以在本地模

板管理界面进行切换，下一节将进对此进行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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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安装方案 

安装方法之一： 

下载完方案后，点击[设置为默认方案]，即可快速完成安装，系统提示“设置成功”，

前台界面和整体功能随之完成切换，如下图所示。 

 
 

安装方法之二： 

进入系统配置—模板风格，在默认的本地方案库中，会显示您已下载在本地方案，在

这里可以自由选择您喜欢的方案，然后点击安装，只要点击 [设为默认]即可快速完成安装。 

如下图所示： 

 

怎么样？这样易用方便的功能让您心动吧。 

需要再次提示的是，我们的站点方案和云模块提供的不再是简单的模板风格，而是集

成功能一体化的站点切换功能，我们将以此开拓中国网站开发新纪元。 

同时，如果您需要更高的开发与应用，请浏览下一节《剖析方案》。 

 

PS：在 Zoomla!逐浪 CMS5.0 中，我们官方面向商业用户提供了近千套方案免费下载，

而免费用户也提供了八套精选方案，同时随着我们的开放社区布局的不断完善，还会不断的

更新，让广大站长和开发者尽享逐浪软件带来的便利！ 

http://zoomla.cn/Content.aspx?ItemID=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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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剖析方案 

诚然，任何一套站点的方案都不能满足个性化站点的需求，用户总希望能够根据自己

的需求订制，所以，对一套站点方案的剖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下面是一套标准站点方案的结构： 

 

从上图的结构中，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中几个特征： 

首先是效率优先，所有的方案都不从 Database 读取，而是直接从 I/O 物理层读取，这

样速度显然是致上的！ 

其次是分类明确，style 作为风格目录，用来存储风格、CSS、JS、图片等文件，而后

台的节点配置中会智能屏蔽这个目录名。 

 

再次是直观易用，秉承 Zoomla!逐浪 CMS 历史版本的优点，所有标签、模板，即可以

在网站后台进行编辑，也可以直接在物理硬盘上进行编辑。 

对于有一定编程经验的用户，可以直接下载这些站点方案文件，修改更新即可，而不

用进入后台进行繁杂的操作，显然效率更加提高。 

注：更多应用帮助请参照 www.zoomla.cn 帮助文档与使用手册，或访问 bbs.zoomla.cn

技术论坛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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