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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物联网 

1.1 物联网概览 

1.1.1 物联网的背景   

（1）物联网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0 年施乐公司的网络可乐贩售机。 

（2）1999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上首先提出物联网

（internetof things）这个概念，提出了结合物品编码、RFID和互联网技术

的解决方案。 

（3）2003年，美国《技术评论》提出传感网络技术将是未来改变人们生

活的十大技术之首。2005年 11月 17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上，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ITU 互联网报告 2005：物联网》，引

用了“物联网”的概念。 

（4）物联网的定义和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覆盖范围有了较大的拓展，不

再只是指基于 RFID 技术的物联网。根据 ITU 的描述，在物联网时代，通过在各

种各样的日常用品上嵌入一种短距离的移动收发器，人类在信息与通信世界里

将获得一个新的沟通维度，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扩

展到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的沟通连接。物联网概念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国际电信联盟 2005 年以物联网为标题的年度互联网报告。虽然目前国内对物

联网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定义，但从物联网本质上看，物联网是现代信息

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聚合性应用与技术提升，将各种感知技术、

现代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聚合与集成应用，使人与物智慧对话，

创造一个智慧的世界。 

（5）物联网的本质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特征，即对

需要联网的物一定要能够实现互联互通的互联网络；二是识别与通信特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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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物联网的“物”一定要具备自动识别与物物通信（M2 M）的功能；三是智

能化特征，即网络系统应具有自动化、自我反馈与智能控制的特点。 

（6）2009年 1 月 28日，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

了一次“圆桌会议”，作为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

出“智慧地球”这一概念，建议新政府投资新一代的智慧型基础设施。当年，

美国将新能源和物联网列为振兴经济的两大重点。2009年 2月 24日 2009IBM

论坛上，IBM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钱大群公布了名为“智慧的地球”的最新策

略。此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有分析认为 IBM公司

的这一构想极有可能上升至美国的国家战略，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IBM

认为，IT产业下一阶段的任务是把新一代 IT 技术充分运用到各行各业之中，

具体地说，就是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

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并且被普遍连接，形成物联

网。 

（7）2009年 8 月温家宝同志在视察中科院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所时，对

于物联网应用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要求。自温总理提出“感知中国”以来，物

联网被正式列为国家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物联网

在中国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关注，其受关注程度是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各国

各地区无法比拟的。物联网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外来概念，不如说它已经是一

个“中国制造”的概念，它的覆盖范围与时俱进，已经超越了 1999 年在美国召

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上和 2005年 ITU报告中所指的范围，物联网已被

贴上“中国式”标签。 

1.1.2 物联网的定义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指的是将无处不在（ubiquitous）的末端

设备（devices）和设施（facilities），包括具备“内在智能”的传感器、移

动终端、工业系统、楼控系统、家庭智能设施、视频监控系统等，和“外在使

能”（enabled）的，如贴上 RFID的各种资产（assets）、携带无线终端的个人

与车辆等“智能化物件或动物”或“智能尘埃”（mote），通过各种无线和/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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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长距离和/或短距离通信网络实现互联互通（M2M）、应用大集成

（grandintegration），以及基于云计算的 SaaS营运等模式，在内网

（Intranet）、专网（Extranet）、和/或互联网（Internet）环境下，采用适当

的信息安全保障机制，提供安全可控乃至个性化的实时在线监测、定位追溯、

报警联动、调度指挥、预案管理、远程控制、安全防范、远程维保、在线升

级、统计报表、决策支持、领导桌面（集中展示的 cockpit dashboard）等管

理和服务功能，实现对“万物”的“高效、节能、安全、环保”的“管、控、

营”一体化。 

1.1.3 物联网基本构成   

由于物联网应用的专属性，其种类千差万别，分类方式也有不同。例如，

按网络类型，物联网可划分为公众物联网和专用物联网两类。 

公众物联网是指为满足大众生活和信息的需求提供的物联网服务；专用物

联网就是满足企业、团体或个人特色应用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的专业性的物

联网业务应用。 

物联网的“物”实质物联网的“物”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够被纳入物联网

的范围：①要有相应信息的接收器；②要有数据传输通路；③要有一定的存储

功能；④要有 CPU; ⑤要有操作系统；⑥要有专门的应用程序；⑦要有数据发

送器；⑧遵循物联网的通信协议；⑨在网络世界中有可被识别的唯一编号。 

专用物联网可以利用公众网络（如 Internet）、专网（局域网、企业网络

或移动通信互联网中公用网络中的专享资源）等进行信息传送。物联网按照接

入方式可分为简单接入物联网和多跳接入物联网两种；物联网按照应用类型可

分为数据采集物联网、自动控制物联网、定位物联网、日常便利性物联网等多

种 

不管是哪一种应用领域的物联网，也不管是哪一种分类方式的物联网系

统，其基本构成均包括三部分，即电子产品编码（electronic product code, 

EPC）、射频识别系统（包括标签和读写器）和信息网络系统[包括 EPC 中间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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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名称解析服务（obj ect name service, ONS）、实体标记语言（physical 

markup language,PML）和 EPC信息服务（EPC information service, 

EPCIS）]，信息网络系统主要作为物联网的软件支持系统存在。 

1.1.4 三网概念比较 

物联网、传感器网以及泛在网的概念比较目前在业界出现了三个概念，即

物联网、传感器网和泛在网，它们有什么区别与异同呢？ 

（1）物联网是以感知为目的，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面互联的网

络。其突出特征是通过各种感知方式来获取物理世界的各种信息，结合互联

网、移动通信网等进行信息的传递与交互，再采用智能计算机技术对信息进行

分析，从而提升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能力，实现智能化的决策和控制。 

（2）传感器网是由许多在空间上分布的自动装置组成的一种计算机网络，

这些装置使用传感器协作地监控不同位置的物理或环境状况（比如温度、声

音、振动、压力、运动或污染物），通过感知识别技术，让物品“开口说话、发

布信息”，是融合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重要一环，是物联网区别于其他网络的

最独特的部分。物联网的“触手”是位于感知识别层的大量信息生成设备，包

括 RFID、传感器网络、定位系统等。传感器网所感知的数据是物联网海量信息

的重要来源之一。 

（3）泛在网，即广泛存在的网络，它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为

基本特征，以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物都能顺畅通信为目

标。 

物联网通信技术旨在实现人和物体、物体和物体之间的沟通和对话，这就

需要统一的通信协议和技术、大量的 IP地址，再以自动控制、纳米技术、

RFID、智能嵌入等技术为支撑。这些协议和技术统称为泛在网技术，它是物联

网通信技术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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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物联网需要对物体具有全面感知能力，对信息具有可靠传送和

智能处理能力，从而形成一个连接物体与物体的信息网络。 

 

图 1-1 三种网络概念之间的关系 

1.2 物联网技术应用 

1.2.1 技术特征 

物联网的技术特征来自于同互联网的类比。物联网不仅对“物”实现连接

和操控，它还通过技术手段的扩张，赋予了网络新的含义。物联网的技术特征

是全面感知、互通互联和智慧运行。物联网需要对物体具有全面感知的能力，

对信息具有互通互联的能力，并对系统具有智慧运行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连

接人与物体的信息网络。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用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

生产和生活，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

“智慧”的状态。 

1.2.1.1 全面感知 

全面感知全面感知解决的是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的数据获取问题。全面感

知是物联网的皮肤和五官，主要功能是识别物体、采集信息。全面感知是指利

用各种感知、捕获、测量等的技术手段，实时对物体进行信息的采集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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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们在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对“物”局域性的感知处理。例如，

测速雷达对行驶中的车辆进行车速测量，自动化生产线对产品进行识别、自动

组装等。 

现在，物联网全面感知是指物联网在信息采集和信息获取的过程中追求的

不仅是信息的广泛和透彻，而且强调信息的精准和效用。“广泛”描述的是地球

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物体，凡是需要感知的，都可以纳入物联网的范畴；“透彻”

是通过装置或仪器，可以随时随地提取、测量、捕获和标识需要感知的物体信

息；“精准和效用”是指采用系统和全面的方法，精准、快速地获取和处理信

息，将特定的信息获取设备应用到特定的行业和场景，对物体实施智能化的管

理。 

在全面感知方面，物联网主要涉及物体编码、自动识别技术和传感器技

术。物体编码用于给每一个物体一个“身份”，其核心思想是为每个物体提供唯

一的标识符，实现对全球对象的唯一有效编码；自动识别技术用于识别物体，

其核心思想是应用一定的识别装置，通过被识别物品和识别装置之间的无线通

信，自动获取被识别物品的相关信息；传感器技术用于感知物体，其核心思想

是通过在物体上植入各种微型感应芯片使其智能化，这样任何物体都可以变得

“有感觉、有思想”，包括自动采集实时数据（如温度、湿度）、自动执行与控

制（如启动流水线、关闭摄像头）等。 

1.2.1.2 可靠传输 

互通互联互通互联解决的是信息传输问题。互通互联是物联网的血管和神

经，其主要功能是信息的接入和信息的传递。互通互联是指通过各种通信网与

互联网的融合，将物体的信息接入网络，进行信息的可靠传递和实时共享。 

“互通互联”是“全面感知”和“智慧运行”的中间环节。互通互联要求

网络具有“开放性”，全面感知的数据可以随时接入网络，这样才能带来物联网

的包容和繁荣。互通互联要求传送数据的准确性，这就要求传送环节具有更大

的带宽、更高的传送速率、更低的误码率。互通互联还要求传送数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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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于无处不在的感知数据很容易被窃取和干扰，因此要求保障网络的信息

安全。 

互通互联会带来网络“神经末梢”的高度发达。物联网既不是互联网的翻

版，也不是互联网的一个接口，而是互联网的一个延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互通互联就是利用互联网的“神经末梢”将物体的信息接入互联网，它将带来

互联网的扩展，让网络的触角伸到物体之上，网络将无处不在。在技术方面，

建设“无处不在的网络”，不仅要依靠有线网络的发展，还要积极发展无线网

络，其中光纤到路边（FTTC）、光纤到户（FTTH）、无线局域网（WLAN）、卫星定

位（GPS）、短距离无线通信（如 ZigBee、RFID）等技术都是组成“网络无处不

在”的重要技术。有人预测，不久的将来，世界上“物物互联”的业务跟“人

与人通信”的业务相比，将达到 30∶1。如果这一预测成为现实，物联网的网

络终端将迅速增多，无所不在的网络“神经末梢”将真正改变人类的生活。 

物联网建立在现有移动通信网和互联网等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接入设备与

通信网和互联网相连。在信息传送的方式上，可以是点对点、点对面或面对

点。广泛的互通互联使物联网能够更好地对工业生产、城市管理、生态环境和

人民生活的各种状态进行实时监控，使工作和娱乐可以通过多方协作得以远程

完成，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运作方式。 

1.2.1.3 智能处理  

智慧运行智慧运行解决的是计算、处理和决策问题。智慧运行是物联网的

大脑和神经中枢，主要包括网络管理中心、信息中心、智能处理中心等，主要

功能是信息及数据的深入分析和有效处理。“智慧运行”是指利用数据管理、数

据处理、模糊识别、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各种智能计算技术，对跨地区、跨行

业、跨部门的数据及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以便整合和分析海量、复杂的数据

信息，提升对物理世界、经济社会、人类生活各种活动和变化的洞察力，实现

智能决策与控制，以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方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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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运行不仅要求物服从人，也要求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在物联网内，所

有的系统与结点都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起到互帮互助的作用。对于物联网来

说，通过智能处理可以增强人与物的一体化，能够在性能上对人与物的能力进

行进一步扩展例如，当某一数字化的物体需要补充电能时，物体可以通过网络

搜索到自己的供应商，并发出需求信号；当收到供应商的回应时，这个数字化

的物体能够从中寻找到一个优选方案来满足自我的需求；而这个供应商，既可

以由人控制，也可以由物控制。这类似于人们利用搜索引擎进行互联网查询，

得到结果后再进行处理。具备了数据处理能力的物体，可以根据当前的状况进

行判断，从而发出供给或需求信号，并在网络上对这些信号进行计算和处理，

这成为物联网的关键所在。 

仅仅将物连接到网络，还远远没有发挥出物联网的最大威力。物联网的意

义不仅是连接，更重要的是交互，以及通过互动衍生出来的种种可利用的特

性。物联网的精髓是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相融与互动、交流与沟通。在

这些功能中，智慧运行成为核心与灵魂。 

1.2.2 三层技术结构 

物联网是一个层次化的网络。物联网大致有 3层，分别为感知层、网络层

和应用层。物联网的 3个层次涉及的关键技术非常多，是典型的跨学科技术。

物联网不是对现有技术的颠覆性革命，而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综合运用实现全

新的通信模式。同时，在对现有技术的融合中，物联网提出了对现有技术的改

进和提升要求，并催生出新的技术体系。 

1.2.2.1 感知层 

物联网要实现物与物的通信，其中“物”的感知是非常重要的。感知层是

物联网的感觉器官，用来识别物体、采集信息。 

亚里士多德曾对“物”给出了解释：“物”即存在。“物”能够在空间和时

间上存在和移动，可以被辨别，一般可以通过事先分配的数字、名字或地址进

行编码，然后加以辨识。感知层利用最多的是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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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系统等技术，感知层的目标是利用上述诸多技术形成对客观世界的全面感

知。在感知层中，物联网的终端是多样性的，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物理实体

需要实现智能感知，这就涉及众多的技术层面。在与物联网终端相关的多种技

术中，核心是要解决智能化、低功耗、低成本和小型化的问题。 

1.2.2.2 网络层 

物联网当然离不开网络。物联网的价值主要在于网，而不在于物。网络层

是物联网的神经系统，负责将感知层获取的信息进行处理和传输。 

网络层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用于整合和运行整个物联网。网络层包括

接入网与互联网的融合网络、网络管理中心、信息处理中心等。接入网有无线

接入网和有线接入网，通过接入网能将信息传入互联网。网络管理中心和信息

处理中心是实现以数据为中心的物联网中枢，用于存储、查询和处理感知层获

取的信息。 

1.2.2.3 应用层 

物联网建设的目标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应用和服务体验。应用层形成了物

联网的“社会分工”，这类似于人类社会的分工。每行每业都需要进行各自的物

联网建设，以不同的应用目的完成各自“分工”的物联网。物联网结合行业需

求，与行业专业技术深度融合，可以实现所有行业的智能化，进而实现整个世

界的智能化，这也是物联网的建设目的。 

应用层把感知和传输来的信息进行分析，做出正确的控制和决策，解决信

息处理和人机交互的问题。应用层主要基于软件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实现，这其

中大数据和云计算作为海量数据分析的平台，可以为用户提供丰富的特定服

务。应用层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制造领域、物流领

域、医疗领域、身份识别领域、军事领域、交通领域、食品领域、防伪安全领

域、资产管理领域、图书领域、动物领域、农业领域、电力管理领域、电子支

付领域、环境监测领域、智能家居领域等。应用层的不断开发将会带动物联网

技术的研发，带动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最终带来物联网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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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涉及到 3D 界面的开发，对大部分企业来说都有一定挑战。ThingJS 

是物联网可视化 PaaS 开发平台，帮助物联网开发商轻松集成 3D 可视化界面，

可以极大降低 3D 界面开发的成本。下图清晰的反映了 ThingJS 在物联网领域

中的定位： 

 

图 1-2 ThingJS在物联网领域中 

1.应用层的起源 

应用是物联网发展的目的。现在有观点甚至认为，从技术特征来看，物联

网本身就是一种应用。物联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感知层感知到的信息”

和“网络层传输来的信息”更好地加以利用，在各行各业全面应用物联网。应

用层主要基于软件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来实现，用于完成数据的管理和数据的处

理。这些数据与各行各业的应用相结合，将实现所有行业的智能化，进而实现

整个地球的智能化，这也就是所期望的“智慧地球”。 

2.应用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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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应用层解决的是信息处理和人机交互的问题，网络层传输而来的数

据在这一层进入各种类型的信息处理系统，并通过各种设备与人进行交互。在

应用层中，各种各样的物联网应用场景通过物联网中间件接入网络层。 

物联网中间件是一种软件，用于进行各种数据的处理。物联网中间件包括

一组服务，以便于运行在一台或多台机器上的多个软件通过网络进行交互。物

联网中间件能够管理计算机资源和网络通信，相互连接的系统即使具有不同的

接口，通过中间件仍能交换信息。 

物联网应用场景是指物联网的各种应用系统，物联网最终将面向工业、农

业、医疗、个人服务等各种应用场景，实现各行各业的应用。物联网的应用系

统提供人机接口，不过这里的人机界面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与计算机交互的概

念，而是泛指与应用程序相连的各种设备与人的交互。物联网虽然是“物物相

连的网络”，但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提供人机接口，实现“人”对“机”的操

作与控制。 

应用层主要基于软件技术和智能终端来实现，这其中云计算和大数据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技术上看，大数据与云计算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一样密不可分。云计算作为虚拟化硬件、软件的分布式解决方案，可以为物联

网提供无所不在的信息处理能力，用户通过云计算可以获得订购的应用服务。

物联网将产生大量数据，大量的数据必然无法用单台的计算机进行处理，需要

采用分布式架构，对海量数据进行分布式数据挖掘。 

3.物联网应用的环境 

物联网将创造一个由数以亿计、使用无线标识的“物”组成的动态网络，

并赋予“物”完全的通信和计算能力，这需要一个普适计算的环境。当前云计

算、大数据等热点技术可以提高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提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

力，并提供智能化的技术环境。物联网通过与热点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真实

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 

（1）普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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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计算是由 IBM提出的概念。所谓普适计算（UbiquitousComputing），

就是指无所不在的、随时随地可以进行计算的一种方式，无论何时何地，只要

需要，就可以通过某种设备访问到所需的信息。 

普适计算的含义十分广泛，所涉及的技术包括移动通信技术、小型计算设

备制造技术、小型计算设备上的操作系统技术及软件技术等。普适计算技术在

软件技术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普适计算可以降低设备使用的复杂程

度，使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有效率。实际上，普适计算是网络计算的自然延

伸，它使得个人计算机及其他小巧的智能设备可以连接到网络中去，从而方便

人们即时地获得信息并采取行动。 

间断连接与轻量计算（即计算资源相对有限）是普适计算最重要的两个特

征。实现普适计算的基本条件是计算设备越来越小，方便人们随时随地佩戴和

使用。在计算设备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条件下，普适计算才有可能实现。 

（2）云计算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分布式计算

（Distributed Computing）、并行计算（Parallel Computing）、效用计算

（Utility Computing）、网络存储（Network StorageTechnologies）、虚拟化

（Virtualization）、负载均衡（Load Balance）等传统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

发展融合的产物。狭义的云计算是指 IT基础设施的交付和使用模式，是指通过

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的资源；广义的云计算是指服务的交付和

使用模式，是指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的服务。 

云计算的核心思想是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调

度，构成一个计算资源池，向用户按需提供服务。提供资源的网络被称为

“云”，“云”中的资源在使用者看来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并且可以随时获取，

按需使用，随时扩展，按使用付费。云计算被视为“革命性的计算模型”，企业

与个人用户无须再投入昂贵的硬件购置成本，只需要通过互联网来购买、租赁

计算能力即可，它意味着计算能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购买，就像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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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一样。云计算可以轻松实现不同设备间的数据共享，将 IT资源、数据和应

用作为服务通过网络提供给用户。 

对于物联网来说，本身需要进行大量而快速的运算，云计算的运算模式正

好可以为物联网提供良好的应用基础。建设物联网需要高效的、动态的、可以

大规模扩展的计算资源处理能力，这个能力正是云计算所擅长的。 

（3）大数据技术 

目前的数据量增加之快，大致可以这样描述：近几年全球生成的数据量，

相当于此前一切时代人类所生产的数据量的总和。大数据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

取、存储、管理和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的数据集合。目前各种类型的

技术装置延伸了人类感官的感知能力，把 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

Variety（多样）的数据呈现给人类成为人类认识的来源，这就是现在的大数据

时代。 

大数据技术与云计算、物联网密切相关。大数据不是抽样数据，而是全部

的数据，所以大数据必须依赖云计算，不可能是局域网。物联网的目标是把所

有物体都连接到互联网，并把物体的数据上传，自然就是大数据了。大数据、

云计算都是物联网的基础设施。 

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数据获得的。大数据包括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所

有方面，对世界的认识已转变为对数据的解读。大数据技术就包含数据挖掘，

总体来说，数据挖掘使用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完成对数据潜在价值的发现和展

示。当我们寻求世界的本质时，就是寻找数据之间的关联，数据已经成为认知

的源泉。 

1.2.3 重点应用领域 

 “物联网”理念是实现物与物的智能连接。物联网的应用需求可以从不同

角度划分，各个角度的应用又相互渗透和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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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智能电网 

传统的电网采用的是相对集中的封闭管理模式，效率不高，每年在全球发

电和配送过程中的浪费是十分惊人的。在没有智能电网负载平衡或电流监视的

情况下，每年全球电网浪费的电能足够印度、德国和加拿大使用一整年。 

通过物联网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电力基础设施，可以

分别在发电、配送和消耗环节测量能源，然后在网络上传输这些测量结果。智

能电网可以自动优化相互关联的各个要素，有助于做出更好的整个电网的供配

电决策。对于电力用户，通过智能电网可以随时获取用电费用（查看用电记

录），根据了解到的信息改变其用电模式；而对于电力公司，可以实现电能计量

的自动化，摆脱大量人工繁杂工作，通过实时监控，实现电能质量监测、降低

峰值负荷，整合各种能源，以实现分布式发电等一体化高效管理；对于政府和

社会，可以及时判断浪费能源设备，以及决定如何节省能源、保护环境。最终

实现更高效、更灵活、更可靠的电网运营管理，进而达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

展的目的。 

1.2.3.2 智能交通 

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和私家车的爆炸式发展，使我国已经进入了汽车化的时

代。然而，交通基础设施和管理措施跟不上汽车数量的增加速度，带来了诸如

交通阻塞、交通事故等诸多问题。 

要减少堵车，除了修路以外，智能交通系统也可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最大

效能。通过物联网可将智能与智慧注入城市的整个交通系统，包括街道、桥

梁、交叉路口、标识、信号和收费等等。通过采集汇总地埋感应线圈、数字视

频监控、车载 GPS、智能红绿灯等交通信息，可以实时获取路况信息并对车辆

进行定位，从而为车辆优化行程，避免交通拥塞现象，选择泊车位置。交通管

理部门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对出租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进行智能调度和管

理，对私家车辆进行智能诱导以控制交通流量，侦察、分析和记录违反交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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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行为，并对进出高速公路的车辆进行无缝检测、标识和自动收取费用，最终

提高交通通行能力。 

未来，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实现车辆与网络相连，使城市交通变得更加聪明

和智慧。因此，智能交通将缓解拥堵、缩减汽车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改善

人们的出行状况，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1.2.3.3 智能物流 

物流就是将货物从供应地向接收地准确、及时、安全地进行配送的过程。

传统的物流模式达到了物流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现代物流

要求的提高，传统物流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采购、运输、仓储、生产、配

送等环节孤立，缺乏协作，无法实时跟踪货物状态，而且成本比较高，效率低

下。 

如果考虑在货物或集装箱上加贴 RFID电子射频标签，同时在仓库门口或其

他货物通道安装 RFID 终端，就可以自动跟踪货物的入库和出库，识别货物的状

态、位置、性能等参数，并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将这些位置信息和货物基本信

息传送到中心处理平台。通过该终端的货物状态识别，可以实现物流管理的自

动化和信息化，改变人工识别盘点和识别方式，使物流管理变得非常顺畅和便

捷，从而大大提高物流的效率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智能物流通过使用搜索引擎和强大的分析可以优化从原材料至

成品的供应链，帮助企业确定生产设备的位置，优化采购地点，制定库存分配

战略，实现真正端到端的无缝供应链。这样就能增强企业控制力，同时还能减

少资产消耗、降低成本（交通运输、存储和库存成本），也能改善客户服务（备

货时间、按时交付、加速上市）。 

1.2.3.4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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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智能家居是各类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产品、信息家电及智能家居等

通过物联网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实现家庭网络中各类电子产品之间的“互联

互通”，从而实现随时随地对智能设备的控制。例如，家庭环境系统检测到室内

湿度太高，它会配合启动空调采取除湿措施；厨房的油烟浓度过高，它会启动

抽油烟机；天气骤然降雨或外面噪声过大，它会自动关闭窗户；太阳辐射较

大，它会自动关闭窗帘。 

广义家居指智能社区建设，主要是以信息网、监控网和电话、电视网为中

心的社区网络系统，通过高效、便捷、安全的网络系统实现信息高度集成与共

享，实现环境和机电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监控。智能社区可以通过社区综合

网络进行暖通空调、给排水监控、公共区照明、停车场管理、背景音乐与紧急

广播等物业管理及门禁系统、视频监控、入侵报警、火灾自动报警和消防联动

等社区的安全防范。智能社区建设是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随着技术进

步和我国不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目前独立的互联网、电话和电视网三个网络

逐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综合网络，进一步提高社区的数字化水平，实现信息资

源共享和设备的优化配置。 

1.2.3.5 环境与安全检测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自然

的和社会的风险及矛盾并存，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面临严峻形势，亟待构

建物联网来感知公共安全隐患。 

物联网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环境与公共安全检测中，例如地表、堤坝、道路

交通、公共区域、危化品、水资源、食品安全生产环节及疫情等容易引起公共

安全事故发生的源头、场所和环节。监测的内容包括震动、压力、流量、图

像、声音、光线、气体、温湿度、浓度、化学成分、生物信息等。可见，公共

安全监测领域覆盖范围广，监测指标多，内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公共安全管理的关键是预先感知，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隐患越早被识别，

就可以越及时地采取措施，损失就越小。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监测物联网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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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共安全风险提供有效的预防机制，使得重大安全事件得以及时、有力、透

明地解决。 

1.2.3.6 工业与自动化控制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已经成为抢占市场、增加

利润的主要方式。物联网技术能够有效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降低产品成本和减少资源消耗，将传统工业提升到智能工业的新阶段。 

物联网技术可应用于生产线的过程检测、实时参数采集、生产设备与产品

监控管理、材料消耗监测等，并通过与企业 ERP系统对接，实现管控一体化和

质量溯源，提升生产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档次；通过物联网技术可监控生产环

境及设备状态，如设备运转的温度、周边环境的湿度等，对设备的运行状态的

确认和环境的实时监测，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物联网与环保设备融合可实现

对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 COD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控，防止突发

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另外，也可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员工的出勤管理：员

工是企业的重要有形资产，员工的出勤对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效率有积极作

用。采用 RFID技术可实现完全自动化的考勤管理，切实增强员工的责任意识和

提高员工的执行力。 

1.2.3.7 精细农牧业 

传统的粗放式农业模式已远不能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产品质量问

题，资源严重不足且普遍浪费，环境污染，产品种类需求多样化等诸多问题会

使农业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智能精确农业可以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高效利用各类农业资源

和改善环境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物联网在精细农业上的应用主要是通过有线

或无线传感器终端采集空气温度、湿度，土壤温度、湿度，光照强度，二氧化

碳浓度，营养元素浓度等常用物理参数，然后把数据发送到中心处理平台进行

汇总和处理，做到对农产品环境有效的监测，及时发现并对农田进行智能灌

溉、施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保证农作物有一个良好的、适宜的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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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精准养殖方面，通过给每个牲口固定 RFID耳标的方式，自动跟踪并随时

掌握牲口的重要属性，还可以记录喂食、称重、疾病管理和饲养等各项生产操

作，从而降低人工成本，保证畜产品安全，为提高畜产品质量起到重要的促进

作用。 

1.2.3.8 军事国防 

物联网最初也是从空战中的敌我识别演化而来的，事实上，物联网技术始

于战争需要，并在战争实践应用中得到发展。现在物联网技术在军事上的主要

应用是把军事领域的各种军事要素（如人员、车辆、武器装备、卫星、雷达

等）联系起来组成有机整体，实现作战部队互联、互通，达到精确感知战场态

势。通过对作战地形、气候等战场环境，对敌、我方兵力部署、武器配置、运

动状态等信息的实时掌握，形成高效的作战平台，进而综合分析敌、我方的计

划和意图，精确、动态地集成和控制各种信息资源，进行战术指挥，快速打赢

现代信息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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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3D 开发 

2.1 图形和图像 

计算机图形学是基于 3D图形的开发技术，帮助我们了解计算中实现图形表

达的方式。对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首先要区分图形和图像两个概念，二者虽然

有联系，而且区别也越来越模糊，但还是有区分的。 

广义上，能在人的视觉系统中产生视觉印象的客观对象都可以称为图形，

包括自然景物、拍摄的照片、用数学方法描述的图形，等等。狭义上，计算机

图形学中的图形是指用数学方法描述的形状，图形通常由点、线、面、体等几

何元素和灰度、色彩、线型、线宽等非几何属性组成。从构成要素上看，图形

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几何要素在构图中具有突出作用的图形，如工程图、等

高线地图、曲面的线框图等；另一类是非几何要素在构图中具有突出作用的图

形，如明暗图、晕渲图、真实感图形等，这样的图形又称为矢量图形。例如，

一幅花的矢量图形实际上是由线段形成外框轮廓，由外框的颜色以及外框所封

闭的颜色决定花显示出的颜色。矢量图只有通过图形软件才能生成，图形文件

在计算机的硬盘和内存中占用的空间较小，图形放大或者缩小后图像不会失

真，显示质量和显示设备的分辨率无关。 

图像是广义上的图形，它是指通过诸如视觉系统看到的一幅景象、照相机

拍的一张照片、图像扫描设备扫描获得的图片等方式获得的图形，在计算机内

图像以点阵位图（bitmap）的形式呈现，图像中的每一个点记录了图像在该点

的灰度、亮度或者颜色值，将图像中所有点的灰度、亮度或者颜色值组合在一

起才能得到图像的整体信息。因此，图像需要记录每一个图像点，相对于图形

文件，图像文件占用的计算机空间较大，显示会发生失真现象，显示质量和显

示设备的分辨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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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图形应用软件 

图形软件的组成图形软件系统应该具有良好的结构，要有合理的层次结构

和模块结构。应把整个图形软件分为若干层次，每一层又分为若干模块，使得

整个系统容易设计、调试和维护，便于扩充和移植。 

 

图 2-1 图形软件的层次 

2.2.1 零级图形软件 

零级图形软件是最低层的软件，主要解决图形设备与主机的通信、接口等

问题，又称设备驱动程序，是一种最基本的输入、输出子程序。由于使用频

繁，程序质量要求尽可能高，因此常用汇编语言，甚至机器语言，或接近机器

语言的高级语言编写。零级图形软件是面向系统，而不是面向用户的。 

2.2.2 一级图形软件 

一级图形软件又称基本子程序，包括生成基本图形元素和对设备进行管理

的各程序模块。它可以用汇编语言编写，也可以用高级语言编写，编写时要从

程序的效率与容易编写、调试、移植等方面考虑。一级图形软件既面向系统又

面向用户。 

2.2.3 二级图形软件 

二级图形软件也称功能子程序，它是在一级图形软件基础上编制的，其主

要任务是建立图形数据结构（图形档案），定义、修改和输出图形并建立各图形

设备之间的联系，要具有较强的交互功能。二级图形软件是面向用户的，要求

使用方便、容易阅读，便于维护和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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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三级图形软件 

三级图形软件是为解决某种应用问题而编写的图形软件，是整个应用软件

的一部分。通常由用户编写或系统设计者与用户一起编写。 

一般把零级到二级图形软件称为基本图形软件，或称支撑软件，而把三级

或三级以上图形软件称为应用图形软件。 

基本图形软件内容及方法 

1.基本图形软件的内容 

基本图形软件作为图形系统的支撑软件，其功能可根据需要而有所不同，

但其基本内容一般应包括： 

● 系统管理程序；● 定义和输出基本图素及复合图素图形的程序；● 图

形变换（包括几何变换、开窗、裁剪等）程序；● 实时输入处理程序；● 交

互处理程序。 

2.建立基本图形软件的方法通常可采用以下 3种方法来建立基本图形软

件。 

（1） 图形程序包，是以某种高级语言为基础，加上扩充处理图形功能的

子程序包。这种方法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一般不用或很少修改原来高级语言的

编译程序，容易调试，便于修改及扩充。但是由于一般高级语言并不是为处理

图形而设计的，因此用其来处理图形，总有不合适之处。 

（2） 修改高级语言，是在某种高级语言基础上，经修改其编译系统而实

现的。一般是修改其编译系统，扩充一些处理图形的语言和数据类型，改变原

高级语言某些不适应图形处理的缺点。但是修改某语言的编译系统并非易事，

而且难以彻底解决高级语言不适应图形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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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用高级图形语言，是一种从语句、数据结构到输入、输出等方面

都按照处理图形的需要来设计的高级图形语言，它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编译器。

设计和实现这种编译器十分困难，因为这既要具备一般高级语言的功能，又要

扩充许多新的图形处理功能。 

前两种方法都有大量可以利用的软件资源、程序库以及相关资料，这对一

些高级语言已十分熟悉的人来说，要学习的新东西不多。目前，国内外通用的

图形软件系统绝大多数都采用前两种方法，特别是图形程序包的方法。但是从

长远的观点看，设计一种性能好的专用高级图形语言还是十分重要的。 

2.3 图形学技术实践 

2.3.1 真实图形生成技术 

真实图形生成技术是根据计算机中构造好的模型生成与现实世界一样的逼

真图像。在现实世界中，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光源，在光源照射下，根据物体表

现的不同性质产生反射和折射、阴影和高光，并相互影响，构造出丰富多彩的

世界。早期的真实图形生成技术用简单的局部光照模型模拟漫反射和镜面反

射，而将许多没有考虑的因素用一个环境光来表示。20世纪 80年代以后，陆

续出现了以光线跟踪算法和辐射度算法为代表的全局光照模型，使得图像的逼

真程度大为提高，但是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计算时间很长。目前，在许

多高档次的工作站上，已经配备了由硬件实现光线跟踪及辐射度算法的功能，

从而大大提高了逼真图形的生成速度。 

2.3.2 人机交互技术 

直至 20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设计计算机图形生成软件时，一直将如何节

约硬件资源（计算时间和存储空间）作为重点，以提高程序本身的效率作为首

要目标。随着计算机硬件价格的降低和软件功能的增强，提高用户的使用效率

逐渐成为首要目标。为此，如何设计高质量的用户接口成为计算机图形软件的

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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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用户接口的设计目标应该是：易于学习、易于使用、出错率低、

易于回忆起如何重新使用这一系统并对用户有较强的吸引力。20世纪 80年代

中期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不少符合这一目标的人机交互技术。例如，屏幕上可

以开一个窗口或者开多个窗口；从以键盘实现交互发展到以鼠标实现交互；将

菜单放在屏幕上而不是放在台板上；不仅有静态菜单而且有动态菜单；不但用

字符串作为菜单而且用图标作为菜单；图标可以表示一个对象，也可以表示一

个动作，从而使菜单的含义一目了然。 

如何在三维空间实现人机交互一直是计算机图形技术的一个研究热点。近

年来，虚拟环境技术的出现使三维人机交互技术有了重要进展。所谓虚拟环境

是指完全由计算机产生的环境，但它具有与真实物体同样的外表、行为和交互

方式。目前，典型的应用是用户头戴立体显示眼镜，头盔上装有一个敏感元件

以反映头部的位置及方向，并相应改变所观察到的图像，手戴数据手套实现三

维交互，并有一个麦克风用来发出声音命令。 

2.3.3 Web 下的图形开发实践 

传统的计算机图形程序开发的思路和方法，首先需要在计算机上安装一个

图形开发环境，如 Visual Studio等，图形程序开发完成后，如在其他计算机

上使用，也需要进行安装，这些操作耗时耗力、占用大量存储并且传播性较

差。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开发具有跨平台、便携性和开放性

等特点的 Web应用系统已成为了程序开发模式的新趋势。Web环境下的图形应

用开发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在技术方面，用于 Web页面显示的超文本标记语

言（HTML）推出的新标准 HTML5提供了一些新特性，如用于绘图功能的 canvas

元素等，可以很好地支持图形程序的开发。 

JavaScript是 Web应用开发中实现网页动态交互的主要语言，开发 Web图

形功能时，所有的图形算法实现、交互操作处理以及数据存储等均通过

JavaScript来实现。JavaScript和 Web应用一样，在前端网页部分也具有开放

性的特点，通过调用其他第三方写的成熟的 JavaScript文件，可以使 Web应用

系统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例如，在 Web图形开发时调用实现 Web图形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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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文件（如：three.js），可以在网页上获得类似 OpenGL 实现的图形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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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可视化 

在计算机学科的分类中,对数据进行交互的可视表达以增强认知的技术,称

为可视化。它将不可见或难以直接显示的数据映射为可感知的图形、符号、颜

色、纹理等,增强数据识别效率,高效传递有用信息[Hansen,2004]。可视化的终

极目标是洞悉蕴含在数据中的现象和规律,这包含多重含义:发现、决策、解

释、分析、探索和学习[Ward,2010]可视化的一个简明定义是“通过可视表达增

强人们完成某些任务的效率”。 

数据可视化指综合运用计算机图形学、图像、人机交互等技术,将采集或模

拟的数据映射为可识别的图形、图像、视频或动画,并允许用户对数据进行交互

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现代的主流观点将数据可视化看成传统的科学可视

化和信息可视化的泛称,即处理对象可以是任意数据类型、任意数据特性以及异

构异质数据的组合。 

3.1 可视化开发工具 

可视化研究人员采用不同层次的开发工具，设计并创造可视化方法与系

统。本书主要介绍 Web应用开发工具。 

D3.js（Data-Driven Documents） 

Data-Driven Documents（D3.js,http://d3js.org/）是一套面向 Web 的

数据可视化的 JavaScript 库，基于 HTML、SVG（矢量图形）和 CSS 构建，前身

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研发的 Protovis（目前已停止更新）。它以轻量级的浏览器

端应用为目标，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D3可以将任意数据绑定到一个 DOM（文

档对象模型），并对 DOM实施基于数据的变换。例如，将一组数字生成一个

HTML表，或用相同的数据生成一个可交互的 SVG条形图。 

D3.js的特点在于它提供了基于数据的 DOM高效操作，这既避免了面向不

同类型和任务设计专有可视表达的负担，又能提供极大的设计灵活性，同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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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 CSS3、HTML 5 和 SVG等 Web标准的最大性能。自问世以来，D3.js 在学术

界和工业界都被广泛使用，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Raphaël.js 

Raphaël.js（http://dmitrybaranovskiy.github.io/raphael）是一个轻

量级的 Web矢量图形生成的小型 JavaScript 库，其目标是提供一种跨浏览器兼

容的矢量可视化生成机制。Raphaël.js以 SVG W3C 表示和 VML作为基本工具，

生成的每一个图形对象对应一个 DOM对象，可附上 JS事件句柄进行操作。 

Processing.js 

Processing.js（http://processingjs.org/）可将 Processing 编写的应

用程序转化成 JavaScript 并在浏览器中运行。开发者可不使用 Java 

Applets，直接实现网络图像、动画和互动可视化应用。Processing.js 采用

JavaScript绘制几何形状，并采用 HTML5 Canvas 元素生成动画，适合基于 Web

的界面和游戏开发。尽管 Processing.js兼容 Processing，但并不全部兼容

Java。 

DataV 可视化组件库 

datav.js（http://datavlab.org）是由阿里巴巴集团和浙江大学计算机学

院 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小组

（http://www.cad.zju.edu.cn/home/vagblog）共同开发完成的开源可视化组

件库。 

该组件库的特点是调用便捷，兼容各种浏览器且无需 Flash插件。DataV

提供指挥中心、地理分析、实时监控、汇报展示等多种场景模板，能够接入阿

里云分析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本地 CSV 上传和在线 API，且支持动态请

求。除了常规图表，它还能够绘制包括海量数据的地理轨迹、地理飞线、热力

分布、地域区块、3D 地图、3D地球，以及地理数据的多层叠加。同时支持

ECharts、AntV-G2 等第三方开源图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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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 3.0版本中，DataV开放测试了 DataV.gl 3D City相关组件，强

化了城市数据的渲染分析能力。 

Echarts 

ECharts[1]是一个由百度开发的开源的、基于 Web的、跨平台的支持快速

创建交互式可视化的框架。在使用 ECharts 时，用户通过一套声明式的可视设

计语言定制内置的图表类型，简单的配置方式和插件设计在保证易用性的同时

提供了一定的可扩展性。此外，底层的流式架构和高性能的图形渲染器为

ECharts提供了高效的图形绘制和流畅的交互。 

3.2 可视化基本框架 

3.2.1 数据可视化流程 

可视分析学的基本流程通过人机交互将自动和可视分析方法紧密结合

[Tominski2006]。这个流水线的起点是输入的数据，终点是提炼的知识。从数

据到知识有两个途径：交互的可视化方法和自动的数据挖掘方法。两个途径的

中间结果分别是对数据的交互可视化结果和从数据中提炼的数据模型。用户既

可以对可视化结果进行交互的修正，也可以调节参数以修正模型。 

 

图 3-1 可视分析学标准流程[Keim 2008] 

在相当多的应用场合，异构数据源需要在可视分析或自动分析方法应用之

前被整合。因此，这个流程的第一步需要将数据预处理并变换，导出不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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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便于后续的分析。其他的预处理任务包括数据清洗、数据规范、数据归类

和异构数据源集成。 

将数据进行变换后，分析人员可以在自动分析和可视分析方法之间选择：

自动分析方法从原始数据中通过数据挖掘方法生成数据模型，进而分析人员交

互地评估和改进数据模型；可视化界面为分析人员在自动分析方法基础上修改

参数或选择分析算法提供了自由，通过可视化数据模型可增强模型评估的效

率，帮助发现新的规律或做出结论。在一个可视分析学流水线中，允许用户在

自动分析和交互可视分析方法之间进行自由搭配是最基本的要素，有利于迭代

地形成对初始结果的逐步改善和结果验证，也可尽早发现中间步骤的错误结果

或自相矛盾的结论，从而快速获得高可信度的结果。 

数据可视化流程中的核心要素包括三个方面。 

1.数据表示与变换 

数据可视化的基础是数据表示和变换。为了允许有效的可视化、分析和记

录，输入数据必须从原始状态变换到一种便于计算机处理的结构化数据表示形

式。通常这些结构存在于数据本身，需要研究有效的数据提炼或简化方法以最

大程度地保持信息和知识的内涵及相应的上下文。有效表示海量数据的主要挑

战在于采用具有可伸缩性和扩展性的方法，以便忠实地保持数据的特性和内

容。此外，将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的信息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表示，使得数据分

析人员能及时聚焦于数据的本质也是研究重点。 

2.数据的可视化呈现 

将数据以一种直观、容易理解和操纵的方式呈现给用户，需要将数据转换

为可视表示并呈现给用户。数据可视化向用户传播了信息，而同一个数据集可

能对应多种视觉呈现形式，即视觉编码。数据可视化的核心内容是从巨大的呈

现多样性空间中选择最合适的编码形式。判断某个视觉编码是否合适的因素包

括感知与认知系统的特性、数据本身的属性和目标任务。例如，图 4.6显示了

若干汽车品牌和所属国家，其中上图采用了柱状图的可视化形式。鉴于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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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表达数值信息而不是分类信息，图中雪佛兰对应于纵轴上的中国、德

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这并不合理。而下图采用了散点图的形式，能够表达一

一对应的关系，这样就避免了上图中所产生的错误信息。 

大量的数据采集通常是以流的形式实时获取的，针对静态数据发展起来的

可视化显示方法不能直接拓展到动态数据。这不仅要求可视化结果有一定的时

间连贯性，还要求可视化方法达到高效以便给出实时反馈。因此不仅需要研究

新的软件算法，还需要更强大的计算平台（如分布式计算或云计算）、显示平台

（如一亿像素显示器或大屏幕拼接）和交互模式（如体感交互、可穿戴式交

互）。 

 

图 3-2 汽车品牌和所属国家。上：错误的柱状图形式；下：正确的散点图

形式 

3.用户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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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和分析的目的是解决目标任务。有些任务可明确定义，

有些任务则更广泛或者一般化。通用的目标任务可分成三类：生成假设、验证

假设和视觉呈现。数据可视化可以用于从数据中探索新的假设，也可以证实相

关假设与数据是否吻合，还可以帮助数据专家向公众展示其中的信息。交互是

通过可视的手段辅助分析决策的直接推动力。有关人机交互的探索已经持续很

长时间，但智能、适用于海量数据可视化的交互技术，如任务导向的、基于假

设的方法还是一个未解难题，其核心挑战是新型的可支持用户分析决策的交互

方法。这些交互方法涵盖底层的交互方式与硬件、复杂的交互理念与流程，更

需要克服不同类型的显示环境和不同任务带来的可扩充性难点。 

3.2.2 数据类型介绍 

数据可视化将数据变换为易于感知的可视编码。为了精准地通过数据的可

视表达传播信息，需要研究数据的分类及其对应的可视编码方法。 

根据数据分析要求，不同的应用可以采用不同的数据分类方法。例如，根

据数据模型，可以分为浮点数、整数、字符等；根据概念模型，可以定义数据

所对应的实际意义或者对象，例如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分类数据。在科学

计算中，通常根据测量标度，将数据分为四类：类别型数据、有序型数据、区

间型数据和比值型数据[Stevens1946]。 

● 类别型数据：用于区分物体。例如，根据性别可以将人分为男性或者女

性；水果可以分为苹果、香蕉等。这些类别可以用于区分一组对象，但是无法

提供对象的定量数据。例如，根据性别无法得到对象间的其他信息和联系，如

年龄、男女比例等。 

● 有序型数据：用来表示对象间的顺序关系。例如，根据成绩定义运动员

的排名，跑得越快的运动员名次数越小——排名为“1”的运动员比排名为

“2”的运动员跑得要快，依此类推。但是根据对象的顺序，并不一定能得到准

确的定量比较。例如，在表 4.1中，小赵的排名为“1”，小钱的排名为“2”，

他们的排名差别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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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赛跑比赛排名数据 

同样，小周和小吴之间的排名差别也是 1。这两组之间的排名差别一样，

但是小赵和小钱的跑步成绩差别并不一定等于小周和小吴间的差别。因此，我

们只能得到对象间的顺序关系，而无法根据序数间的数值差别，对他们之间跑

步成绩的差别进行定量比较。 

● 区间型数据：用于得到对象间的定量比较。相对于有序型数据，区间型

数据提供了详细的定量信息。例如，使用摄氏度来衡量温度，10℃和 20℃的差

别，与 50℃和 40℃的差别是一致的。但是，因为区间型数据基于任意的起始

点，所以只能得到对象间的相对差别，并不能定义对象的绝对值。例如，温度

计显示 0℃，并不表明没有任何温度。 

● 比值型数据：用于比较数值间的比例关系。比值型数据基于真正意义上

的 0点，可以用来精确地定义比例—— 4厘米的物体比 2厘米的物体长 2倍。

表 4.1中的跑步成绩属于比值型数据。 

不同的数据类型适用不同的操作算子——区分度算子：=≠；序别算子：＞

＜；加减算子：+-；乘除算子：* /。类别型数据适用于区分度算子，可以判断

不同数据之间是否相等，例如两种水果都是苹果，则认为它们是一类；如果其

中一种是香蕉，则是不同类。有序型数据适用于区分度算子和序别算子，因此

可以判断大小关系。区间型数据适用于区分度算子、序别算子和加减算子，例

如计算温度差和年龄等。比值型数据适用于区分度算子、序别算子、加减算子

和乘除算子。 

不同的数据类型同时也对应不同的集合操作和统计计算。对于类别型数据

集合，可以互换元素间的位置，统计类别和模式，也可以计算列联相关。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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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型数据集合，可以计算元素间的单调递增（减）关系、中值、百分位数。

对于区间型数据集合，可以进行元素间线性加减操作，计算平均值、标准方差

等。对于比值型数据集合，由于基数为零，除上述三种数据类型所允许的操作

外，还可以进行更复杂的计算，例如计算元素间的相似度，或者统计上的变异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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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HTML 

HTML是一种文本类、由浏览器解释执行的标记语言，用于编写要通过 WWW

显示的超文本文件，具有平台无关性。使用 HTML语言编写的文件称为 HTML文

件，也叫 Web页面或网页。 

4.1 页面的主体标记    

<body>标记封装了页面的主体内容，此外，使用<body>标记，还可以设置

页面背景、页面文字颜色、页边距等页面属性。 

4.1.1 设置网页正文颜色 

与背景颜色网页正文的颜色默认是黑色，背景颜色默认是白色。在网页设

计时，经常需要根据内容和主要面向的访问者修改网页正文颜色和页面背景颜

色。设置网页正文颜色可以使用<body>标记的 text属性，网页背景颜色则可用

bgcolor属性。 

基本语法： 

<body bgcolor=”颜色值” text=“颜色值”> 

语法说明：在 HTML页面中，颜色值的书写可以是颜色的英文名称或

#RRGGBB表示的十六进制的 RGB颜色值。RGB 颜色值中的 R、G、B分别表示颜色

中的红、绿、蓝 3种基色，每种颜色用两位十六进制数表示，如#ffffff，表示

白色。 

4.1.2 添加网页背景图片 

在网页设计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视觉效果，常常会为网页添加背景图片。

需要注意的是，背景图片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衬托网页的显示效果，所以在选择

背景图片时，通常使用深色的背景图片配合浅色的文本，或者使用浅色的背景

图片配合深色的文本。网页背景图片可以使用<body>标记的 background 属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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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默认情况下，背景图片会随页面的滚动而滚动，设置<body>标记的

bgproperties="fixed"，可以使背景图片固定不动。 

基本语法： 

<body background=”背景图片的 URL” bgproperties=”fixed”> 

语法说明：background 用于指定背景图片的路径和文件名，bgproperties

属性可省略不设置，以实现背景图片和页面一起滚动。 

4.1.3 设置网页链接文字颜色 

为了突出超链接，超链接文字通常采用与普通文字不同的颜色，而且为了

便于用户区分某个链接是否已访问过，通常会使处在不同状态下的超链接文字

颜色不同。比如默认情况下，未访问过的超链接文字是蓝色，访问过后文字则

变成暗红色。如果想将整个网页的超链接文字的默认颜色改成其他颜色，可使

用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设置<body>标记的相应属性来实现。 

基本语法： 

<body link=”颜色值” vlink=”颜色值” alink=“颜色值”> 

语法说明：颜色值既可以是颜色的英文名称，也可以是十六进制的 RGB颜

色值。link属性设置未访问状态下的链接文字颜色；vlink属性设置访问过后

的链接文字颜色；alink 属性设置正在访问中的链接文字颜色。 

4.1.4 设置网页边距 

默认情况下，网页内容和浏览器边框之间有一个大约 8个像素的间距，在

我们设计网页时，有时可能不希望网页与浏览器边框之间有间距，当然，有时

也可能希望网页与浏览器之间的间距更大一点，那么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呢？ 

<body>标记包括了 4个专门用于设置网页与浏览器的上、下、左、右边框

间距的属性，通过这些属性很容易实现上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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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语法： 

<body leftmargin=”边距值” rightmargin=“边距值” topmargin=

“边距值”bottommargin=”边距值”> 

语法说明：leftmargin 用于设置页面内容与浏览器左边框的间距；

rightmargin用于设置页面内容与浏览器右边框的间距；topmargin 用于设置页

面内容与浏览器上边框的间距；bottommargin 用于设置页面内容与浏览器底部

边框的间距。边距值以像素为单位。默认边距大致是 8个像素。 

4.2 列表标记  

使用列表标记可以使相关的内容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方式排列显示。根据列

表项排列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列表分为有序列表、无列序列表和嵌套列表三大

类。 

4.2.1 有序列表 

以数字或字母等可以表示顺序的符号为项目前导符来排列列表项的列表，

称为有序列表。 

创建有序列表的基本语法如下： 

<ol> 

<li>列表项一</li> 

<li>列表项二</li> 

… 

</ol> 

语法说明：首先使用<ol>标记声明有序列表，然后在<ol>标记对之间使用

<li>标记创建列表项，每个列表项使用一个<li>标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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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无序列表 

以无次序含义的符号（●、〇、■等）为前导符来排列列表项或没有任何

符号作前导符的列表，称为无序列表。 

常用无序列表包含如下两种。 

（1）项目列表：列表项前面必须包括前导符。 

（2）定义列表：列表项前没有任何前导符。 

项目列表的列表项前导符使用无次序含义的符号（●、〇、■等符号）来

排列列表项，默认的前导符是实心圆点“●”。 

基本语法： 

<ul> 

<li>列表项一</li> 

<li>列表项二</li> 

… 

</ul> 

语法说明：首先使用<ul>标记声明项目列表，然后在<ul>标记对之间使用

<li>标记创建列表项，每个列表项使用一个<li>标记对。 

默认情况下，项目列表是以实心圆点作为列表项的前导符，除了可以使用

实心圆点外，还可以使用空心圆点和实心小方块等符号。使用属性 type可以修

改项目列表的前导符。属性 type的取值如表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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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属性 Type的取值 

4.2.3 嵌套列表 

嵌套列表是指在一个列表项的定义中嵌套了另一个列表的定义。 

 

图 4-2创建嵌套列表 

4.3 图片标记  

在网页中插入图片，需要使用<img>标记。 

基本语法： 

<img src=”图片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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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说明：src 属性指定需要插入的图片文件路径，这是一个必设属性。

<img>标记除了 src 属性外，还有一些常用的属性。通过这些属性可以获得插入

的图片的不同表现效果。 

4.3.1 设置图片大小 

使用<img>标记插入图片，默认情况下将插入原始大小的图片，如果想在插

入时修改图片的大小，可以使用 height和 width属性来实现。 

基本语法： 

<img  src=”图片文件路径”  width=”宽度”  height=”高度”> 

语法说明：宽度和高度可以是像素值也可以是百分数，如果是像素值，则

直接写一个数值即可，而百分数是相对于浏览器窗口的一个比例。 

4.3.2 设置图片提示文本 

有时为了对网页上的图片做某些方面的描述说明，或者是当网页图片无法

下载时，能让用户了解图片内容，我们在制作网页时可以通过图片的 alt属性

对图片设置提示文本。 

基本语法： 

<img  src=”images/flower.JPG”  alt=”提示文本”> 

语法说明：提示文本中的内容可以包括空格、标点，以及一些特殊字符。 

4.3.3 设置图片与周围对象的间距 

默认情况下，图片与周围对象的水平间距和垂直间距都为 0，对这样的一

个间距，很多时候都不符合我们的设计需要。使用图片的 hspace和 vspace属

性可以分别设置图片与周围对象的间距。 

基本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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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图片文件路径”  hspace=”水平间距”  vspace=”垂直

间距”> 

语法说明：可以根据需要只设置水平间距或垂直间距，间距的单位是像

素。 

4.3.4 设置图片的对齐方式 

默认情况下，插入的图片在水平方向放置在后面对象的左边，在垂直方向

则与周围对象的底端对齐。我们可以使用图片的 align属性修改它的对齐方

式。 

基本语法： 

<img  src=”图片文件路径”  align=”对方方式”> 

语法说明：align 属性的取值。 

4.3.5 设置图片的边框 

默认情况下，插入的图片是没有边框的，有时在我们设计网页时为了获得

某种效果，需要让图片显示边框。设置图片的边框可以使用图片的 border属

性。 

基本语法： 

<img  src=”图片文件路径”  border=”边框宽度”> 

语法说明：“边框宽度”的单位是像素，最小值是 1。 

4.4 嵌入多媒体内容  

现在在制作网页时，除了可以在网页中放置文本、图片外，还可以在页面

中嵌入声音、视频、动画等多媒体内容，使得页面看上去更加丰富多彩、动感

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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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设置滚动字幕 

在网页中要获得如字幕一般的滚动文字效果，可以使用<marquee>标记。 

4.4.2 默认滚动字幕 

默认情况下，使用<marquee>标记得到的滚动字幕是从右向左移动的。 

基本语法： 

<marquee>滚动文字</marquee> 

语法说明：处在<marquee>和</marquee>之间的滚动文字将以一定的速度从

右向左循环滚动。当将滚动文字换成图片时，将获得图片的滚动效果。 

4.4.3 设置滚动字幕的滚动方向 

使用<marquee>标记的 direction属性可以修改滚动字幕的滚动方向。 

基本语法： 

<marquee  direction=”滚动方向”></marquee> 

语法说明：滚动文字将向指定的滚动方向滚动，direction属性可以取上

（up）、下（down）、左（left）、右（right）4个值，其中默认的滚动方向是

向左。 

默认情况下，滚动字幕循环地以一个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的方式滚动，使

用<marquee>标记的 behavior属性可以修改滚动字幕的滚动方式。 

基本语法： 

<marquee  behavior=”滚动行为”>滚动文字</marqu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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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说明：滚动文字将以指定的滚动行为进行滚动，behavior 属性可以取

回滚（scroll）、幻灯片（slide）和交替往返（alternate）3个值，其中默认

的滚动行为是回滚。 

4.4.4 设置字幕的滚动速度和滚动延迟特性 

字幕的滚动速度通过一个常量来表示，常量值越大，速度越快。在每次滚

动结束后可以延迟一定的时间进行下一次滚动。滚动速度和滚动延迟特性可以

分别通过属性 scorllamount 和 scrolldelay 进行设置。 

基本语法： 

<marquee  scrollamount=”滚动速度值”  scrolldelay=”延迟时

间”> 

滚动文字 

</marquee> 

语法说明：属性 scrollamount和 scrolldelay 的取值

 

图 4-3属性 scrollamount 和 scrolldelay的取值 

4.4.5 设置字幕的滚动区域及其背景颜色 

默认情况下，字幕将在一个与浏览器窗口等宽的白色背景颜色的区域中进

行滚动，该区域的高度跟滚动方式有关。如果是上下之间的滚动，默认高度则

为 200像素；如果是左右滚动，高度则大致是滚动对象的高度。通过 marqu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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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属性 width和 height可以改变滚动区域的大小，修改滚动区域的背景颜

色使用 bgcolor属性。 

基本语法： 

<marquee  bgcolor=”颜色值”  width=”滚动区域宽度”  height=”

滚动区域高度”> 

滚动文字 

</marquee> 

语法说明：区域属性的背景颜色属性的取值。 

 

图 4-4区域属性的背景颜色属性的取值 

4.4.6 嵌入音视频文件 

在网页中可以使用嵌入标记<embed>嵌入 MP3音乐、电影等多种多媒体内

容，使网页更加生动。 

基本语法： 

<embed  src=”file_url”></em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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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说明：src 属性指定多媒体文件，这是一个必设属性。多媒体文件的

格式可以是 midi、wav、avi、au等。在<embed>标记中，除了必须设置 src属

性外，还可以设置其他属性获得所嵌入多媒体对象的不同表现效果。 

 

图 4-5 <embed>标记的常用属性 

4.4.7 嵌入 Flash 动画 

Flash动画是一种基于矢量图的比较小的动画，因而常常被嵌入到网页中

以增强网页动感。要观看 Flash动画，只需在浏览器上安装相应的插件即可。

在网页中嵌入 flash 动画，通常会使用<object>标记，因为该标记允许开发者

为插入到页面中的对象指定数据和参数。 

基本语法： 

< object classid="clsid_ value" codebase=”url” width 

="value” height=" value"> 

<param name=”movie” value="file name"> 

<param name=”quality” value=”high”>  

<embed pluginspage=”http: //www.macromedia. 

com/go/getflashplayer” src="file_name”  

quality="high"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 e-flash" 

width="value" heigh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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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  

</object> 

语法说明：<object>标记声明所嵌入的对象的位置、Flash动画的宽度和

高度等属性，并分别使用两个参数设置动画文件的路径参数和控制 Flash动画

的质量（通常设置 Flash动画的质量为 high）。其中的<embed>子标记用于专门

针对 Netscape浏览器，声明所嵌入的对象的位置、插件的位置，以及 Flash动

画的宽度和高度等属性。 

4.4.8 设置背景音乐 

为了更好地体现页面主题并吸引浏览者，网页制作者常常在网页中嵌入背

景音乐。使用<bgsound>标记可以将多种格式的音乐文件设置为背景音乐嵌入到

网页中。 

基本语法： 

<bgsound  src=”file_url”  loop=”循环次数”> 

语法说明：src 属性是< bgsound >标记必设的属性，用于指定嵌入的背景

音乐文件。loop属性为可选属性，当取值为某个数字时，表示背景音乐循环播

放该数字所指定的次数；如果取值为-1，则表示背景音乐循环不断地播放；默

认情况下，背景音乐播放一次。 

4.5 创建超链接  

4.5.1 创建超链接 

创建超链接使用的标记是<a>。超链接要能正确地进行链接跳转，需要同时

存在两个端点，即源端点和目标端点。源端点是指网页中提供链接单击的对

象，如链接文本或链接图像；目标端点是指链接跳过去的页面或位置，如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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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书签等。超链接的目标端点使用<a>标记的 href属性来指定，源端点则通

过<a>标记的内容来指定。 

4.5.1.1 超链接标记 

超链接<a>标记既可以用来设置超链接，也可以用来设置书签。

 

图 4-6超链接标记的常用属性 

使用<a>标记创建超链接的基本语法如下。 

基本语法： 

<a  href=“目标端点”>源端点</a> 

语法说明：源端点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图片。目标端点指定了超链接页

面 URL，用户单击源端点后，页面将跳转到目标端点所指页面。 

4.5.1.2 设置超链接目标窗口 

超链接页面默认情况下在当前窗口打开，有时为了某种目的，希望超链接

页面在其他窗口，如新开一个窗口中打开，此时在我们创建超链接时就必须修

改它的目标窗口。目标窗口的修改可以通过 target属性来实现。 

基本语法： 

<a  href=”目标端点”  target=”目标窗口名称”>源端点</a> 

语法说明：target 属性的 5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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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target 属性的值 

4.5.2 超链接的链接路径 

每个文件都有一个指定自己所处的位置的标识。对于网页来说，这个标识

就是 URL，而对于一般的文件则是它的路径，即所在的目录和文件名。 

链接路径就是在超链接中用于标识目标端点的位置标识。常见的链接路径

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 绝对路径：文件的完整路径，如

http://www.sise.com.cn/index.html。 

• 相对路径：相对于当前文件的路径。 

4.5.3 超链接的类型 

根据超链接目标端点及源端点的内容，我们可以将超链接进行分类，其

中，和超链接目标端点相关的有内部链接、外部链接、书签链接、脚本链接、

文件下载链接，和源端点相关的有文本链接、图像链接、图像映射指向源端

点，下面分别介绍这几个链接类型。 

4.5.3.1 内部链接 

内部链接是指在同一个网站内部，不同网页之间的链接关系。 

基本语法： 

<a  href=”file_url”>源端点</a> 

http://www.sise.com.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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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说明：通过“href”属性指定链接文件，即目标端点，“file_url”表

示链接文件的路径，一般使用相对路径；“源端点”既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图

片。 

4.5.3.2 外部链接 

外部链接是指跳转到当前网站外部，和其他网站中的页面或其他元素之间

的链接关系。 

基本语法： 

<a  href=”URL”>源端点</a> 

语法说明：通过“href”属性指定链接文件，即目标端点，“URL”表示链

接文件的路径，一般情况下，该路径需要使用绝对路径；“源端点”既可以是文

本，也可以是图片。 

 

图 4-8 外部 URL格式 

上述 URL中，除了发送邮件的 URL设置较复杂外，其他的 URL的使用都比

较简单，所以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发送邮件的 URL。 

邮件链接基本语法： 

   <a href="mailto：邮址 1?subject=content&cc=邮址 2&bcc=邮址

3">源端点</a> 

语法说明：邮址 1代表收件人邮箱地址，subject属性用于设置邮件主

题，cc属性用于设置抄送邮箱地址，bcc属性用于设置暗抄送邮箱地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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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和“&”两个符号后面都不能包含空格。源端点既可以是文本，也可以

是图片。 

4.5.3.3 书签链接 

书签链接指的是目标端点为网页中的某个书签的链接。创建书签链接涉及

两个步骤。 

1.创建书签创建书签的标记与链接标记一样，都使用<a>标记。 

基本语法： 

<a  name=”书签名”></a> 

语法说明：[文字/图片]中的“[]”表示文字或图片可有可无，书签将在光

标处建立一个名为“name”属性值所规定的书签。注意：书签名不能含有空

格。 

2.创建书签链接 

基本语法：（1）链接到同一页面中的书签，称为内部书签链接： 

<a  href=”#书签名”>源端点</a> 

链接到其他页面中的书签，称为外部书签链接： 

<a  href=”file_url#书签名”>源端点</a> 

语法说明：如果书签与书签链接在同一页面，则链接路径为#号加上书签

名；如果书签和书签链接分处在不同的页面，则必须在书签名及#号前加上书签

所在的页面路径。 

4.5.3.4 脚本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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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链接，指的是使用脚本作链接目标端点的链接。通过脚本可以实现

HTML语言完成不了的功能。 

基本语法： 

<a  href=”javascript:…”>源端点</a> 

语法说明：在 javascript:后面编写的就是具体的脚本。 

4.5.3.5 文件下载 

当链接的目标文档类型属于.doc、.Rar、.cab、.zip、.exe等时，可以获

得文件下载链接。要创建文件下载，只要在链接地址处输入文件路径即可。当

用户单击链接后，浏览器会自动判断文件类型，做出不同情况的处理。 

基本语法： 

<a  href=”file_url”>链接内容</a> 

语法说明：file_url 指明下载文件的路径。 

4.5.3.6 文本链接 

文本链接是指源端点为文本的超链接。 

基本语法： 

<a  href=”file_url”>文本</a> 

语法说明：file_url 可以是任意的目标端点。 

4.5.3.7 图片链接 

图片链接是指源端点为图片文件的超链接。 

基本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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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file_url”><img  src=”img_url”…></a> 

语法说明：file_url 指明了链接目标端点，img_url指明了图片文件路

径。默认情况下，图片链接中图片会显示蓝色边框线，如果不想显示边框，应

设置图片的 border="0"。 

4.5.3.8 图像映射 

图像映射是指源端点为图片热区的超链接。一幅图像被切分成不同的区

域，每一个区域可以链接到不同的地址，这些区域称为图像的热区。 

基本语法： 

<img src=”img_url” usemap="#map_name"> <map 

name=”map_name”>  

<area shape=”rect” coords=”xl,y1,x2,y2” href=”链接地址 1”> 

< area shape=”circle” coords="x,y,r" href="链接地址 2 >  

<area shape=”poly” coords=”xl, yl, x2,y2,x3,y3,…” href="链

接地址 3”> 

……  

</map> 

语法说明：① img标记中的 usemap属性用于激活映射；② <map>标记用

于定义图像映射中包含热点的映射；③ <area>标记用于在图像映射中定义一个

热区，其包含了 3个必须设置的属性：shape 和 coords和 href；④ href属性

用于设置每个热区的链接路径；⑤“shape”属性设置热区形状。图像映射包括

3种形状的热区：矩形、圆形和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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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3种形状的取值关系 

4.6 创建表格  

4.6.1 表格标记<table> 

使用<table>可以设置表格宽度、高度、边框线、对齐方式、背景颜色、背

景图片、单元格间距和边距等表格属性。 

4.6.1.1 设置表格的边框 

默认情况下创建的表格没有边框，使用表格的 border属性可以设置边框的

粗细，显示边框时，还可以通过 bordercolor 属性设置边框颜色，默认的边框

颜色是黑色。 

基本语法： 

<table border=”边框宽度”  bordercolor=”边框颜色”> 

语法说明：表格边框宽度值是一个数值，单位为像素，数值越大，边框越

粗，当值为 0时不显示边框。边框颜色可以使用英文颜色单词表示，也可以使

用十六进制的颜色值。 

4.6.1.2 设置表格的宽度和高度 

默认情况下，创建的表格的宽度和高度将根据单元格中的内容自动调整。

我们在制作网页时为了达到某种效果，常常需要修改默认的表格宽度和高度，

使用表格的 width和 height属性可以实现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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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语法： 

<table  width=”表格宽度”  height=”表格高度”> 

语法说明：表格的宽度和高度既可以是像素值，也可以是百分数。需要注

意的是，这个百分数是相对于表格的上一级对象的一个值。 

4.6.1.3 设置表格的对齐方式 

默认情况下，创建的表格在窗口中居左对齐，使用 align属性可以修改表

格的对齐方式。 

基本语法： 

<table  align=”对齐方式”> 

语法说明：对齐方式有 3种取值：left（居左对齐），center（居中对齐）

和 right（居右对齐）。 

4.6.1.4 设置表格的背景颜色 

默认情况下，创建的表格的背景颜色是白色，可以通过 bgcolor 属性修改

背景颜色为其他颜色。 

基本语法： 

<table  bgcolor=”背景颜色”> 

语法说明：背景颜色既可以使用英文颜色单词表示，也可以使用十六进制

的颜色值。 

4.6.1.5 设置表格的背景图片 

有时为了使表格显得更形象生动，我们可以对表格设置背景图片，使用

background属性可达到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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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语法： 

<table  background=”背景图片路径”> 

语法说明：背景图片路径可以使用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 

4.6.1.6 设置表格的边距 

表格的边距指单元格内容与单元格边框之间的间距。当我们没有指定表格

的高度时，表格单元格中的内容与单元格的边框靠得比较近，看上去显得比较

拥挤，可以通过 cellpadding 改变单元格内容和边框的间距。 

基本语法： 

<table  cellpadding=”边距值”> 

语法说明：边距值的单位是像素，值越大，单元格内容和边框的间距越

大。 

4.6.1.7 设置表格的间距 

表格的间距指的是单元格与单元格之间的间距。当我们设置表格显示边框

时，单元格与单元格之间默认情况下存在 2 个像素大小的间距。有时我们可能

不希望单元格之间有间距或希望间距更大点，使用 cellspacing属性可以达到

这些要求。 

基本语法： 

<table  cellspacing=”间距值”> 

语法说明：间距值的单位是像素，值越大，单元格之间的间距越大，默认

值是 2个像素，不希望存在间距时，将值设为 0即可。 

4.6.1.8 设置表格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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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表格时，为了概括表格内容或提供有关表格内容的一些有关信息，常

常会设置表格的标题。表格的标题使用表格的子标记<caption>来设置。 

基本语法： 

<caption  align=”水平对齐方式”  valign=”垂直对齐方式”> 

表格标题 

</caption> 

语法说明：<caption>和</caption>之间的内容就是表格的标题，表格标题

默认情况下在表格上面居中显示。  

 

图 4-10 对齐方式 

表格属于结构性对象，一个表格包括行、列和单元格 3个组成部分。其中

行是表格中的水平分隔，列是表格中的垂直分隔，单元格是行和列相交所产生

的区域。整个表格至少需要 3个标记来表示，分别是<table>、<tr>和<td>，其

中<table>用于声明一个表格对象，<tr>用于声明一行，<td>用于声明一个单元

格。基本语法：[插图]语法说明：表格中所有<tr>标记对都必须放到<table>标

记对之间，一个<table>标记对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tr>，而<td>标记对需要放

到<tr>标记对之间，一个<tr>标记对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td>标记对，需要注

意的是，所有需在表格中显示的内容包括嵌套表格都是放到单元格<td>标记对

之间。 

4.6.2 <tr>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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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able>可以从总体上设置表格属性，根据网页布局的需要，还可以单

独对表格中的某一行和某一个单元格进行属性设置。在 HTML文档中，<tr>标记

就是用来产生和设置表格中的行的标记，一个<tr></tr>标记对表示表格的一

行。 

基本语法： 

<tr height="行高" align="水平对齐方式 valign="垂直对齐方式" 

bordercolor="颜色值"bgcolor="颜色值"> 

语法说明：行的属性说明如下。 

 

图 4-11 行的属性 

4.6.3 <td><th>标记 

表格中的内容必须放到单元格中。一般出现在第一行或第一列中，主要用

于突出某些内容，这些内容也称为表头。在 HTML文档中，一般单元格使用

<td></td>标记对标识，标题单元格则使用<th></th>标记对来标识。 

4.6.3.1 使用<th>创建表头 

在表格的第一行或第一列中使用<th>标记可以创建标题单元格，即表头。 

基本语法： 

<th>表头内容</a> 

语法说明：设置的表头内容将加粗并居中显示在单元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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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2 设置单元格对齐方式 

默认情况下，一般单元格的内容在水平方向居左对齐，在垂直方向居中对

齐，可分别通过 td 标记的 align和 valign 属性修改单元格内容的水平和垂直

方向的对齐方式。 

基本语法： 

<td  align=”水平对齐方式”  valign=”垂直对齐方式”> 

语法说明：“水平对齐方式”可取 left、center和 right 3个值，默认值

是 left。“垂直对齐方式”可取 top、middle 和 bottom 3个值，默认值是

middle。 

4.6.3.3 设置单元格的背景颜色和边框颜色 

默认情况下，单元格的背景颜色为白色，边框颜色为黑色。使用单元格的

bgcolor和 bordercolor 属性可以分别修改单元格的背景颜色和边框颜色。 

基本语法： 

<td  bgcolor=”颜色值”  bordercolor=”颜色值”> 

语法说明：“颜色值”既可以使用英文颜色单词表示，也可以使用十六进制

的颜色值。 

4.6.3.4 设置单元格的背景图片 

为了使某些单元格显得更形象生动，我们可以使用单元格的 background 属

性对单元格设置背景图片。 

基本语法： 

<td  background=”背景图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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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说明：背景图片路径既可以是相对路径，也可以是绝对路径。 

4.6.3.5 设置单元格的宽度和高度 

在表格没设置高度的情况下，单元格的默认宽度和高度是自适应的，即会

根据其中的内容来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单元格的 width和 height属性来修改单

元格的宽度和高度，以满足我们布局页面的需要。 

基本语法： 

<td  width=”宽度”  height=”高度”> 

语法说明：“宽度”既可以是一个像素值，也可以是一个百分数，百分数表

示该单元格占所属行宽度的百分比。“高度”只能是像素。 

4.6.3.6 单元格的跨行和跨列设置 

默认情况下，表格每行的单元格都是一样的，但很多时候，由于制表的需

要或布局页面的需要，需要表格每行的单元格数目不一致，这时的表格就需要

执行跨行或跨列操作。跨行和跨列功能可分别通过单元格的 rowspan 和

colspan属性来实现。 

基本语法： 

<td  rowspan=”所跨行数”  colspan=”所跨列数”> 

语法说明：rowspan 和 colspan的属性值是一个具体的数值。 

4.6.4 使用表格布局网页 

<table>等标记除了用来制表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布局网页。在

Web标准出来之前的网页几乎都是使用表格来布局的，所以如果我们去查看相

对比较老的网站的源代码时，会看到大量表格。虽然现在不建议大家使用表格

布局网页，但由于目前还存在大量使用表格布局的网站，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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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表格是如何布局网页的。下面将通过一个综合示例，让大家体会表格是如何

布局网页的。 

 

图 4-12 表格布局网页案例 

图中的网页包括了一个导航条、一个 Flash 动画、滚动字幕、图片、超链

接、版权所有等内容，这些内容将通过一个表格将它们有机地组织在页面上。

下面给出操作步骤。 

1.打开记事本或 Editplus、Dreamweaver 等编辑器，编写 html 文档。 

2.将提供的所有文件夹和文件保存在与你现在所创建的网页同一目录下。 

3.在 html文档的主体区域中使用相应标记及属性进行如下设置。 

<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 //www. w3. org/tr/xhtml1/dtd/xhtml1- transitional. dtd> 

<html xmlns=”http: //www. w3. org/1999/xhtm1>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软件工程系首页</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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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body topmargin="0">  

<table border=”1”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width="778" bordercolor="# ffCCF" bordercolorlight="#FFFF99" 

align="center">  

<tr> 

<td align="center" colspan="3" height="30" bgcolor="#DEDE83" <a 

href="#">首页 

</a> 

<a href="#">系概况</a>| 

<a href="#">教学研究</a>| 

<a href="#">认证考试</a> 

</td> 

</tr>  

<tr>  

<td colspan="3"><embed src="flash/fff3_B.swf" width="778" 

height="110">  

</td>  

</tr>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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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olspan=3"height=5">&nbsp; </td> 

</tr>  

<tr> <td width="145" rowspan="2"> 

<table width="95%" height="290" cellp adding="8" align="center" 

cellspacing=”0”> <tr>  

<td bgcolor="#FFCCFF" align=“center” height="20"><font face="

隶书" size="4">站内公告</font></td></tr>  

<tr><td bgcolor="ffffcc" align=" center"> <marquee 

direction=”up” scrollamount="3"<font face="隶书" size="4" 

color="red">暂无最新通知</font>  

</marquee>  

</td></tr> </table> </td> 

<td rowspan="2" width="273"> 

<a href ="http: //www. sise. com. Cn><img  src="pic 2. jpg" 

border=”0”></a></td> 

<td valign="top" width="360" height="145"><font size="3">广州大

学华软软件学院创办于 2002 年,是经教育部批准举办的本科层次独立学院,是

全国 300 多家独立学院中唯一的一所软件学院。先后获得“中国十大品牌独

立学院”、“中国十大优势专业院校”、“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教育机

构”、“全国教育系统网络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font></td></tr> 

<tr><td valign="top" width="360" height="145"><font size="3">软件工

程系是华软软件学院建系最早、规模最大的系之一,现有在校生近 2200 人,已

毕业学生共 3350 人。软件工程系面向软件产业和各行各业信息化建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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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软件专业技术人才为目标。强调实践能力培评积

体社雪 

求高度接轨、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国际认证兼修并蓄、培养实用型软件

产业化人才。</font></td>  

</tr>  

<tr> <td colspan=”3” bgcolor="#CCFFcc" height="30" 

align="center"><a href="mailto: cred_n@163.com"><font size="4">联系

我们</font></a></td></tr>  

<tr>< td colspan="3" bgcolor="#CCFFcc" height="30" 

align="center><font size="4"& copy copyright 华软

2013</font></td></tr>  

</table> </body>  

</html> 

上述代码使用了两个表格，其中表格 2 嵌套在表格 1中，并且多次执行了

跨行和跨列操作，以及对单元格和表格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属性设置。通常

使用表格布局页面时一般都会嵌套表格，但需要注意嵌套层次不要太多，否则

对浏览速度影响比较大。 

4.7 使用 Canvas 绘图  

4.7.1 基本用法 

要使用<canvas>元素，必须先设置其width 和height 属性，指定可以绘图

的区域大小。出现在开始和结束标签中的内容是后备信息，如果浏览器不支持

<canvas>元素，就会显示这些信息。下面就是<canvas>元素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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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 id="drawing" width=" 200" height="200">A drawing of 

something.</canvas> 

 

与其他元素一样，<canvas>元素对应的DOM 元素对象也有width 和height 

属性，可以随意修改。而且，也能通过CSS 为该元素添加样式，如果不添加任

何样式或者不绘制任何图形，在页面中是看不到该元素的。要在这块画布

（canvas）上绘图，需要取得绘图上下文。而取得绘图上下文对象的引用，需

要调用getContext()方法并传入上下文的名字。传入"2d"，就可以取得2D 上下

文对象。 

var drawing = document.getElementById("drawing"); 

//确定浏览器支持<canvas>元素 

if (drawing.getContext){ 

var context = drawing.getContext("2d"); 

//更多代码 

} 

在使用<canvas>元素之前，首先要检测getContext()方法是否存在，这一

步非常重要。有些浏览器会为HTML 规范之外的元素创建默认的HTML元素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drawing 变量中保存着一个有效的元素引用，也检测不到

getContext()方法。使用toDataURL()方法，可以导出在<canvas>元素上绘制的

图像。这个方法接受一个参数，即图像的MIME 类型格式，而且适合用于创建图

像的任何上下文。比如，要取得画布中的一幅PNG 格式的图像，可以使用以下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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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会将图像编码为PNG 格式（除非另行指定）。Firefox 

和Opera 也支持基于"image/jpeg"参数的JPEG 编码格式。由于这个方法是后来

才追加的，所以支持<canvas>的浏览器也是在较新的版本中才加入了对它的支

持，比如IE9、Firefox 3.5 和Opera 10。如果绘制到画布上的图像源自不同的

域，toDataURL()方法会抛出错误。 

4.7.2 2D 上下文 

使用2D 绘图上下文提供的方法，可以绘制简单的2D 图形，比如矩形、弧

线和路径。2D上下文的坐标开始于<canvas>元素的左上角，原点坐标是(0,0)。

所有坐标值都基于这个原点计算，x 值越大表示越靠右，y 值越大表示越靠

下。默认情况下，width 和height 表示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可用的像素数

目。 

4.7.2.1 填充和描边 

2D 上下文的两种基本绘图操作是填充和描边。填充，就是用指定的样式

（颜色、渐变或图像）填充图形；描边，就是只在图形的边缘画线。大多数2D 

上下文操作都会细分为填充和描边两个操作，而操作的结果取决于两个属性：

fillStyle 和strokeStyle。这两个属性的值可以是字符串、渐变对象或模式对

象，而且它们的默认值都是"#000000"。如果为它们指定表示颜色的字符串值，

可以使用CSS 中指定颜色值的任何格式，包括颜色名、十六进制码、rgb、

rgba、hsl 或hsla。举个例子： 

var drawing = document.getElementById("drawing"); 

//确定浏览器支持<canvas>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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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drawing.getContext){ 

var context = drawing.getContext("2d"); 

context.strokeStyle = "red"; 

context.fillStyle = "#0000ff"; 

} 

以上代码将strokeStyle 设置为red（CSS 中的颜色名），将fillStyle 设

置为#0000ff（蓝色）。然后，所有涉及描边和填充的操作都将使用这两个样

式，直至重新设置这两个值。如前所述，这两个属性的值也可以是渐变对象或

模式对象。 

4.7.2.2 绘制矩形 

矩形是唯一一种可以直接在2D 上下文中绘制的形状。与矩形有关的方法包

括fillRect()、strokeRect()和clearRect()。这三个方法都能接收4 个参数：

矩形的x 坐标、矩形的y 坐标、矩形宽度和矩形高度。这些参数的单位都是像

素。首先，fillRect()方法在画布上绘制的矩形会填充指定的颜色。填充的颜

色通过fillStyle 属性指定，比如： 

 

以上代码首先将fillStyle 设置为红色，然后从(10,10)处开始绘制矩形，

矩形的宽和高均为50 像素。然后，通过rgba()格式再将fillStyle 设置为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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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蓝色，在第一个矩形上面绘制第二个矩形。结果就是可以透过蓝色的矩形

看到红色的矩形。 

 

图4-14 绘制两个矩形 

strokeRect()方法在画布上绘制的矩形会使用指定的颜色描边。描边颜色

通过strokeStyle 属性指定。比如： 

 

以上代码绘制了两个重叠的矩形。不过，这两个矩形都只有框线，内部并

没有填充颜色。 

 

图4-15 绘制重叠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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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边线条的宽度由lineWidth 属性控制，该属性的值可以是任意整数。另

外，通过lineCap 属性可以控制线条末端的形状是平头、圆头还是方头

（"butt"、"round"或"square"），通过lineJoin 属性可以控制线条相交的方

式是圆交、斜交还是斜接（"round"、"bevel"或"miter"）。最后，

clearRect()方法用于清除画布上的矩形区域。本质上，这个方法可以把绘制上

下文中的某一矩形区域变透明。通过绘制形状然后再清除指定区域，就可以生

成有意思的效果，例如把某个形状切掉一块。下面看一个例子。 

 

如图15-3 所示，两个填充矩形重叠在一起，而重叠的地方又被清除了一个

小矩形区域。 

4.7.2.3 绘制路径 

2D 绘制上下文支持很多在画布上绘制路径的方法。通过路径可以创造出复

杂的形状和线条。要绘制路径，首先必须调用beginPath()方法，表示要开始绘

制新路径。然后，再通过调用下列方法来实际绘制路径。 

 

图4-16 绘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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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x, y, radius, startAngle, endAngle, counterclockwise)：以

(x,y)为圆心绘制一条弧线，弧线半径为radius，起始和结束角度（用弧度表

示）分别为startAngle 和endAngle。最后一个参数表示startAngle 和

endAngle 是否按逆时针方向计算，值为false表示按顺时针方向计算。 

arcTo(x1, y1, x2, y2, radius)：从上一点开始绘制一条弧线，到

(x2,y2)为止，并且以给定的半径radius 穿过(x1,y1)。 

bezierCurveTo(c1x, c1y, c2x, c2y, x, y)：从上一点开始绘制一条

曲线，到(x,y)为止，并且以(c1x,c1y)和(c2x,c2y)为控制点。 

lineTo(x, y)：从上一点开始绘制一条直线，到(x,y)为止。 

moveTo(x, y)：将绘图游标移动到(x,y)，不画线。 

quadraticCurveTo(cx, cy, x, y)：从上一点开始绘制一条二次曲

线，到(x,y)为止，并且以(cx,cy)作为控制点。 

rect(x, y, width, height)：从点(x,y)开始绘制一个矩形，宽度和

高度分别由width 和height 指定。这个方法绘制的是矩形路径，而不是

strokeRect()和fillRect()所绘制的独立的形状。 

创建了路径后，接下来有几种可能的选择。如果想绘制一条连接到路径起

点的线条，可以调用closePath()。如果路径已经完成，你想用fillStyle 填充

它，可以调用fill()方法。另外，还可以调用stroke()方法对路径描边，描边

使用的是strokeStyle。最后还可以调用clip()，这个方法可以在路径上创建一

个剪切区域。 

下面看一个例子，即绘制一个不带数字的时钟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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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使用arc()方法绘制了两个圆形：一个外圆和一个内圆，构成了表

盘的边框。外圆的半径是99 像素，圆心位于点(100,100)，也是画布的中心

点。为了绘制一个完整的圆形，我们从0 弧度开始，绘制2π 弧度（通过

Math.PI 来计算）。在绘制内圆之前，必须把路径移动到内圆上的某一点，以

避免绘制出多余的线条。第二次调用arc()使用了小一点的半径，以便创造边框

的效果。然后，组合使用 

moveTo()和lineTo()方法来绘制时针和分针。最后一步是调用stroke()方

法，这样才能把图形绘制到画布上。 

 

图4-17 绘制两个圆形 

在2D 绘图上下文中，路径是一种主要的绘图方式，因为路径能为要绘制的

图形提供更多控制。由于路径的使用很频繁，所以就有了一个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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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ointInPath()的方法。这个方法接收x 和y 坐标作为参数，用于在路径被关

闭之前确定画布上的某一点是否位于路径上，例如： 

if (context.isPointInPath(100, 100)){ 

alert("Point (100, 100) is in the path."); 

} 

2D 上下文中的路径API 已经非常稳定，可以利用它们结合不同的填充和描

边样式，绘制出非常复杂的图形来。 

4.7.2.4 绘制文本 

文本与图形总是如影随形。为此，2D 绘图上下文也提供了绘制文本的方

法。绘制文本主要有两个方法：fillText()和strokeText()。这两个方法都可

以接收4 个参数：要绘制的文本字符串、x 坐标、y 坐标和可选的最大像素宽

度。而且，这两个方法都以下列3 个属性为基础。 

font：表示文本样式、大小及字体，用CSS 中指定字体的格式来指

定，例如"10px Arial"。 

textAlign：表示文本对齐方式。可能的值有"start"、"end"、

"left"、"right"和"center"。建议使用"start"和"end"，不要使用"left"和

"right"，因为前两者的意思更稳妥，能同时适合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显示（阅

读）的语言。 

textBaseline：表示文本的基线。可能的值有"top"、"hanging"、

"middle"、"alphabetic"、"ideographic"和"bottom"。这几个属性都有默认

值，因此没有必要每次使用它们都重新设置一遍值。fillText()方法使用

fillStyle 属性绘制文本，而strokeText()方法使用strokeStyle 属性为文本

描边。相对来说，还是使用fillText()的时候更多，因为该方法模仿了在网页

中正常显示文本。例如，下面的代码在前一节创建的表盘上方绘制了数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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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绘制数字12 

因为这里把textAlign 设置为"center"，把textBaseline 设置为

"middle"，所以坐标(100,20)表示的是文本水平和垂直中点的坐标。如果将

textAlign 设置为"start"，则x 坐标表示的是文本左端的位置（从左到右阅读

的语言）；设置为"end"，则x 坐标表示的是文本右端的位置（从左到右阅读的

语言）。例如： 

  

这一回绘制了三个字符串"12"，每个字符串的x 坐标值相同，但textAlign 

值不同。另外，后两个字符串的y 坐标依次增大，以避免相互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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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绘制字符串“12” 

表盘中的分针恰好位于正中间，因此文本的水平对齐方式如何变化也能够

一目了然。类似地，修改textBaseline 属性的值可以调整文本的垂直对齐方

式：值为"top"，y 坐标表示文本顶端；值为"bottom"，y 坐标表示文本底端；

值为"hanging"、"alphabetic"和"ideographic"，则y 坐标分别指向字体的特

定基线坐标。由于绘制文本比较复杂，特别是需要把文本控制在某一区域中的

时候，2D 上下文提供了辅助确定文本大小的方法measureText()。这个方法接

收一个参数，即要绘制的文本；返回一个TextMetrics对象。返回的对象目前只

有一个width 属性，但将来还会增加更多度量属性。measureText()方法利用

font、textAlign 和textBaseline 的当前值计算指定文本的大小。比如，假设

你想在一个140 像素宽的矩形区域中绘制文本Hello world!，下面的代码从100 

像素的字体大小开始递减，最终会找到合适的字体大小。 

 

前面提到过，fillText 和strokeText()方法都可以接收第四个参数，也就

是文本的最大像素宽度。不过，这个可选的参数尚未得到所有浏览器支持（最

早支持它的是Firefox 4 ）。提供这个参数后，调用fillText()或

strokeText()时如果传入的字符串大于最大宽度，则绘制的文本字符的高度正

确，但宽度会收缩以适应最大宽度。绘制文本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操作，因此

支持<canvas>元素的浏览器也并未完全实现所有与绘制文本相关的API。 

 

图4-20 绘制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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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5 变换 

通过上下文的变换，可以把处理后的图像绘制到画布上。2D 绘制上下文支

持各种基本的绘制变换。创建绘制上下文时，会以默认值初始化变换矩阵，在

默认的变换矩阵下，所有处理都按描述直接绘制。为绘制上下文应用变换，会

导致使用不同的变换矩阵应用处理，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可以通过如下方法

来修改变换矩阵。 

 rotate(angle)：围绕原点旋转图像angle 弧度。 

 scale(scaleX, scaleY)：缩放图像，在x 方向乘以scaleX，在y 方

向乘以scaleY。scaleX和scaleY 的默认值都是1.0。 

 translate(x, y)：将坐标原点移动到(x,y)。执行这个变换之后，

坐标(0,0)会变成之前由(x,y)表示的点。 

 transform(m1_1, m1_2, m2_1, m2_2, dx, dy)：直接修改变换矩

阵，方式是乘以如下矩阵。 

m1_1 m1_2 dx 

m2_1 m2_2 dy 

0 0 1 

setTransform(m1_1, m1_2, m2_1, m2_2, dx, dy)：将变换矩阵重置

为默认状态，然后再调用transform()。 

变换有可能很简单，但也可能很复杂，这都要视情况而定。比如，就拿前

面例子中绘制表针来说，如果把原点变换到表盘的中心，然后再绘制表针就容

易多了。请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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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原点变换到时钟表盘的中心点(100,100)后，在同一方向上绘制线条就变

成了简单的数学问题了。所有数学计算都基于(0,0)，而不是(100,100)。还可

以更进一步，像下面这样使用rotate()方法旋转时钟的表针。 

 

 

因为原点已经变换到了时钟表盘的中心点，所以旋转也是以该点为圆心

的。结果就像是表针真地被固定在表盘中心一样，然后向右旋转了一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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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原点变换 

无论是刚才执行的变换，还是fillStyle、strokeStyle 等属性，都会在当

前上下文中一直有效，除非再对上下文进行什么修改。虽然没有什么办法把上

下文中的一切都重置回默认值，但有两个方法可以跟踪上下文的状态变化。如

果你知道将来还要返回某组属性与变换的组合，可以调用save()方法。调用这

个方法后，当时的所有设置都会进入一个栈结构，得以妥善保管。然后可以对

上下文进行其他修改。等想要回到之前保存的设置时，可以调用restore()方

法，在保存设置的栈结构中向前返回一级，恢复之前的状态。连续调用save()

可以把更多设置保存到栈结构中，之后再连续调用restore()则可以一级一级返

回。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首先，将fillStyle 设置为红色，并调用save()保存上下文状态。接下

来，把fillStyle 修改为绿色，把坐标原点变换到(100,100)，再调用save()保

存上下文状态。然后，把fillStyle 修改为蓝色并绘制蓝色的矩形。因为此时

的坐标原点已经变了，所以矩形的左上角坐标实际上是(100,100)。然后调用

restore()，之后fillStyle 变回了绿色，因而第二个矩形就是绿色。之所以第

二个矩形的起点坐标是(110,110)，是因为坐标位置的变换仍然起作用。再调用

一次restore()，变换就被取消了，而fillStyle 也返回了红色。所以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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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是红色的，而且绘制的起点是(0,0)。需要注意的是，save()方法保存的只

是对绘图上下文的设置和变换，不会保存绘图上下文的内容。 

4.7.2.6 绘制图像 

2D 绘图上下文内置了对图像的支持。如果你想把一幅图像绘制到画布上，

可以使用drawImage()方法。根据期望的最终结果不同，调用这个方法时，可以

使用三种不同的参数组合。最简单的调用方式是传入一个HTML <img>元素，以

及绘制该图像的起点的x 和y 坐标。例如： 

 

这两行代码取得了文档中的第一幅图像，然后将它绘制到上下文中，起点

为(10,10)。绘制到画布上的图像大小与原始大小一样。如果你想改变绘制后图

像的大小，可以再多传入两个参数，分别表示目标宽度和目标高度。通过这种

方式来缩放图像并不影响上下文的变换矩阵。例如： 

执行代码后，绘制

出来的图像大小会变成20×30 像素。 

除了上述两种方式，还可以选择把图像中的某个区域绘制到上下文中。

drawImage()方法的这种调用方式总共需要传入9 个参数：要绘制的图像、源图

像的x 坐标、源图像的y 坐标、源图像的宽度、源图像的高度、目标图像的x 

坐标、目标图像的y 坐标、目标图像的宽度、目标图像的高度。这样调用

drawImage()方法可以获得最多的控制。例如： 

这行代码只会把原

始图像的一部分绘制到画布上。原始图像的这一部分的起点为(0,10)，宽和高

都是50 像素。最终绘制到上下文中的图像的起点是(0,100)，而大小变成了40

×60 像素。这种调用方式可以创造出很有意思的效果，如图4.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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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绘制新效果 

除了给drawImage()方法传入HTML <img>元素外，还可以传入另一个

<canvas>元素作为其第一个参数。这样，就可以把另一个画布内容绘制到当前

画布上。结合使用drawImage()和其他方法，可以对图像进行各种基本操作。而

操作的结果可以通过toDataURL()方法获得。不过，有一个例外，即图像不能来

自其他域。如果图像来自其他域，调用toDataURL()会抛出一个错误。打个比

方，假如位于www.example.com 上的页面绘制的图像来自于www.wrox.com，那

当前上下文就会被认为“不干净”，因而会抛出错误。 

4.7.2.7 阴影 

2D 上下文会根据以下几个属性的值，自动为形状或路径绘制出阴影。 

 shadowColor：用CSS 颜色格式表示的阴影颜色，默认为黑色。 

 shadowOffsetX：形状或路径x 轴方向的阴影偏移量，默认为0。 

 shadowOffsetY：形状或路径y 轴方向的阴影偏移量，默认为0。 

 shadowBlur：模糊的像素数，默认0，即不模糊。 

 这些属性都可以通过context 对象来修改。只要在绘制前为它们设置适

当的值，就能自动产生阴影。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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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矩形的阴影样式相同。不同浏览器对阴影的支持有一些差异。IE9、

Firefox 4 和Opera 11 的行为最为规范，其他浏览器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奇怪的

现象，甚至根本不支持阴影。Chrome（直至第10 版）不能正确地为描边的形状

应用实心阴影。Chrome 和Safari（直至第5 版）在为带透明像素的图像应用阴

影时也会有问题：不透明部分的下方本来是该有阴影的，但此时则一概不见

了。Safari 也不能给渐变图形应用阴影，其他浏览器都可以。 

 

图4-23 阴影绘制 

4.7.2.8 渐变 

渐变由CanvasGradient 实例表示，很容易通过2D 上下文来创建和修改。

要创建一个新的线性渐变，可以调createLinearGradient()方法。这个方法接

收4 个参数：起点的x 坐标、起点的y 坐标、终点的x 坐标、终点的y 坐标。

调用这个方法后，它就会创建一个指定大小的渐变，并返回CanvasGradient 对

象的实例。创建了渐变对象后，下一步就是使用addColorStop()方法来指定色

标。这个方法接收两个参数：色标位置和CSS 颜色值。色标位置是一个0（开始

的颜色）到1（结束的颜色）之间的数字。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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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gradient 对象表示的是一个从画布上点(30,30)到点(70,70)的渐

变。起点的色标是白色，终点的色标是黑色。然后就可以把fillStyle 或

strokeStyle 设置为这个对象，从而使用渐变来绘制形状或描边： 

 

为了让渐变覆盖整个矩形，而不是仅应用到矩形的一部分，矩形和渐变对

象的坐标必须匹配才行。。 

 

图4-24 渐变绘制 

如果没有把矩形绘制到恰当的位置，那可能就只会显示部分渐变效果。 

例如： 

 

这两行代码执行后得到的矩形只有左上角稍微有一点白色。这主要是因为

矩形的起点位于渐变的中间位置，而此时渐变差不多已经结束了。由于渐变不

重复，所以矩形的大部分区域都是黑色。确保渐变与形状对齐非常重要，有时

候可以考虑使用函数来确保坐标合适。例如：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81                                 

 

 

这个函数基于起点的x 和y 坐标以及宽度和高度值来创建渐变对象，从而

让我们可以在fillRect()中使用相同的值。 

 

使用画布的时候，确保坐标匹配很重要，也需要一些技巧。类似

createRectLinearGradient()这样的辅助方法可以让控制坐标更容易一些。要

创建径向渐变（或放射渐变），可以使用createRadialGradient()方法。这个

方法接收6 个参数，对应着两个圆的圆心和半径。前三个参数指定的是起点圆

的原心（x 和y）及半径，后三个参数指定的是终点圆的原心（x 和y）及半

径。可以把径向渐变想象成一个长圆桶，而这6 个参数定义的正是这个桶的两

个圆形开口的位置。如果把一个圆形开口定义得比另一个小一些，那这个圆桶

就变成了圆锥体，而通过移动每个圆形开口的位置，就可达到像旋转这个圆锥

体一样的效果。如果想从某个形状的中心点开始创建一个向外扩散的径向渐变

效果，就要将两个圆定义为同心圆。比如，就拿前面创建的矩形来说，径向渐

变的两个圆的圆心都应该在(55,55)，因为矩形的区域是从(30,30)到(80,80)。

请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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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代码，会得到如图4.25所示的结果。因为创建比较麻烦，所以径向渐

变并不那么容易控制。不过，一般来说，让起点圆和终点圆保持为同心圆的情

况比较多，这时候只要考虑给两个圆设置不同的半径就好了。 

 

图4-25 径向渐变设置 

4.7.2.9 模式 

模式其实就是重复的图像， 可以用来填充或描边图形。要创建一个新模

式， 可以调用createPattern()方法并传入两个参数：一个HTML <img>元素和

一个表示如何重复图像的字符串。其中，第二个参数的值与CSS 的background-

repeat 属性值相同，包括"repeat"、"repeat-x"、"repeat-y"和"no-

repeat"。看一个例子。 

 

需要注意的是，模式与渐变一样，都是从画布的原点(0,0)开始的。将填充

样式（fillStyle）设置为模式对象，只表示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显示重复的图

像，而不是要从某个位置开始绘制重复的图像。上面的代码会得到如图4.26 所

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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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绘制重复图像的效果 

createPattern()方法的第一个参数也可以是一个<video>元素，或者另一

个<canvas>元素。 

4.7.2.10 使用图像数据 

2D 上下文的一个明显的长处就是，可以通过getImageData()取得原始图像

数据。这个方法接收4 个参数：要取得其数据的画面区域的x 和y 坐标以及该

区域的像素宽度和高度。例如，要取得左上角坐标为(10,5)、大小为50×50 像

素的区域的图像数据，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var imageData = context.getImageData(10, 5, 50, 50); 

这里返回的对象是ImageData 的实例。每个ImageData 对象都有三个属

性：width、height 和data。其中data 属性是一个数组，保存着图像中每一个

像素的数据。在data 数组中，每一个像素用4 个元素来保存，分别表示红、

绿、蓝和透明度值。因此，第一个像素的数据就保存在数组的第0 到第3 个元

素中，例如： 

var data = imageData.data, 

red = data[0], 

green = data[1], 

blue = data[2], 

alpha = dat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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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中每个元素的值都介于0 到255 之间（包括0 和255）。能够直接访问

到原始图像数据，就能够以各种方式来操作这些数据。例如，通过修改图像数

据，可以像下面这样创建一个简单的灰阶过滤器。 

 

这个例子首先在画面上绘制了一幅图像，然后取得了原始图像数据。其中

的for 循环遍历了图像数据中的每一个像素。这里要注意的是，每次循环控制

变量i 都递增4。在取得每个像素的红、绿、蓝颜色值后，计算出它们的平均

值。再把这个平均值设置为每个颜色的值，结果就是去掉了每个像素的颜色，

只保留了亮度接近的灰度值（即彩色变黑白）。在把data 数组回写到

imageData 对象后，调用putImageData()方法把图像数据绘制到画布上。最终

得到了图像的黑白版。当然，通过操作原始像素值不仅能实现灰阶过滤，还能

实现其他功能。要了解通过操作原始图像数据实现过滤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Ilmari Heikkinen 的文章“Making Image Filters with Canvas”（基于

Canvas 的图像过滤器）：

http://www.html5rocks.com/en/tutorials/canvas/image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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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画布“干净”的情况下（即图像并非来自其他域），才可以取得图

像数据。如果画布“不干净”，那么访问图像数据时会导致JavaScript 错误。 

4.7.2.11 合成 

还有两个会应用到2D 上下文中所有绘制操作的属性：globalAlpha 和

globalComposition-Operation。其中，globalAlpha 是一个介于0 和1 之间的

值（包括0 和1），用于指定所有绘制的透明度。默认值为0。如果所有后续操

作都要基于相同的透明度，就可以先把globalAlpha 设置为适当值，然后绘

制，最后再把它设置回默认值0。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蓝色矩形绘制到了红色矩形上面。因为在绘制蓝色

矩形前，globalAlpha已经被设置为0.5，所以蓝色矩形会呈现半透明效果，透

过它可以看到下面的红色矩形。第二个属性globalCompositionOperation 表示

后绘制的图形怎样与先绘制的图形结合。这个属性的值是字符串，可能的值如

下。 

 source-over（默认值）：后绘制的图形位于先绘制的图形上方。 

 source-in：后绘制的图形与先绘制的图形重叠的部分可见，两者其

他部分完全透明。 

 source-out：后绘制的图形与先绘制的图形不重叠的部分可见，先

绘制的图形完全透明。 

 source-atop：后绘制的图形与先绘制的图形重叠的部分可见，先绘

制图形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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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ination-over：后绘制的图形位于先绘制的图形下方，只有之

前透明像素下的部分才可见。 

 destination-in：后绘制的图形位于先绘制的图形下方，两者不重

叠的部分完全透明。 

 destination-out：后绘制的图形擦除与先绘制的图形重叠的部分。 

 destination-atop：后绘制的图形位于先绘制的图形下方，在两者

不重叠的地方，先绘制的 

 图形会变透明。 

 lighter：后绘制的图形与先绘制的图形重叠部分的值相加，使该部

分变亮。 

 copy：后绘制的图形完全替代与之重叠的先绘制图形。 

 xor：后绘制的图形与先绘制的图形重叠的部分执行“异或”操作。 

这个合成操作实际上用语言或者黑白图像是很难说清楚的。要了解每个操

作的具体效果，请参见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samples/canvas-

tutorial/6_1_canvas_composite.html。推荐使用IE9+或Firefox 4+访问前面

的网页，因为这两款浏览器对Canvas 的实现最完善。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如果不修改globalCompositionOperation，那么蓝色矩形应该位于红色矩

形之上。但把globalCompositionOperation 设置为"destination-over"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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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矩形跑到了蓝色矩形上面。在使用globalCompositionOperation 的情况

下，一定要多测试一些浏览器。因为不同浏览器对这个属性的实现仍然存在较

大的差别。Safari 和Chrome 在这方面还有问题，至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

比较在打开上述页面的情况下，IE9+和Firefox 4+与它们有什么差异。 

4.7.3 WebGL 

WebGL 是针对Canvas 的3D 上下文。与其他Web 技术不同，WebGL 并不是

W3C 制定的标准，而是由Khronos Group 制定的。其官方网站是这样介绍的：

“Khronos Group 是一个非盈利的由会员资助的协会，专注于为并行计算以及

各种平台和设备上的图形及动态媒体制定无版税的开放标准。” Khronos 

Group 也设计了其他图形处理API，比如OpenGL ES 2.0。浏览器中使用的WebGL 

就是基于OpenGL ES2.0 制定的。 

OpenGL 等3D 图形语言是非常复杂的，本书不可能介绍其中每一个概念。

熟悉OpenGL ES 2.0 的读者可能会觉得WebGL 更好理解一些，因为好多概念是

相通的。本节将适当地介绍OpenGL ES 2.0 的一些概念，尽力解释其中的某些

部分在WebGL 中的实现。要全面了解OpenGL，请访问www.opengl.org。要全面

学习WebGL，请参考www.learningwebgl.com，其中包含非常棒的系列教程。 

4.7.3.1 类型化数组 

WebGL 涉及的复杂计算需要提前知道数值的精度，而标准的JavaScript 数

值无法满足需要。为此，WebGL 引入了一个概念，叫类型化数组（typed 

arrays）。类型化数组也是数组，只不过其元素被设置为特定类型的值。类型

化数组的核心就是一个名为ArrayBuffer 的类型。每个ArrayBuffer 对象表示

的只是内存中指定的字节数，但不会指定这些字节用于保存什么类型的数据。

通过ArrayBuffer 所能做的，就是为了将来使用而分配一定数量的字节。例

如，下面这行代码会在内存中分配20B。 

var buffer = new ArrayBuffe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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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ArrayBuffer 对象后，能够通过该对象获得的信息只有它包含的字

节数，方法是访问其byteLength 属性： 

var bytes = buffer.byteLength; 

虽然ArrayBuffer 对象本身没有多少可说的，但对WebGL 而言，使用它是

极其重要的。而且，在涉及视图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原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1. 视图 

使用ArrayBuffer（数组缓冲器类型）的一种特别的方式就是用它来创建数

组缓冲器视图。其中，最常见的视图是DataView，通过它可以选择ArrayBuffer 

中一小段字节。为此，可以在创建DataView实例的时候传入一个ArrayBuffer、

一个可选的字节偏移量（从该字节开始选择）和一个可选的要选择的字节数。

例如： 

//基于整个缓冲器创建一个新视图 

var view = new DataView(buffer); 

//创建一个开始于字节 9 的新视图 

var view = new DataView(buffer, 9); 

//创建一个从字节 9 开始到字节 18 的新视图 

var view = new DataView(buffer, 9, 10); 

实例化之后，DataView 对象会把字节偏移量以及字节长度信息分别保存在

byteOffset 和byteLength 属性中。 

alert(view.byteOffset); 

alert(view.byte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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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两个属性可以在以后方便地了解视图的状态。另外，通过其buffer 

属性也可以取得数组缓冲器。读取和写入DataView 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操作的

数据类型，选择相应的getter 和setter 方法。下表列出了DataView 支持的数

据类型以及相应的读写方法。 

 

所有这些方法的第一个参数都是一个字节偏移量，表示要从哪个字节开始

读取或写入。不要忘了，要保存有些数据类型的数据，可能需要不止1B。比

如，无符号8 位整数要用1B，而32 位浮点数则要用 

4B。使用DataView，就需要你自己来管理这些细节，即要明确知道自己的

数据需要多少字节，并选择正确的读写方法。例如： 

 

以上代码把两个无符号16 位整数保存到了数组缓冲器中。因为每个16 位

整数要用2B，所以保存第一个数的字节偏移量为0，而保存第二个数的字节偏移

量为2。用于读写16 位或更大数值的方法都有一个可选的参数littleEndian。

这个参数是一个布尔值，表示读写数值时是否采用小端字节序（即将数据的最

低有效位保存在低内存地址中），而不是大端字节序（即将数据的最低有效位

保存在高内存地址中）。如果你也不确定应该使用哪种字节序，那不用管它，

就采用默认的大端字节序方式保存即可。因为在这里使用的是字节偏移量，而

非数组元素数，所以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访问同一字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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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数值25 以16 位无符号整数的形式被写入，字节偏移量为

0。然后，再以8 位有符号整数的方式读取该数据，得到的结果是0。这是因为

25 的二进制形式的前8 位（第一个字节）全部是0，如图4.27 所示。 

 

图4-27 16位整数 

可见，虽然DataView 能让我们在字节级别上读写数组缓冲器中的数据，但

我们必须自己记住要将数据保存到哪里，需要占用多少字节。这样一来，就会

带来很多工作量，因此类型化视图也就应运而生。 

2. 类型化视图 

类型化视图一般也被称为类型化数组，因为它们除了元素必须是某种特定

的数据类型外，与常规的数组无异。类型化视图也分几种，而且它们都继承了

DataView。 

Int8Array：表示8 位二补整数。 

Uint8Array：表示8 位无符号整数。 

Int16Array：表示16 位二补整数。 

Uint16Array：表示16 位无符号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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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32Array：表示32 位二补整数。 

Uint32Array：表示32 位无符号整数。 

Float32Array：表示32 位IEEE 浮点值。 

Float64Array：表示64 位IEEE 浮点值。 

每种视图类型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数据，而同一数据视选择的类型不同有

可能占用一或多字节。例如，20B 的ArrayBuffer 可以保存20 个Int8Array 或

Uint8Array，或者10 个Int16Array 或 

Uint16Array，或者5 个Int32Array、Uint32Array 或Float32Array，或者

2 个Float64Array。 

由于这些视图都继承自DataView，因而可以使用相同的构造函数参数来实

例化。第一个参数是要使用ArrayBuffer 对象，第二个参数是作为起点的字节

偏移量（默认为0），第三个参数是要包含的字节数。三个参数中只有第一个是

必需的。下面来看几个例子。 

//创建一个新数组，使用整个缓冲器 

var int8s = new Int8Array(buffer); 

//只使用从字节 9 开始的缓冲器 

var int16s = new Int16Array(buffer, 9); 

//只使用从字节 9 到字节 18 的缓冲器 

var uint16s = new Uint16Array(buffer, 9, 10); 

能够指定缓冲器中可用的字节段，意味着能在同一个缓冲器中保存不同类

型的数值。比如，下面的代码就是在缓冲器的开头保存8 位整数，而在其他字

节中保存16 位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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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缓冲器的一部分保存 8 位整数，另一部分保存 16 位整数 

var int8s = new Int8Array(buffer, 0, 10); 

var uint16s = new Uint16Array(buffer, 11, 10); 

每个视图构造函数都有一个名为BYTES_PER_ELEMENT 的属性，表示类型化

数组的每个元素需要多少字节。因此，Uint8Array.BYTES_PER_ELEMENT 就是

1，而Float32Array.BYTES_PER_ELEMENT 

则为4。可以利用这个属性来辅助初始化。 

//需要 10 个元素空间 

var int8s = new Int8Array(buffer, 0, 10 * 

Int8Array.BYTES_PER_ELEMENT); 

//需要 5 个元素空间 

var uint16s = new Uint16Array(buffer, int8s.byteOffset + 

int8s.byteLength, 

5 * Uint16Array.BYTES_PER_ELEMENT); 

以上代码基于同一个数组缓冲器创建了两个视图。缓冲器的前10B 用于保

存8 位整数，而其他字节用于保存无符号16 位整数。在初始化Uint16Array 的

时候，使用了Int8Array 的byteOffset 和byteLength 属性，以确保uint16s 

开始于8 位数据之后。如前所述，类型化视图的目的在于简化对二进制数据的

操作。除了前面看到的优点之外，创建类型化视图还可以不用首先创建

ArrayBuffer 对象。只要传入希望数组保存的元素数，相应的构造函数就可以

自动创建一个包含足够字节数的ArrayBuffer 对象，例如： 

//创建一个数组保存 10 个 8 位整数（10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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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nt8s = new Int8Array(10); 

//创建一个数组保存 10 个 16 位整数（20 字节） 

var int16s = new Int16Array(10); 

另外，也可以把常规数组转换为类型化视图，只要把常规数组传入类型化

视图的构造函数即可： 

//创建一个数组保存 5 个 8 位整数（10 字节） 

var int8s = new Int8Array([10, 20, 30, 40, 50]); 

这是用默认值来初始化类型化视图的最佳方式，也是WebGL 项目中最常用

的方式。以这种方式来使用类型化视图，可以让它们看起来更像Array 对象，

同时也能确保在读写信息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数据类型。使用类型化视图时，可

以通过方括号语法访问每一个数据成员，可以通过length 属性确定数组中有多

少元素。这样，对类型化视图的迭代与对Array 对象的迭代就是一样的了。 

for (var i=0, len=int8s.length; i < len; i++){ 

console.log("Value at position " + i + " is " + int8s[i]); 

} 

当然，也可以使用方括号语法为类型化视图的元素赋值。如果为相应元素

指定的字节数放不下相应的值，则实际保存的值是最大可能值的模。例如，无

符号16 位整数所能表示的最大数值是65535，如果你想保存65536，那实际保存

的值是0；如果你想保存65537，那实际保存的值是1，依此类推。 

var uint16s = new Uint16Array(10); 

uint16s[0] = 65537; 

alert(uint16s[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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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不匹配时不会抛出错误，所以你必须自己保证所赋的值不会超过

相应元素的字节限制。类型化视图还有一个方法，即subarray()，使用这个方

法可以基于底层数组缓冲器的子集创建一个新视图。这个方法接收两个参数：

开始元素的索引和可选的结束元素的索引。返回的类型与调用该方法的视图类

型相同。例如： 

var uint16s = new Uint16Array(10), 

sub = uint16s.subarray(2, 5); 

在以上代码中，sub 也是Uint16Array 的一个实例，而且底层与uint16s 

都基于同一个ArrayBuffer。通过大视图创建小视图的主要好处就是，在操作大

数组中的一部分元素时，无需担心意外修改了其他元素。类型化数组是WebGL 

项目中执行各种操作的重要基础。 

4.7.3.2 WebGL上下文 

目前，在支持的浏览器中，WebGL 的名字叫"experimental-webgl"，这是

因为WebGL 规范仍然未制定完成。制定完成后，这个上下文的名字就会变成简

单的"webgl"。如果浏览器不支持WebGL， 

那么取得该上下文时会返回null。在使用WebGL 上下文时，务必先检测一

下返回值。 

 

一般都把WebGL 上下文对象命名为gl。大多数WebGL 应用和示例都遵守这

一约定，因为OpenGLES 2.0 规定的方法和值通常都以"gl"开头。这样做也可以

保证JavaScript 代码与OpenGL 程序更相近。取得了WebGL 上下文之后，就可

以开始3D 绘图了。此本节讨论的概念实际上就是OpenGL 概念在JavaScript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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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通过给getContext()传递第二个参数，可以为WebGL 上下文设置一些

选项。这个参数本身是一个对象，可以包含下列属性。 

 alpha：值为true，表示为上下文创建一个Alpha 通道缓冲区；默认

值为true。 

 depth：值为true，表示可以使用16 位深缓冲区；默认值为true。 

 stencil：值为true，表示可以使用8 位模板缓冲区；默认值为

false。 

 antialias：值为true，表示将使用默认机制执行抗锯齿操作；默认

值为true。 

 premultipliedAlpha：值为true，表示绘图缓冲区有预乘Alpha 

值；默认值为true。 

 preserveDrawingBuffer：值为true，表示在绘图完成后保留绘图缓

冲区；默认值为false。建议确实有必要的情况下再开启这个值，因为可

能影响性能。传递这个选项对象的方式如下： 

 

 

大多数上下文选项只在高级技巧中使用。很多时候，各个选项的默认值就

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如果getContext()无法创建WebGL 上下文，有的浏览器会

抛出错误。为此，最好把调用封装到一个try-catch 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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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量 

如果你熟悉OpenGL，那肯定会对各种操作中使用非常多的常量印象深刻。

这些常量在OpenGL 中都带前缀GL_。在WebGL 中，保存在上下文对象中的这些

常量都没有GL_前缀。比如说， 

GL_COLOR_BUFFER_BIT 常量在WebGL 上下文中就是gl.COLOR_BUFFER_BIT。

WebGL 以这种方式支持大多数OpenGL 常量（有一部分常量是不支持的）。 

2. 方法命名 

OpenGL（以及WebGL）中的很多方法都试图通过名字传达有关数据类型的信

息。如果某方法可以接收不同类型及不同数量的参数，看方法名的后缀就可以

知道。方法名的后缀会包含参数个数（1到4） 

和接收的数据类型（f 表示浮点数，i 表示整数）。例如，

gl.uniform4f()意味着要接收4 个浮点数，而gl.uniform3i()则表示要接收3 

个整数。也有很多方法接收数组参数而非一个个单独的参数。这样的方法其名

字中会包含字母v（即vector，矢量）。因此，gl.uniform3iv()可以接收一个

包含3 个值的整数数组。请大家记住以上命名约定，这样对理解后面关于WebGL 

的讨论很有帮助。 

3. 准备绘图 

在实际操作WebGL 上下文之前，一般都要使用某种实色清除<canvas>，为

绘图做好准备。为此，首先必须使用clearColor()方法来指定要使用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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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该方法接收4 个参数：红、绿、蓝和透明度。每个参数必须是一个0 到1 

之间的数值，表示每种分量在最终颜色中的强度。来看下面的例子。 

 

以上代码把清理颜色缓冲区的值设置为黑色，然后调用了clear()方法，这

个方法与OpenGL 中的glClear()等价。传入的参数gl.COLOR_BUFFER_BIT 告诉

WebGL 使用之前定义的颜色来填充相应区域。一般来说，都要先清理缓冲区，

然后再执行其他绘图操作。 

4. 视口与坐标 

开始绘图之前，通常要先定义WebGL 的视口（viewport）。默认情况下，

视口可以使用整个<canvas>区域。要改变视口大小，可以调用viewport()方法

并传入4 个参数：（视口相对于<canvas>元素的）x 坐标、y 坐标、宽度和高

度。例如，下面的调用就使用了<canvas>元素： 

gl.viewport(0, 0, drawing.width, drawing.height); 

视口坐标的原点(0,0)在<canvas>元素的左下角，x轴和y 轴的正方向分别

是向右和向上，可以定义为(width 1, height 1)。 

 

图4-28 视口坐标 

知道怎么定义视口大小，就可以只在<canvas>元素的部分区域中绘图。来

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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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口是<canvas>左下角的四分之一区域 

gl.viewport(0, 0, drawing.width/2, drawing.height/2); 

//视口是<canvas>左上角的四分之一区域 

gl.viewport(0, drawing.height/2, drawing.width/2, 

drawing.height/2); 

//视口是<canvas>右下角的四分之一区域 

gl.viewport(drawing.width/2, 0, drawing.width/2, 

drawing.height/2); 

 

另外，视口内部的坐标系与定义视口的坐标系也不一样。在视口内部，坐

标原点(0,0)是视口的中心点，因此视口左下角坐标为(1,1)，而右上角坐标为

(1,1)。 

 

图4-29 视口内部的坐标系 

如果在视口内部绘图时使用视口外部的坐标，结果可能会被视口剪切。比

如，要绘制的形状有一个顶点在(1,2)，那么该形状在视口右侧的部分会被剪切

掉。 

5. 缓冲区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99                                 

 

顶点信息保存在JavaScript 的类型化数组中，使用之前必须转换到WebGL 

的缓冲区。要创建缓冲区，可以调用gl.createBuffer()，然后使用

gl.bindBuffer()绑定到WebGL 上下文。这两步做完之后，就可以用数据来填充

缓冲区了。例如： 

var buffer = gl.createBuffer(); 

gl.bindBuffer(gl.ARRAY_BUFFER, buffer); 

gl.bufferData(gl.ARRAY_BUFFER, new Float32Array([0, 0.5, 1]), 

gl.STATIC_DRAW); 

调用gl.bindBuffer()可以将buffer 设置为上下文的当前缓冲区。此后，

所有缓冲区操作都直接在buffer 中执行。因此，调用gl.bufferData()时不需

要明确传入buffer 也没有问题。最后一行代码使用Float32Array 中的数据初

始化了buffer（一般都是用Float32Array 来保存顶点信息）。如果想使用

drawElements()输出缓冲区的内容，也可以传入gl.ELEMENT_ARRAY_BUFFER。

gl.bufferData()的最后一个参数用于指定使用缓冲区的方式，取值范围是如下

几个常量。 

 gl.STATIC_DRAW：数据只加载一次，在多次绘图中使用。 

 gl.STREAM_DRAW：数据只加载一次，在几次绘图中使用。

gl.DYNAMIC_DRAW：数据动态改变，在多次绘图中使用。 

如果不是非常有经验的OpenGL 程序员，多数情况下将缓冲区使用方式设置

为gl.STATIC_DRAW即可。 

在包含缓冲区的页面重载之前，缓冲区始终保留在内存中。如果你不想要

某个缓冲区了，可以直接调用 

gl.deleteBuffer()释放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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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deleteBuffer(buffer); 

6. 错误 

JavaScript 与WebGL 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WebGL 操作一般不会抛

出错误。为了知道是否有错误发生，必须在调用某个可能出错的方法后，手工

调用gl.getError()方法。这个方法返回一个表示错误类型的常量。可能的错误

常量如下。 

 gl.NO_ERROR：上一次操作没有发生错误（值为0）。 

 gl.INVALID_ENUM：应该给方法传入WebGL 常量，但却传错了参数。 

 gl.INVALID_VALUE：在需要无符号数的地方传入了负值。 

 gl.INVALID_OPERATION：在当前状态下不能完成操作。 

 gl.OUT_OF_MEMORY：没有足够的内存完成操作。 

 gl.CONTEXT_LOST_WEBGL：由于外部事件（如设备断电）干扰丢失了

当前WebGL 上下文。每次调用gl.getError()方法返回一个错误值。第一

次调用后，后续对gl.getError()的调用可能会返回另一个错误值。如果

发生了多个错误，需要反复调用gl.getError()直至它返回

gl.NO_ERROR。在执行了很多操作的情况下，最好通过一个循环来调用

getError()，如下所示： 

var errorCode = gl.getError(); 

while(errorCode){ 

console.log("Error occurred: " + errorCode); 

errorCode = gl.get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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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WebGL 脚本输出不正确，那在脚本中放几行gl.getError()有助于找出

问题所在。 

7. 着色器 

着色器（shader）是OpenGL 中的另一个概念。WebGL 中有两种着色器：顶

点着色器和片段（或像素）着色器。顶点着色器用于将3D 顶点转换为需要渲染

的2D 点。片段着色器用于准确计算要绘制的 

每个像素的颜色。WebGL 着色器的独特之处也是其难点在于，它们并不是

用JavaScript 写的。这些着色器是使用GLSL（OpenGL Shading Language，

OpenGL 着色语言）写的，GLSL 是一种与C 和JavaScript完全不同的语言。 

8. 编写着色器 

GLSL 是一种类C 语言，专门用于编写OpenGL 着色器。因为WebGL 是

OpenGL ES 2.0 的实现，所以OpenGL 中使用的着色器可以直接在WebGL 中使

用。这样就方便了将桌面图形应用移植到浏览器中。每个着色器都有一个

main()方法，该方法在绘图期间会重复执行。为着色器传递数据的方式有两

种：Attribute 和Uniform。通过Attribute 可以向顶点着色器中传入顶点信

息，通过Uniform 可以向任何着色器传入常量值。Attribute 和Uniform 在

main()方法外部定义，分别使用关键字attribute 和uniform。在这两个值类型

关键字之后，是数据类型和变量名。下面是一个简单的顶点着色器的例子。 

 

这个顶点着色器定义了一个名为aVertexPosition 的Attribute，这个

Attribute 是一个数组，包含两个元素（数据类型为vec2），表示x 和y 坐

标。即使只接收到两个坐标，顶点着色器也必须把一个包含四方面信息的顶点

赋值给特殊变量gl_Position。这里的着色器创建了一个新的包含四个元素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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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vec4），填补缺失的坐标，结果是把2D 坐标转换成了3D 坐标。除了只能

通过Uniform传入数据外，片段着色器与顶点着色器类似。以下是片段着色器的

例子。 

 

片段着色器必须返回一个值，赋给变量gl_FragColor，表示绘图时使用的

颜色。这个着色器定义了一个包含四方面信息（vec4）的统一的颜色uColor。

从以上代码看，这个着色器除了把传入的值赋给gl_FragColor 什么也没做。

uColor 的值在这个着色器内部不能改变。OpenGL 着色语言比这里看到的还要

复杂。专门讲解这门语言的书有很多，本节只是从辅助使用WebGL 的角度简要

介绍一下该语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Randi J. Rost 编著的OpenGL 

Shading Language（Addison-Wesley,2006）。 

9. 编写着色器程序 

浏览器不能理解GLSL 程序，因此必须准备好字符串形式的GLSL 程序，以

便编译并链接到着色器程序。为便于使用，通常是把着色器包含在页面的

<script>标签内，并为该标签指定一个自定义的type属性。由于无法识别type 

属性值，浏览器不会解析<script>标签的内容，但这不影响你读写其中的代

码。例如： 

 

然后，可以通过text 属性提取出<script>元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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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vertexGlsl = document.getElementById("vertexShader").text, 

fragmentGlsl = document.getElementById("fragmentShader").text; 

复杂一些的WebGL 应用可能会通过Ajax（详见第21 章）动态加载着色器。

而使用着色器的关键是要有字符串形式的GLSL 程序。 

取得了GLSL 字符串之后，接下来就是创建着色器对象。要创建着色器对

象，可以调用gl.create-Shader()方法并传入要创建的着色器类型

（gl.VERTEX_SHADER 或gl.FRAGMENT_SHADER）。编译着色器使用的是

gl.compileShader()。请看下面的例子。 

 

以上代码创建了两个着色器，并将它们分别保存在vertexShader 和

fragmentShader 中。而使用下列代码，可以把这两个对象链接到着色器程序

中。 

 

第一行代码创建了程序，然后调用attachShader()方法又包含了两个着色

器。最后调用gl.link-Program()则把两个着色器封装到了变量program 中。链

接完程序之后，就可以通过gl.useProgram()方法通知WebGL 使用这个程序了。 

gl.useProgram(program); 

调用gl.useProgram()方法后，所有后续的绘图操作都将使用这个程序。 

10. 为着色器传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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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定义的着色器都必须接收一个值才能工作。为了给着色器传入这个

值，必须先找到要接收这个值的变量。对于Uniform变量，可以使

gl.getUniformLocation()，这个方法返回一个对象，表示Uniform变量在内存

中的位置。然后可以基于变量的位置来赋值。例如： 

 

第一行代码从program 中找到Uniform变量uColor，返回了它在内存中的位

置。第二行代码使用gl.uniform4fv()给uColor 赋值。 

对于顶点着色器中的Attribute 变量，也是差不多的赋值过程。要找到

Attribute 变量在内存中的位置，可以调用gl.getAttribLocation()。取得了

位置之后，就可以像下面这样赋值了： 

 

在此，我们取得了aVertexPosition 的位置，然后又通过

gl.enableVertexAttribArray()启用它。最后一行创建了指针， 指向由

gl.bindBuffer() 指定的缓冲区， 并将其保存在aVertexPosition 中，以便顶

点着色器使用。 

11. 调试着色器和程序 

与WebGL 中的其他操作一样，着色器操作也可能会失败，而且也是静默失

败。如果你想知道着色器或程序执行中是否发生了错误，必须亲自询问WebGL 

上下文。对于着色器，可以在操作之后调用gl.getShaderParameter()，取得着

色器的编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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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检测了vertexShader 的编译状态。如果着色器编译成功，调用

gl.getShader-Parameter()会返回true。如果返回的是false，说明编译期间发

生了错误，此时调用gl.getShader-InfoLog()并传入相应的着色器就可以取得

错误消息。错误消息就是一个表示问题所在的字符串。无论是顶点着色器，还

是片段着色器，都可以使用gl.getShaderParameter()和

gl.getShaderInfoLog()方法。程序也可能会执行失败，因此也有类似的方法—

gl.getProgramParameter()，可以用来检测执行状态。最常见的程序失败发生

在链接过程中，要检测链接错误，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与gl.getShaderParameter()类似，gl.getProgramParameter()返回true 

表示链接成功，返回false 表示链接失败。同样，也有一个

gl.getProgramInfoLog()方法，用于捕获程序失败的消息。 

以上介绍的这些方法主要在开发过程中用于调试。只要没有依赖外部代

码，就可以放心地把它们从产品代码中删除。 

12. 绘图 

WebGL 只能绘制三种形状：点、线和三角。其他所有形状都是由这三种基

本形状合成之后，再绘制到三维空间中的。执行绘图操作要调用

gl.drawArrays()或gl.drawElements()方法，前者用于数组缓冲区，后者用于

元素数组缓冲区。 

gl.drawArrays()或gl.drawElements()的第一个参数都是一个常量，表示

要绘制的形状。可取值的常量范围包括以下这些。 

 gl.POINTS：将每个顶点当成一个点来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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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LINES：将数组当成一系列顶点，在这些顶点间画线。每个顶点

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因此数组中必须包含偶数个顶点才能完成绘制。 

 gl.LINE_LOOP：将数组当成一系列顶点，在这些顶点间画线。线条

从第一个顶点到第二个顶点，再从第二个顶点到第三个顶点，依此类

推，直至最后一个顶点。然后再从最后一个顶点到第一个顶点画一条

线。结果就是一个形状的轮廓。 

 gl.LINE_STRIP：除了不画最后一个顶点与第一个顶点之间的线之

外，其他与gl.LINE_LOOP相同。 

 gl.TRIANGLES：将数组当成一系列顶点，在这些顶点间绘制三角

形。除非明确指定，每个三角形都单独绘制，不与其他三角形共享顶

点。 

 gl.TRIANGLES_STRIP：除了将前三个顶点之后的顶点当作第三个顶

点与前两个顶点共同构成一个新三角形外，其他都与gl.TRIANGLES 相同

例如，如果数组中包含A、B、C、D 四个顶 

点，则第一个三角形连接ABC，而第二个三角形连接BCD。 

 gl. TRIANGLES_FAN：除了将前三个顶点之后的顶点当作第三个顶点

与前一个顶点及第一个顶点共同构成一个新三角形外，其他都与

gl.TRIANGLES 相同。例如，如果数组中包含A、B、C、D 四个顶点，则

第一个三角形连接ABC，而第二个三角形连接ACD。 

gl.drawArrays()方法接收上面列出的常量中的一个作为第一个参数，接收

数组缓冲区中的起始索引作为第二个参数，接收数组缓冲区中包含的顶点数

（点的集合数）作为第三个参数。下面的代码使用gl.drawArrays()在画布上绘

制了一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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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定义了一个Float32Array，包含三组顶点（每个顶点由两点表

示）。这里关键是要知道顶点的大小及数量，以便将来计算时使用。把

vertexSetSize 设置为2 之后，就可以计算出vertexSetCount 的值。把顶点的

信息保存在缓冲区中后，又把颜色信息传给了片段着色器。接下来，给顶点着

色器传入顶点大小以及gl.FLOAT，后者表示顶点坐标是浮点数。传入的第四个

参数是一个布尔值，false 在此表示坐标不是标准化的。第五个参数是步长值

（stride value），表示取得下一个值的时候，要跳过多少个数组元素。除非

你真需要跳过数组元素，否则传入0 即可。最后一个参数是起点偏移量，值为0 

表示从第一个元素开始。最后一步就是使用gl.drawArrays()绘制三角形。传入

gl.TRIANGLES 作为第一个参数，表示在(0,1)、(1, 1)和( 1, 1)点之间绘

制三角形，并使用传给片段着色器的颜色来填充它。第二个参数是缓冲区中的

起点偏移量，最后一个参数是要读取的顶点总数。 

 

图4-30 绘图操作结果 

通过修改gl.drawArrays()的第一个参数，可以修改绘制三角形的方式。图

4-31 展示了传入不同的参数后可能得到的结果。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108                                 

 

 

图4-31 传入参数后的结果 

13. 纹理 

WebGL 的纹理可以使用DOM中的图像。要创建一个新纹理，可以调用

gl.createTexture()，然后再将一幅图像绑定到该纹理。如果图像尚未加载到

内存中，可能需要创建一个Image 对象的实例，以便动态加载图像。图像加载

完成之前，纹理不会初始化，因此，必须在load 事件触发后才能设置纹理。例

如： 

var image = new Image(), 

texture; 

image.src = "smile.gif"; 

image.onload = function(){ 

texture = gl.createTexture(); 

gl.bindTexture(gl.TEXTURE_2D, texture); 

gl.pixelStorei(gl.UNPACK_FLIP_Y_WEBGL, true); 

gl.texImage2D(gl.TEXTURE_2D, 0, gl.RGBA, gl.RGBA, 

gl.UNSIGNED_BYTE, image); 

gl.texParameteri(gl.TEXTURE_2D, gl.TEXTURE_MAG_FILTER, 

gl.NEA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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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texParameteri(gl.TEXTURE_2D, gl.TEXTURE_MIN_FILTER, 

gl.NEAREST); 

//清除当前纹理 

gl.bindTexture(gl.TEXTURE_2D, null); 

} 

除了使用DOM中的图像之外，以上步骤与在OpenGL 中创建纹理的步骤相

同。最大的差异是使用gl.pixelStore1()设置像素存储格式。

gl.UNPACK_FLIP_Y_WEBGL 是WebGL 独有的常量，在加载Web 中的图像时，多数

情况下都必须使用这个常量。这主要是因为GIF、JPEG 和PNG 图像与WebGL使用

的坐标系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标志，解析图像时就会发生混乱。 

用作纹理的图像必须与包含页面来自同一个域，或者是保存在启用了CORS

（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跨域资源共享）的服务器上。第21 章将

讨论CORS。图像、加载到<video>元素中的视频，甚至其他<canvas>元素都可以

用作纹理。跨域资源限制同样适用于视频。 

14. 读取像素 

与2D 上下文 类似，通过WebGL 上下文也能读取像素值。读取像素值的方

法readPixels()与OpenGL 中的同名方法只有一点不同，即最后一个参数必须是

类型化数组。像素信息是从帧缓冲区读取 

gl.LINE_LOOP gl.LINE_SET的，然后保存在类型化数组中。readPixels()

方法的参数有：x、y、宽度、高度、图像格式、数据类 

型和类型化数组。前4 个参数指定读取哪个区域中的像素。图像格式参数

几乎总是gl.RGBA。数据类型参数用于指定保存在类型化数组中的数据的类型，

但有以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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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类型是gl.UNSIGNED_BYTE，则类型化数组必须是Uint8Array。 

如果类型是gl.UNSIGNED_SHORT_5_6_5、gl.UNSIGNED_SHORT_4_4_4_4 

或gl.UNSIGNED_ 

SHORT_5_5_5_1，则类型化数组必须是Uint16Array。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var pixels = new Uint8Array(25*25); 

gl.readPixels(0, 0, 25, 25, gl.RGBA, gl.UNSIGNED_BYTE, pixels); 

以上代码从帧缓冲区中读取了25×25 像素的区域，将读取到的像素信息保

存到了pixels 数组中。其中，每个像素的颜色由4 个数组元素表示，分别代表

红、绿、蓝和透明度。每个数组元素的值介于0到255 之间（包含0 和255）。

不要忘了根据返回的数据大小初始化类型化数组。在浏览器绘制更新的WebGL 

图像之前调用readPixels()不会有什么意外。绘制发生后，帧缓冲区会恢复其

原始的干净状态，而调用readPixels()返回的像素数据反映的就是清除缓冲区

后的状态。如果你想在绘制发生后读取像素数据， 那在初始化WebGL 上下文时

必须传入适当的 

preserveDrawingBuffer 选项（前面讨论过）。 

var gl = drawing.getContext("experimental-webgl", 

{ preserveDrawingBuffer: true; }); 

设置这个标志的意思是让帧缓冲区在下一次绘制之前，保留其最后的状

态。这个选项会导致性能损失，因此能不用最好不要用。 

4.7.3.3 支持 

Firefox 4+和Chrome 都实现了WebGL API。Safari 5.1 也实现了WebGL，

但默认是禁用的。WebGL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某个浏览器的某个版本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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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就真能使用它。某个浏览器支持WebGL，至少意味着两件

事：首先，浏览器本身必须实现了WebGL API；其次，计算机必须升级显示驱动

程序。运行Windows XP 等操作系统的一些老机器，其驱动程序一般都不是最新

的。因此，这些计算机中的浏览器都会禁用WebGL。从稳妥的角度考虑，在使用

WebGL 之前，最好检测其是否得到了支持，而不是只检测特定的浏览器版本。

大家别忘了，WebGL 还是一个正在制定和发展中的规范。不管是函数名、函数

签名，还是数据类型，都有可能改变。可以说，WebGL 目前只适合实验性地学

习，不适合真正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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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CSS 

5.1 CSS的应用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层叠样式表）是一种格式化网页的标准方

式，用于控制网页样式，并允许样式信息与网页内容分离的一种技术。 

5.1.1 应用 CSS 的步骤 

使用 CSS格式化网页，需要将 CSS应用到 HTML文档中。简单地说，CSS的

应用涉及两个步骤，首先是定义 CSS样式表，然后是将定义好的 CSS 在 HTML文

档中进行应用。 

CSS是由“对象”、“属性”和“值”3个基本部分组成的，这个对象在 CSS

定义中称为“选择器（selector）”。定义 CSS 的基本语法是：选择器｛属性：

属性值｝，其中的选择器可以是 HTML标记，或自定义的类名或 ID名等名称。 

5.1.2 CSS 基本选择器 

所有 HTML语言中的标记样式都是通过对应的 CSS选择器进行控制的。用户

只需要通过选择器对不同的 HTML标签进行选择，并赋予各种样式的声明，即可

实现各种效果。 

在 CSS中，根据选择器的构成形式，可将选择器分为基本选择器和复合选

择器。基本选择器主要包括 3种，分别是 HTML 标记选择器、类选择器和 ID选

择器；复合选择器是通过对基本选择器进行组合构成的。 

5.1.2.1 HTML 标记选择器 

网页是由 HTML 标记组成的，CSS的 HTML 标记选择器的作用就是声明哪些

HTML标记采用了哪种 CSS样式。网页中的任何一个 HTML标记都可以作为相应

的标记选择器的名称。例如 div选择器就是声明当前页面中所有的<div>标记的

显示效果，例如下面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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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div { 

border-width:10px; 

border-color:red; 

margin:20px; 

} 

上述 CSS代码声明了 HTML页面中所有的<div>标记，采用的边框宽度都是

10px，边框颜色都为红色，外边距都为 20px。HTML标记选择器结构如图 5.1所

示。 

 

图 5-1 HTML标记选择器结构 

5.1.2.2 类选择器 

使用 HTML标记选择器可以设置页面中所有相同标记的统一格式，但如果需

要对相同标记中某些个别标记做特殊效果设置，使用 HTML标记选择器就无法实

现了，需要引入其他的选择器。 

类（class）选择器允许以一种独立于文档元素的方式来指定样式。class

选择器的对象名称可以由用户自定义，属性和属性值的设置和 HTML 标记选择器

相同。 

基本语法： 

.classname{property: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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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选择器语法结构如图 5-2所示。 

 

图 5-2 类选择器语法结构 

5.1.2.3 ID选择器 

其实 ID选择器跟类选择器（class selector）的功能一样，两者主要的区

别在于它们的选择器的前缀符号不同；另外，ID名称在 HTML页面中必须唯

一，而类名在 HTML 页面中可以重名，这是由 ID属性是用来唯一标识一个元素

所决定的，因而通常通过 id名来操作 HTML 元素。 

基本语法： 

#IDname{property:value;} 

ID选择器语法结构如图 5-3所示。 

 

图 5-3 ID选择器语法结构 

5.1.2.4 CSS 复合选择器 

1.交集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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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选择器是由两个选择器直接连接构成，其中第一个选择器必须是标记

选择器，第二个选择器必须是类选择器或者 ID选择器。两个选择器之间必须连

续写，不能有空格。 

 

图 5-4 交集选择器语法结构 

2.并集选择器 

另一种复合选择器是并集选择器，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任意选择器组

成，不同选择器之间使用逗号分隔。它的特点所设置的样式对并集选择器中的

各个选择器都有效。并集选择器的作用是可把不同的选择器的相同样式定义抽

取出来放到一个地方做一次定义，从而极大地减化 CSS代码量。 

 

图 5-5 并集选择器语法结构 

3.后代选择器 

CSS选择器可以通过嵌套的方式对特殊位置的 HTML标记进行声明，如

<div>标记中包含<p>标记，就可以通过后代选择器进行控制。后代选择器的写

法是：嵌套外层的标记写在前面，内层的标记写在后面，中间用空格隔开。内

层的标记称为外层标记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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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后代选择器语法结构 

5.2 CSS的常用属性  

5.2.1 字体属性  

CSS字体属性主要用于设置字体类型、大小及粗细等样式，常用的字体属

性如表 5-7所示。 

 

表 5-7 常用的字体属性表 

基本语法： 

<style  type=”text/css”> 

table{ 

font-family:Verdana, Geneva, sans-serif; 

font-size:36px; 

font-style:italic; 

font-weight: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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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 

语法说明：在 table标记选择器中定义 CSS字体属性 

5.2.2 文本属性 

CSS文本属性主要用于设置 HTML文件中的文本修饰形式、水平对齐方式，

以及行间距等样式，常用的文本属性如表 5-8所示。 

 

表 5-8 常用的文本属性 

5.2.3 列表属性 

CSS列表属性主要用于设置列表项目前的引导符号，常用的列表属性如表

5-9所示。 

 

表 5-9 常用的列表属性 

5.2.4 颜色和背景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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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的颜色和背景属性主要用于设置对象的前景和背景颜色，或背景图片

及背景图片的拉伸方向，以及位置等样式，常见的颜色和背景属性如表 5-10所

示。 

 

表 5-10 常见的颜色和背景属性 

5.2.5 区块属性 

CSS区块属性主要用于设置区块的大小、边距、间距，以及浮动特性等样

式，常见的区块属性如表 5-11所示。 

 

图 5-11 常见的区块属性 

5.2.6 层属性 

CSS层属性主要用于定位盒子，允许盒子层叠，常见层属性如表 5-1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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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常见层属性 

5.2.7 鼠标属性 

CSS鼠标属性主要用于设置鼠标的显示形状，常见鼠标属性如表 5-13所

示。 

 

表 5-13 鼠标属性 

5.3 CSS+DIV布局  

5.3.1 盒子模型 

在盒子模型中，所有页面中的元素都被看作是一个个盒子，它们占据一定

的页面空间，在其中放着特定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盒子的边框和间距等

参数来调节盒子的位置及大小。页面是由大大小小许多盒子组成的，这些盒子

互相之间彼此影响，因此，我们既需要理解每个盒子内部的机构，也需要理解

盒子之间的关系及互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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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盒子模型的组成 

在网页布局中，为了使网页中各个元素能合理地进行组织，通过研究总结

出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原则和规范，这就是盒子模型。盒子模型由 content

（内容）、border（边框）、padding（内边距）、margin（外边距）共 4个部分

组成。 

一个盒子实际在页面上占据的空间是由“内容+内边距+外边距+边框”组成

的，可以通过设定盒子的 border、padding 和 margin来实现各种各样的排版效

果。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用<div>定义的网页元素才是盒子，所有的网

页元素都可以看作是盒子。网页上的表格、图片、文字等，从盒子模型的角度

就是大大小小的盒子排列或嵌套在一起的。 

5.3.1.2 盒子 border 属性 

盒子 border也就是盒子的边框，它包围了盒子的 padding和内容，形成盒

子的边界。border 会占据空间，所以在排版计算时要考虑 border的影响。

border的属性主要有 3个，分别是颜色（color）、宽度（width）、样式

（style）。设置 border 就是对这 3个属性进行设置，它们配合好才能达到良好

的效果。在使用 CSS 设置盒子的边框时，可以分别采用 border-color、

border-width、border-style进行设置。 

• border-color：指定边框的颜色，设置方法和 color属性一样，可以采

用颜色名称和十六进制两种方式设置。 

• border-width：指定边框的粗细程度。 

• border-style：指定边框的类型，可以设置 none、hidden、dotted、

dashed、solid、double 等值。 

5.3.1.3 盒子 padding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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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 padding是盒子的内边距，它一边是盒子的内容一边是盒子的边界，

即边框和内容之间的空白区域就是内边距 padding。和前面简写方法类似，

padding也可以设置 1、2、3、4个属性值，效果如下。 

（1）设置 1个属性值：表示上下左右 4个内边距的值。（2）设置 2个属性

值：前者表示上下内边距的值，后者表示左右内边距的值。（3）设置 3个属性

值：前者表示上内边距的值，中间数值表示左右内边距的值，后者表示下内边

距值。（4）设置 4个属性值：依次表示上、右、下、左内边距的值，呈顺时针

方向排序。 

如果需要单独设置某一方向的内边距，可以使用 padding-top、padding-

right、padding-bottom、padding-left来设置。 

5.3.1.4 盒子 margin 属性 

盒子 margin是盒子的外边距，它碰不到盒子的边界，指的是页面上元素和

元素之间的距离。仔细查看图 15-3，我们会发现盒子的边框在默认情况下会位

于浏览器的左上角位置，但并没有紧挨着浏览器窗口的边框。这是因为 body标

记本身也是一个盒子，它默认也会有一个外边距 margin，具体数字各个浏览器

会不同。图 15-3中，最外面的红色细实线就是 body的边框，它和浏览器边框

之间的距离就是 body 的外边距 margin。 

外边距 margin 属性值的设置和内边距 padding是一样的，也可以设置不同

的属性个数代表相应的含义。 

5.3.2 DIV+CSS 布局网页 

使用 DIV+CSS布局，就是将页面在整体上使用<div>分块，然后使用 CSS对

各个分块进行布局，最后在各个块中添加相应的内容。 

5.3.2.1 固定宽度且居中的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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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固定而且居中的版式是网络中最常见的排版方式之一，如图 5-14所

示。 

 

图 5-14 居中版式 

在相应的元素块中也可以加入其他元素，图 5-15和图 5-16就是分别在

#content和#links 区块中添加其他元素。 

 

图 5-15 在#content 区块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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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在#links 区块中添加 

5.3.2.2 左中右版式 

将网页头部和页脚之间的内容分割为左中右 3块也是网页中常见的一种排

版方式，如图 5-17 所示。 

 

图 5-17 左中右版式 

5.3.2.3 DIV+CSS 布局与表格布局的比较 

通过<table>各个单元格可以轻松划分各个模块，制作简单容易；CSS通过

div来划分模块，同时需要调整各模块之间的位置距离及排列。各模块放在

<table>单元格内，会随着单元格的大小自动调整，背景颜色等设置比较简单；

DIV+CSS的模块层层嵌套，背景颜色等样式属性设置比较复杂。单元格可加入

CSS的 margin与 padding 等属性控制效果。表格布局比 DIV+CSS布局维护要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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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例如要对换 left 和 right的内容，表格布局的工作量与制作新的页面相

当，而 DIV+CSS布局方式只需修改位置即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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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JavaScript 

6.1 核心语法  

6.1.1 关键字和保留字 

ECMA-262描述了一组具有特定用途的关键字，这些关键字可用于表示控制

语句的开始或结束，或者用于执行特定操作等。按照规则，关键字也是语言保

留的，不能用作标识符。以下就是ECMAScript的全部关键字（带＊号上标的是

第5版新增的关键字）： 

break do instanceof typeof 

case else new var 

catch finally return void 

continue for switch while 

debugger* function this with 

default if throw 

delete in try 

ECMA-262还描述了另外一组不能用作标识符的保留字。尽管保留字在这门

语言中还没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但它们有可能在将来被用作关键字。以下是

ECMA-262第3版定义的全部保留字： 

abstract enum int short 

boolean export interface static 

byte extends long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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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final native synchronized 

class float package throws 

const goto private transient 

debugger implements protected volatile 

double import public 

第5版把在非严格模式下运行时的保留字缩减为下列这些： 

class enum extends super 

const export import 

在严格模式下，第5版还对以下保留字施加了限制： 

implements package public 

interface private static 

let protected yield 

注意，let和yield是第5版新增的保留字；其他保留字都是第3版定义的。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兼容性，建议读者将第3版定义的保留字外加let和yield作

为编程时的参考。 

在实现ECMAScript 3的JavaScript引擎中使用关键字作标识符，会导致

“Identifier Expected”错误。而使用保留字作标识符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

相同的错误，具体取决于特定的引擎。 

第5版对使用关键字和保留字的规则进行了少许修改。关键字和保留字虽然

仍然不能作为标识符使用，但现在可以用作对象的属性名。一般来说，最好都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127                                 

 

不要使用关键字和保留字作为标识符和属性名，以便与将来的ECMAScript版本

兼容。 

除了上面列出的保留字和关键字，ECMA-262第5版对eval和arguments还施

加了限制。在严格模式下，这两个名字也不能作为标识符或属性名，否则会抛

出错误。 

6.1.2 变量 

ECMAScript的变量是松散类型的，所谓松散类型就是可以用来保存任何类

型的数据。换句话说，每个变量仅仅是一个用于保存值的占位符而已。定义变

量时要使用var操作符（注意var是一个关键字），后跟变量名（即一个标识

符），如下所示： 

var message; 

这行代码定义了一个名为message的变量，该变量可以用来保存任何值（像

这样未经过初始化的变量，会保存一个特殊的值——undefined，相关内容将在

3.4节讨论）。ECMAScript也支持直接初始化变量，因此在定义变量的同时就可

以设置变量的值，如下所示： 

var message = "hi"; 

在此，变量message中保存了一个字符串值"hi"。像这样初始化变量并不会

把它标记为字符串类型；初始化的过程就是给变量赋一个值那么简单。因此，

可以在修改变量值的同时修改值的类型，如下所示： 

var message = "hi"; 

message = 100; // 有效，但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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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变量message一开始保存了一个字符串值"hi"，然后该值又

被一个数字值100取代。虽然我们不建议修改变量所保存值的类型，但这种操作

在ECMAScript中完全有效。 

有一点必须注意，即用var操作符定义的变量将成为定义该变量的作用域中

的局部变量。也就是说，如果在函数中使用var定义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在

函数退出后就会被销毁，例如： 

function test(){ 

var message = "hi"; // 局部变量 

} 

test(); 

alert(message); // 错误！ 

这里，变量message是在函数中使用var定义的。当函数被调用时，就会创

建该变量并为其赋值。而在此之后，这个变量又会立即被销毁，因此例子中的

下一行代码就会导致错误。不过，可以像下面这样省略var操作符，从而创建一

个全局变量： 

function test(){ 

message = "hi"; // 全局变量 

} 

test(); 

alert(message); //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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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省略了var操作符，因而message就成了全局变量。这样，只要调

用过一次test()函数，这个变量就有了定义，就可以在函数外部的任何地方被

访问到。 

虽然省略var操作符可以定义全局变量，但这也不是我们推荐的做法。因为

在局部作用域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很难维护，而且如果有意地忽略了var操作符，

也会由于相应变量不会马上就有定义而导致不必要的混乱。给未经声明的变量

赋值在严格模式下会导致抛出ReferenceError错误。 

可以使用一条语句定义多个变量，只要像下面这样把每个变量（初始化或

不初始化均可）用逗号分隔开即可： 

var message = "hi", 

found = false, 

age = 29; 

这个例子定义并初始化了3个变量。同样由于ECMAScript是松散类型的，因

而使用不同类型初始化变量的操作可以放在一条语句中来完成。虽然代码里的

换行和变量缩进不是必需的，但这样做可以提高可读性。 

在严格模式下，不能定义名为eval或arguments的变量，否则会导致语法错

误。 

6.1.3 数据类型 

ECMAScript中有5种简单数据类型（也称为基本数据类型）：Undefined、

Null、Boolean、Number和String。还有1种复杂数据类型——Object, Object

本质上是由一组无序的名值对组成的。ECMAScript不支持任何创建自定义类型

的机制，而所有值最终都将是上述6种数据类型之一。乍一看，好像只有6种数

据类型不足以表示所有数据；但是，由于ECMAScript数据类型具有动态性，因

此的确没有再定义其他数据类型的必要了。6.1.3.1 typeof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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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ECMAScript是松散类型的，因此需要有一种手段来检测给定变量的数

据类型——typeof就是负责提供这方面信息的操作符。对一个值使用typeof操

作符可能返回下列某个字符串： 

"undefined"——如果这个值未定义； 

"boolean"——如果这个值是布尔值； 

"string"——如果这个值是字符串； 

"number"——如果这个值是数值； 

"object"——如果这个值是对象或null； 

"function"——如果这个值是函数。 

下面是几个使用typeof 操作符的例子： 

 

这几个例子说明，typeof操作符的操作数可以是变量（message），也可以

是数值字面量。注意typeof是一个操作符而不是函数，因此例子中的圆括号尽

管可以使用，但不是必需的。 

有些时候，typeof操作符会返回一些令人迷惑但技术上却正确的值。比

如，调用typeof null会返回"object"，因为特殊值null被认为是一个空的对象

引用。Safari 5及之前版本、Chrome 7及之前版本在对正则表达式调用typeof

操作符时会返回"function"，而其他浏览器在这种情况下会返回"object"。 

从技术角度讲，函数在ECMAScript中是对象，不是一种数据类型。然而，

函数也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因此通过typeof操作符来区分函数和其他对象

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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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 Undefined类型 

Undefined 类型只有一个值，即特殊的undefined。在使用var 声明变量但

未对其加以初始化时，这个变量的值就是undefined，例如： 

 

 这个例子只声明了变量message，但未对其进行初始化。比较这个变量与

undefined 字面量，结果表明它们是相等的。这个例子与下面的例子是等价

的： 

 

这个例子使用undefined值显式初始化了变量message。但我们没有必要这

么做，因为未经初始化的值默认就会取得undefined 值。 

一般而言，不存在需要显式地把一个变量设置为undefined值的情况。字面

值undefined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比较，而ECMA-262第3版之前的版本中并没有规

定这个值。第3版引入这个值是为了正式区分空对象指针与未经初始化的变量。 

不过，包含undefined值的变量与尚未定义的变量还是不一样的。看看下面

这个例子： 

 

运行以上代码，第一个警告框会显示变量message的值，即"undefined"。

而第二个警告框——由于传递给alert()函数的是尚未声明的变量age——则会

导致一个错误。对于尚未声明过的变量，只能执行一项操作，即使用typeof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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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符检测其数据类型（对未经声明的变量调用delete不会导致错误，但这样做

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在严格模式下确实会导致错误）。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对未初始化的变量执行typeof操作符会返回

undefined值，而对未声明的变量执行typeof操作符同样也会返回undefined

值。来看下面的例子： 

 

 结果表明，对未初始化和未声明的变量执行typeof操作符都返回了

undefined值；这个结果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因为虽然这两种变量从技术角度

看有本质区别，但实际上无论对哪种变量也不可能执行真正的操作。 

 即便未初始化的变量会自动被赋予undefined值，但显式地初始化变量

依然是明智的选择。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当typeof操作符返回

"undefined"值时，我们就知道被检测的变量还没有被声明，而不是尚未初始

化。 

6.1.3.3 Null类型 

Null类型是第二个只有一个值的数据类型，这个特殊的值是null。从逻辑

角度来看，null值表示一个空对象指针，而这也正是使用typeof操作符检测

null值时会返回"object"的原因，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如果定义的变量准备在将来用于保存对象，那么最好将该变量初始化为

null而不是其他值。这样一来，只要直接检查null值就可以知道相应的变量是

否已经保存了一个对象的引用，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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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ar != null){ 

// 对 car 对象执行某些操作 

} 

实际上，undefined值是派生自null值的，因此ECMA-262规定对它们的相等

性测试要返回true：  

 这里，位于null和undefined之间的相等操作符（==）总是返回true，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操作符出于比较的目的会转换其操作数（本章后面将详

细介绍相关内容）。 

 尽管null和undefined有这样的关系，但它们的用途完全不同。如前所

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必要把一个变量的值显式地设置为undefined，可

是同样的规则对null却不适用。换句话说，只要意在保存对象的变量还没有真

正保存对象，就应该明确地让该变量保存null值。这样做不仅可以体现null作

为空对象指针的惯例，而且也有助于进一步区分null和undefined。 

6.1.3.4 Boolean类型 

Boolean类型是ECMAScript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类型，该类型只有两个字面

值：true和false。这两个值与数字值不是一回事，因此true不一定等于1，而

false也不一定等于0。以下是为变量赋Boolean类型值的例子： 

var found = true; 

var lost = false; 

需要注意的是，Boolean类型的字面值true和false是区分大小写的。也就

是说，True和False（以及其他的混合大小写形式）都不是Boolean值，只是标

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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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Boolean类型的字面值只有两个，但ECMAScript中所有类型的值都有与

这两个Boolean值等价的值。要将一个值转换为其对应的Boolean值，可以调用

转型函数Boolean()，如下例所示： 

 

在这个例子中，字符串message被转换成了一个Boolean值，该值被保存在

messageAsBoolean变量中。可以对任何数据类型的值调用Boolean()函数，而且

总会返回一个Boolean值。至于返回的这个值是true还是false，取决于要转换

值的数据类型及其实际值。下表给出了各种数据类型及其对应的转换规则。 

① n/a（或

N/A），是not applicable的缩写，意思是“不适用”。 

 这些转换规则对理解流控制语句（如if语句）自动执行相应的Boolean

转换非常重要，请看下面的代码： 

 

 运行这个示例，就会显示一个警告框，因为字符串message被自动转换

成了对应的Boolean值（true）。由于存在这种自动执行的Boolean转换，因此

确切地知道在流控制语句中使用的是什么变量至关重要。错误地使用一个对象

而不是一个Boolean值，就有可能彻底改变应用程序的流程。 

6.1.3.5 Number类型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135                                 

 

Number类型应该是ECMAScript中最令人关注的数据类型了，这种类型使用

IEEE754格式来表示整数和浮点数值（浮点数值在某些语言中也被称为双精度数

值）。为支持各种数值类型，ECMA-262定义了不同的数值字面量格式。 

最基本的数值字面量格式是十进制整数，十进制整数可以像下面这样直接

在代码中输入： 

var intNum = 55; // 整数 

除了以十进制表示外，整数还可以通过八进制（以8为基数）或十六进制

（以16为基数）的字面值来表示。其中，八进制字面值的第一位必须是零

（0），然后是八进制数字序列（0~7）。如果字面值中的数值超出了范围，那

么前导零将被忽略，后面的数值将被当作十进制数值解析。请看下面的例子： 

var octalNum1 = 070; // 八进制的 56 

var octalNum2 = 079; // 无效的八进制数值——解析为 79 

var octalNum3 = 08; // 无效的八进制数值——解析为 8 

八进制字面量在严格模式下是无效的，会导致支持该模式的JavaScript引

擎抛出错误。。 

十六进制字面值的前两位必须是0x，后跟任何十六进制数字（0~9及

A~F）。其中，字母A~F可以大写，也可以小写。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hexNum1 = 0xA; // 十六进制的10 

var hexNum2 = 0x1f; // 十六进制的31 

在进行算术计算时，所有以八进制和十六进制表示的数值最终都将被转换

成十进制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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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JavaScript中保存数值的方式，可以保存正零（+0）和负零（-0）。

正零和负零被认为相等，但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上下文，这里特别做此说明。 

1. 浮点数值 

所谓浮点数值，就是该数值中必须包含一个小数点，并且小数点后面必须

至少有一位数字。虽然小数点前面可以没有整数，但我们不推荐这种写法。以

下是浮点数值的几个例子： 

var floatNum1 = 1.1; 

var floatNum2 = 0.1; 

var floatNum3 = .1; // 有效，但不推荐 

由于保存浮点数值需要的内存空间是保存整数值的两倍，因此ECMAScript

会不失时机地将浮点数值转换为整数值。显然，如果小数点后面没有跟任何数

字，那么这个数值就可以作为整数值来保存。同样地，如果浮点数值本身表示

的就是一个整数（如1.0），那么该值也会被转换为整数，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floatNum1 = 1.; // 小数点后面没有数字——解析为 1 

var floatNum2 = 10.0; // 整数——解析为 10 

对于那些极大或极小的数值，可以用e表示法（即科学计数法）表示的浮点

数值表示。用e表示法表示的数值等于e前面的数值乘以10的指数次幂。

ECMAScript中e表示法的格式也是如此，即前面是一个数值（可以是整数也可以

是浮点数），中间是一个大写或小写的字母E，后面是10的幂中的指数，该幂值

将用来与前面的数相乘。下面是一个使用e表示法表示数值的例子： 

var floatNum = 3.125e7; // 等于 31250000 

在这个例子中，使用e表示法表示的变量floatNum的形式虽然简洁，但它的

实际值则是31250000。在此，e表示法的实际含义就是“3.125乘以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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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e表示法表示极小的数值，如0.00000000000000003，这个数值

可以使用更简洁的3e-17表示。在默认情况下，ECMASctipt会将那些小数点后面

带有6个零以上的浮点数值转换为以e表示法表示的数值（例如，0.0000003会被

转换成3e-7）。 

浮点数值的最高精度是17位小数，但在进行算术计算时其精确度远远不如

整数。例如，0.1加0.2的结果不是0.3，而是0.30000000000000004。这个小小

的舍入误差会导致无法测试特定的浮点数值。例如： 

if (a + b == 0.3){ // 不要做这样的测试！ 

alert("You got 0.3.");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测试的是两个数的和是不是等于0.3。如果这两个数是

0.05和0.25，或者是0.15和0.15都不会有问题。而如前所述，如果这两个数是

0.1和0.2，那么测试将无法通过。因此，永远不要测试某个特定的浮点数值。

关于浮点数值计算会产生舍入误差的问题，有一点需要明确：这是使用基于

IEEE754数值的浮点计算的通病，ECMAScript并非独此一家；其他使用相同数值

格式的语言也存在这个问题。 

2. 数值范围 

由于内存的限制，ECMAScript并不能保存世界上所有的数值。ECMAScript

能够表示的最小数值保存在Number.MIN_VALUE中——在大多数浏览器中，这个

值是5e-324；能够表示的最大数值保存在Number.MAX_VALUE中——在大多数浏

览器中，这个值是1.7976931348623157e+308。如果某次计算的结果得到了一个

超出JavaScript数值范围的值，那么这个数值将被自动转换成特殊的Infinity

值。具体来说，如果这个数值是负数，则会被转换成-Infinity（负无穷），如

果这个数值是正数，则会被转换成Infinity（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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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如果某次计算返回了正或负的Infinity值，那么该值将无法

继续参与下一次的计算，因为Infinity不是能够参与计算的数值。要想确定一

个数值是不是有穷的（换句话说，是不是位于最小和最大的数值之间），可以

使用isFinite()函数。这个函数在参数位于最小与最大数值之间时会返回

true，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result = Number.MAX_VALUE + Number.MAX_VALUE; 

alert(isFinite(result)); //false 

尽管在计算中很少出现某些值超出表示范围的情况，但在执行极小或极大

数值的计算时，检测监控这些值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 

访问Number.NEGATIVE_INFINITY和Number.POSITIVE_INFINITY也可以得到

负和正Infinity的值。可以想见，这两个属性中分别保存着-Infinity和

Infinity 

3. NaN 

NaN，即非数值（Not a Number）是一个特殊的数值，这个数值用于表示一

个本来要返回数值的操作数未返回数值的情况（这样就不会抛出错误了）。例

如，在其他编程语言中，任何数值除以非数值都会导致错误，从而停止代码执

行。但在ECMAScript中，任何数值除以非数值会返回NaN，因此不会影响其他代

码的执行。 

NaN本身有两个非同寻常的特点。首先，任何涉及NaN的操作（例如

NaN/10）都会返回NaN，这个特点在多步计算中有可能导致问题。其次，NaN与

任何值都不相等，包括NaN本身。例如，下面的代码会返回false： 

alert(NaN == NaN); //false 

针对NaN的这两个特点，ECMAScript定义了isNaN()函数。这个函数接受一

个参数，该参数可以是任何类型，而函数会帮我们确定这个参数是否“不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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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isNaN()在接收到一个值之后，会尝试将这个值转换为数值。某些不是数

值的值会直接转换为数值，例如字符串"10"或Boolean值。而任何不能被转换为

数值的值都会导致这个函数返回true。请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例子测试了5个不同的值。测试的第一个值是NaN本身，结果当然会

返回true。然后分别测试了数值10和字符串"10"，结果这两个测试都返回了

false，因为前者本身就是数值，而后者可以被转换成数值。但是，字符串

"blue"不能被转换成数值，因此函数返回了true。由于Boolean值true可以转换

成数值1，因此函数返回false。 

尽管有点儿不可思议，但isNaN()确实也适用于对象。在基于对象调用

isNaN()函数时，会首先调用对象的valueOf()方法，然后确定该方法返回的值

是否可以转换为数值。如果不能，则基于这个返回值再调用toString()方法，

再测试返回值。而这个过程也是ECMAScript中内置函数和操作符的一般执行流

程。  

4. 数值转换 

有3个函数可以把非数值转换为数值：Number()、parseInt()和

parseFloat()。第一个函数，即转型函数Number()可以用于任何数据类型，而

另两个函数则专门用于把字符串转换成数值。这3个函数对于同样的输入会有返

回不同的结果。 

Number()函数的转换规则如下。 

 如果是Boolean值，true和false将分别被转换为1和0。 

 如果是数字值，只是简单的传入和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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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null值，返回0。 

 如果是undefined，返回NaN。 

 如果是字符串，遵循下列规则： 

■ 如果字符串中只包含数字（包括前面带正号或负号的情况），则将

其转换为十进制数值，即"1"会变成1, "123"会变成123，而"011"会变成11（注

意：前导的零被忽略了）； 

■ 如果字符串中包含有效的浮点格式，如"1.1"，则将其转换为对应

的浮点数值（同样，也会忽略前导零）； 

■ 如果字符串中包含有效的十六进制格式，例如"0xf"，则将其转换

为相同大小的十进制整数值； 

■ 如果字符串是空的（不包含任何字符），则将其转换为0； 

■ 如果字符串中包含除上述格式之外的字符，则将其转换为NaN。 

 如果是对象，则调用对象的valueOf()方法，然后依照前面的规则转换返回

的值。如果转换的结果是NaN，则调用对象的toString()方法，然后再次依

照前面的规则转换返回的字符串值。  

根据这么多的规则使用Number()把各种数据类型转换为数值确实有点复

杂。下面还是给出几个具体的例子吧。 

 

 首先，字符串"Hello world! "会被转换为NaN，因为其中不包含任何有

意义的数字值。空字符串会被转换为0。字符串"000011"会被转换为11，因为忽

略了其前导的零。最后，true值被转换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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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加操作符（3.5.1节将介绍）的操作与Number()函数相同。 

由于Number()函数在转换字符串时比较复杂而且不够合理，因此在处理整

数的时候更常用的是parseInt()函数。parseInt()函数在转换字符串时，更多

的是看其是否符合数值模式。它会忽略字符串前面的空格，直至找到第一个非

空格字符。如果第一个字符不是数字字符或者负号，parseInt()就会返回NaN；

也就是说，用parseInt()转换空字符串会返回NaN（Number()对空字符返回

0）。如果第一个字符是数字字符，parseInt()会继续解析第二个字符，直到解

析完所有后续字符或者遇到了一个非数字字符。例如，"1234blue"会被转换为

1234，因为"blue"会被完全忽略。类似地，"22.5"会被转换为22，因为小数点

并不是有效的数字字符。 

如果字符串中的第一个字符是数字字符，parseInt()也能够识别出各种整

数格式（即前面讨论的十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数）。也就是说，如果字符

串以"0x"开头且后跟数字字符，就会将其当作一个十六进制整数；如果字符串

以"0"开头且后跟数字字符，则会将其当作一个八进制数来解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parseInt()函数的转换规则，下面给出一些例子： 

在使用parseInt()解析像八进制字面量的字符串时，ECMAScript 3 和5 存

在分歧。例如： 

 

在使用parseInt()解析像八进制字面量的字符串时，ECMAScript 3和5存在

分歧。例如： 

//ECMAScript 3 认为是56（八进制），ECMAScript 5认为是70（十进制） 

var num = parseInt("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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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CMAScript 3 JavaScript引擎中，"070"被当成八进制字面量，因此转

换后的值是十进制的56。而在ECMAScript 5 JavaScript引擎中，parseInt()已

经不具有解析八进制值的能力，因此前导的零会被认为无效，从而将这个值当

成"70"，结果就得到十进制的70。在ECMAScript 5中，即使是在非严格模式下

也会如此。 

为了消除在使用parseInt()函数时可能导致的上述困惑，可以为这个函数

提供第二个参数：转换时使用的基数（即多少进制）。如果知道要解析的值是

十六进制格式的字符串，那么指定基数16作为第二个参数，可以保证得到正确

的结果，例如： 

var num = parseInt("0xAF", 16); //175 

际上，如果指定了16作为第二个参数，字符串可以不带前面的"0x"，如下

所示： 

 

这个例子中的第一个转换成功了，而第二个则失败了。差别在于第一个转

换传入了基数，明确告诉parseInt()要解析一个十六进制格式的字符串；而第

二个转换发现第一个字符不是数字字符，因此就自动终止了。 

指定基数会影响到转换的输出结果。例如： 

 

 不指定基数意味着让parseInt()决定如何解析输入的字符串，因此为了

避免错误的解析，我们建议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明确指定基数。 

多数情况下，我们要解析的都是十进制数值，因此始终将10作为第二个参

数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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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parseInt()函数类似，parseFloat()也是从第一个字符（位置0）开始解

析每个字符。而且也是一直解析到字符串末尾，或者解析到遇见一个无效的浮

点数字字符为止。也就是说，字符串中的第一个小数点是有效的，而第二个小

数点就是无效的了，因此它后面的字符串将被忽略。举例来说，"22.34.5"将会

被转换为22.34。 

除了第一个小数点有效之外，parseFloat()与parseInt()的第二个区别在

于它始终都会忽略前导的零。parseFloat()可以识别前面讨论过的所有浮点数

值格式，也包括十进制整数格式。但十六进制格式的字符串则始终会被转换成

0。由于parseFloat()只解析十进制值，因此它没有用第二个参数指定基数的用

法。最后还要注意一点：如果字符串包含的是一个可解析为整数的数（没有小

数点，或者小数点后都是零）,parseFloat()会返回整数。以下是使用

parseFloat()转换数值的几个典型示例。 

6.1.3.6 String类

型 

String类型用于表示由零或多个16位Unicode字符组成的字符序列，即字符

串。字符串可以由双引号（"）或单引号（'）表示，因此下面两种字符串的写

法都是有效的： 

var firstName = "Nicholas"; 

var lastName = 'Zakas'; 

与PHP中的双引号和单引号会影响对字符串的解释方式不同，ECMAScript中

的这两种语法形式没有什么区别。用双引号表示的字符串和用单引号表示的字

符串完全相同。不过，以双引号开头的字符串也必须以双引号结尾，而以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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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开头的字符串必须以单引号结尾。例如，下面这种字符串表示法会导致语法

错误： 

var firstName = 'Nicholas"; // 语法错误（左右引号必须匹配） 

1.字符字面量 

String数据类型包含一些特殊的字符字面量，也叫转义序列，用于表示非

打印字符，或者具有其他用途的字符。这些字符字面量如下表所示: 

 

这些字符字面量可以出现在字符串中的任意位置，而且也将被作为一个字

符来解析，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text = "This is the letter sigma: \u03a3."; 

这个例子中的变量text有28个字符，其中6个字符长的转义序列表示1个字

符。 

任何字符串的长度都可以通过访问其length属性取得，例如: 

alert(text.length); // 输出28 

这个属性返回的字符数包括16位字符的数目。如果字符串中包含双字节字

符，那么length属性可能不会精确地返回字符串中的字符数目。 

2.字符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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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AScript中的字符串是不可变的，也就是说，字符串一旦创建，它们的

值就不能改变。要改变某个变量保存的字符串，首先要销毁原来的字符串，然

后再用另一个包含新值的字符串填充该变量，例如： 

var lang = "Java"; 

lang = lang + "Script"; 

以上示例中的变量lang开始时包含字符串"Java"。而第二行代码把lang的

值重新定义为"Java"与"Script"的组合，即"JavaScript"。实现这个操作的过

程如下：首先创建一个能容纳10个字符的新字符串，然后在这个字符串中填充

"Java"和"Script"，最后一步是销毁原来的字符串"Java"和字符串"Script"，

因为这两个字符串已经没用了。这个过程是在后台发生的，而这也是在某些旧

版本的浏览器（例如版本低于1.0的Firefox、IE6等）中拼接字符串时速度很慢

的原因所在。但这些浏览器后来的版本已经解决了这个低效率问题。 

3.转换为字符串 

要把一个值转换为一个字符串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使用几乎每个值都有

的toString()方法。这个方法唯一要做的就是返回相应值的字符串表现。来看

下面的例子： 

 

 数值、布尔值、对象和字符串值（没错，每个字符串也都有一个

toString()方法，该方法返回字符串的一个副本）都有toString()方法。但

null和undefined值没有这个方法。 

 多数情况下，调用toString()方法不必传递参数。但是，在调用数值的

toString()方法时，可以传递一个参数：输出数值的基数。默认情况下，

toString()方法以十进制格式返回数值的字符串表示。而通过传递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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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tring()可以输出以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乃至其他任意有效进制格

式表示的字符串值。下面给出几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通过指定基数，toString()方法会改变输出的

值。而数值10根据基数的不同，可以在输出时被转换为不同的数值格式。注

意，默认的（没有参数的）输出值与指定基数10时的输出值相同。 

在不知道要转换的值是不是null或undefined的情况下，还可以使用转型函

数String()，这个函数能够将任何类型的值转换为字符串。String()函数遵循

下列转换规则： 

 如果值有toString()方法，则调用该方法（没有参数）并返回相应的结

果； 

 如果值是null，则返回"null"； 

 如果值是undefined，则返回"undefined"。 

下面再看几个例子： 

 

 这里先后转换了4个值：数值、布尔值、null和undefined。数值和布尔

值的转换结果与调用toString()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同。因为null和undefined没

有toString()方法，所以String()函数就返回了这两个值的字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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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某个值转换为字符串，可以使用加号操作符把它与一个字符串

（""）加在一起。 

6.1.3.7 Object类型 

ECMAScript中的对象其实就是一组数据和功能的集合。对象可以通过执行

new操作符后跟要创建的对象类型的名称来创建。而创建Object类型的实例并为

其添加属性和（或）方法，就可以创建自定义对象，如下所示： 

var o = new Object(); 

这个语法与Java中创建对象的语法相似；但在ECMAScript中，如果不给构

造函数传递参数，则可以省略后面的那一对圆括号。也就是说，在像前面这个

示例一样不传递参数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省略那对圆括号（但这不是推荐的做

法）： 

var o = new Object; // 有效，但不推荐省略圆括号 

仅仅创建Object的实例并没有什么用处，但关键是要理解一个重要的思

想：即在ECMAScript中，（就像Java中的java.lang.Object对象一样）Object

类型是所有它的实例的基础。换句话说，Object类型所具有的任何属性和方法

也同样存在于更具体的对象中。 

Object的每个实例都具有下列属性和方法。 

 constructor：保存着用于创建当前对象的函数。对于前面的例子而

言，构造函数（constructor）就是Object()。 

 hasOwnProperty(propertyName)：用于检查给定的属性在当前对象实

例中（而不是在实例的原型中）是否存在。其中，作为参数的属性名

（propertyName）必须以字符串形式指定（例如：

o.hasOwnPropert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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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PrototypeOf(object)：用于检查传入的对象是否是当前对象的原型

（第5章将讨论原型）。 

 propertyIsEnumerable(propertyName)：用于检查给定的属性是否能

够使用for-in语句（本章后面将会讨论）来枚举。与

hasOwnProperty()方法一样，作为参数的属性名必须以字符串形式指

定。 

 toLocaleString()：返回对象的字符串表示，该字符串与执行环境的

地区对应。 

 toString()：返回对象的字符串表示。 

 valueOf()：返回对象的字符串、数值或布尔值表示。通常与

toString()方法的返回值相同。 

由于在ECMAScript中Object是所有对象的基础，因此所有对象都具有这些

基本的属性和方法。 

从技术角度讲，ECMA-262中对象的行为不一定适用于JavaScript中的其他

对象。浏览器环境中的对象，比如BOM和DOM中的对象，都属于宿主对象，因为

它们是由宿主实现提供和定义的。ECMA-262不负责定义宿主对象，因此宿主对

象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继承Object。 

6.1.4 操作符 

ECMA-262描述了一组用于操作数据值的操作符，包括算术操作符（如加号

和减号）、位操作符、关系操作符和相等操作符。ECMAScript操作符的与众不

同之处在于，它们能够适用于很多值，例如字符串、数字值、布尔值，甚至对

象。不过，在应用于对象时，相应的操作符通常都会调用对象的valueOf()和

（或）toString()方法，以便取得可以操作的值。 

6.1.4.1 一元操作符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149                                 

 

只能操作一个值的操作符叫做一元操作符。一元操作符是ECMAScript中最

简单的操作符。 

1. 递增和递减操作符 

递增和递减操作符直接借鉴自C，而且各有两个版本：前置型和后置型。顾

名思义，前置型应该位于要操作的变量之前，而后置型则应该位于要操作的变

量之后。因此，在使用前置递增操作符给一个数值加1时，要把两个加号（++）

放在这个数值变量前面，如下所示： 

var age = 29; 

++age; 

在这个例子中，前置递增操作符把age的值变成了30（为29加上了1）。实

际上，执行这个前置递增操作与执行以下操作的效果相同： 

var age = 29; 

age = age + 1; 

执行前置递减操作的方法也类似，结果会从一个数值中减去1。使用前置递

减操作符时，要把两个减号（--）放在相应变量的前面，如下所示： 

var age = 29; 

--age; 

这样，age变量的值就减少为28（从29中减去了1）。 

执行前置递增和递减操作时，变量的值都是在语句被求值以前改变的。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作副效应。）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150                                 

 

 

 这个例子中变量anotherAge的初始值等于变量age的值前置递减之后加

2。由于先执行了减法操作，age的值变成了28，所以再加上2的结果就是30。 

由于前置递增和递减操作与执行语句的优先级相等，因此整个语句会从左

至右被求值。再看一个例子：

在这里，num3之所以等

于21是因为num1先减去了1才与num2相加。而变量num4也等于21是因为相应的加

法操作使用了num1减去1之后的值。 

后置型递增和递减操作符的语法不变（仍然分别是++和--），只不过要放

在变量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后置递增和递减与前置递增和递减有一个非常重要

的区别，即递增和递减操作是在包含它们的语句被求值之后才执行的。这个区

别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什么问题，例如： 

var age = 29; 

age++; 

把递增操作符放在变量后面并不会改变语句的结果，因为递增是这条语句

的唯一操作。但是，当语句中还包含其他操作时，上述区别就会非常明显了。

请看下面的例子： 

 

 这里仅仅将前置递减改成了后置递减，就立即可以看到差别。在前面使

用前置递减的例子中，num3和num4最后都等于21。而在这个例子中，num3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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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num4等于21。差别的根源在于，这里在计算num3时使用了num1的原始值

（2）完成了加法计算，而num4则使用了递减后的值（1）。 

 所有这4个操作符对任何值都适用，也就是它们不仅适用于整数，还可

以用于字符串、布尔值、浮点数值和对象。在应用于不同的值时，递增和递减

操作符遵循下列规则。 

 在应用于一个包含有效数字字符的字符串时，先将其转换为数字值，再

执行加减1的操作。字符串变量变成数值变量。 

 在应用于一个不包含有效数字字符的字符串时，将变量的值设置为NaN

（第4章将详细讨论）。字符串变量变成数值变量。 

 在应用于布尔值false时，先将其转换为0再执行加减1的操作。布尔值

变量变成数值变量。 

 在应用于布尔值true时，先将其转换为1再执行加减1的操作。布尔值变

量变成数值变量。 

 在应用于浮点数值时，执行加减1的操作。 

 在应用于对象时，先调用对象的valueOf()方法以取得一个可供操作的

值。然后对该值应用前述规则。如果结果是NaN，则在调用toString()

方法后再应用前述规则。对象变量变成数值变量。以下示例展示了上面

的一些规则： 

 

2. 一元加和减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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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开发人员对一元加和减操作符都不会陌生，而且这两个

ECMAScript操作符的作用与数学书上讲的完全一样。一元加操作符以一个加号

（+）表示，放在数值前面，对数值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num = 25; 

num = +num; // 仍然是 25 

不不过，在对非数值应用一元加操作符时，该操作符会像Number()转型函

数一样对这个值执行转换。换句话说，布尔值false和true将被转换为0和1，字

符串值会被按照一组特殊的规则进行解析，而对象是先调用它们的valueOf()和

（或）toString()方法，再转换得到的值。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对不同数据类型应用一元加操作符的结果： 

 

一一元减操作符主要用于表示负数，例如将1转换成-1。下面的例子演示了

这个简单的转换过程： 

var num = 25; 

num = -num; // 变成了-25 

在将一元减操作符应用于数值时，该值会变成负数（如上面的例子所

示）。而当应用于非数值时，一元减操作符遵循与一元加操作符相同的规则，

最后再将得到的数值转换为负数，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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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加和减操作符主要用于基本的算术运算，也可以像前面示例所展示的

一样用于转换数据类型。 

6.1.4.2 位操作符 

位操作符用于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即按内存中表示数值的位来操作数值。

ECMAScript中的所有数值都以IEEE-75464位格式存储，但位操作符并不直接操

作64位的值。而是先将64位的值转换成32位的整数，然后执行操作，最后再将

结果转换回64位。对于开发人员来说，由于64位存储格式是透明的，因此整个

过程就像是只存在32位的整数一样。 

对于有符号的整数，32位中的前31位用于表示整数的值。第32位用于表示

数值的符号：0表示正数，1表示负数。这个表示符号的位叫做符号位，符号位

的值决定了其他位数值的格式。其中，正数以纯二进制格式存储，31位中的每

一位都表示2的幂。第一位（叫做位0）表示20，第二位表示21，以此类推。没

有用到的位以0填充，即忽略不计。例如，数值18的二进制表示是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10，或者更简洁的10010。这是5个有效位，

这5位本身就决定了实际的值（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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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数值18的二进制 

负数同样以二进制码存储，但使用的格式是二进制补码。计算一个数值的

二进制补码，需要经过下列3个步骤： 

1.求这个数值绝对值的二进制码（例如，要求-18的二进制补码，先求18的

二进制码）； 

2.求二进制反码，即将0替换为1，将1替换为0； 

3.得到的二进制反码加1。要根据这3个步骤求得-18的二进制码，首先就要

求得18的二进制码，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10 

然后，求其二进制反码，即0 和1 互换：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1101 

最后，二进制反码加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1101 

1 

---------------------------------------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1110 

这样，就求得了-18的二进制表示，即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1110。要注意的是，在处理有符号整数时，是

不能访问位3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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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AScript 会尽力向我们隐藏所有这些信息。换句话说，在以二进制字符

串形式输出一个负数时，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负数绝对值的二进制码前面加上

了一个负号。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num = -18; 

alert(num.toString(2)); // "-10010" 

要把数值-18转换成二进制字符串时，得到的结果是"-10010"。这说明转换

过程理解了二进制补码并将其以更合乎逻辑的形式展示了出来。 

默认情况下，ECMAScript中的所有整数都是有符号整数。不过，当然也存

在无符号整数。对于无符号整数来说，第32位不再表示符号，因为无符号整数

只能是正数。而且，无符号整数的值可以更大，因为多出的一位不再表示符

号，可以用来表示数值。 

在ECMAScript中，当对数值应用位操作符时，后台会发生如下转换过程：

64位的数值被转换成32位数值，然后执行位操作，最后再将32位的结果转换回

64位数值。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操作32位数值，就跟在其他语言中

以类似方式执行二进制操作一样。但这个转换过程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副效

应，即在对特殊的NaN和Infinity值应用位操作时，这两个值都会被当成0来处

理。 

如果对非数值应用位操作符，会先使用Number()函数将该值转换为一个数

值（自动完成），然后再应用位操作。得到的结果将是一个数值。 

1. 按位非（NOT） 

按位非操作符由一个波浪线（~）表示，执行按位非的结果就是返回数值的

反码。按位非是ECMAScript操作符中少数几个与二进制计算有关的操作符之

一。下面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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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25执行按位非操作，结果得到了-26。这也验证了按位非操作的本

质：操作数的负值减1。因此，下面的代码也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var num1 = 25; 

var num2 = -num1 - 1; 

alert(num2); // "-26" 

虽然以上代码也能返回同样的结果，但由于按位非是在数值表示的最底层

执行操作，因此速度更快。 

2. 按位与（AND） 

按位与操作符由一个和号字符（&）表示，它有两个操作符数。从本质上

讲，按位与操作就是将两个数值的每一位对齐，然后根据下表中的规则，对相

同位置上的两个数执行AND操作： 

 

简而言之，按位与操作只在两个数值的对应位都是1时才返回1，任何一位

是0，结果都是0。 

下面看一个对25和3执行按位与操作的例子：

 

可见，对25和3执行按位与操作的结果是1。为什么呢？请看其底层操作： 

25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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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 

AND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原来，25和3的二进制码对应位上只有一位同时是1，而其他位的结果自然

都是0，因此最终结果等于1。 

3. 按位或（OR） 

按位或操作符由一个竖线符号（|）表示，同样也有两个操作数。按位或操

作遵循下面这个真值表。 

 

由此可见，按位或操作在有一个位是1的情况下就返回1，而只有在两个位

都是0的情况下才返回0。 

如果在前面按位与的例子中对25和3执行按位或操作，则代码如下所示： 

 

 25与3按位或的结果是27 

25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1001 

3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 

OR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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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数值的都包含4个1，因此可以把每个1直接放到结果中。二进制码

11011等于十进制值27。 

4. 按位异或（XOR） 

按位异或操作符由一个插入符号（^）表示，也有两个操作数。以下是按位

异或的真值表。 

 

按位异或与按位或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操作在两个数值对应位上只有一

个1时才返回1，如果对应的两位都是1或都是0，则返回0。 

对25和3执行按位异或操作的代码如下所示： 

 

25与 3按位异或的结果是 26，其底层操作如下所示：25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1001 

3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 

XOR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1010 

这两个数值都包含4个1，但第一位上则都是1，因此结果的第一位变成了

0。而其他位上的1在另一个数值中都没有对应的1，可以直接放到结果中。二进

制码11010等于十进制值26（注意这个结果比执行按位或时小1）。 

5. 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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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移操作符由两个小于号（<<）表示，这个操作符会将数值的所有位向左

移动指定的位数。例如，如果将数值2（二进制码为10）向左移动5位，结果就

是64（二进制码为1000000），代码如下所示： 

 

 注意，在向左移位后，原数值的右侧多出了5个空位。左移操作会以0来

填充这些空位，以便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32位二进制数（见下图）。 

 

图6-2 32位二进制数 

注意，左移不会影响操作数的符号位。换句话说，如果将-2向左移动5位，

结果将是-64，而非64。 

6. 有符号的右移 

有符号的右移操作符由两个大于号（>>）表示，这个操作符会将数值向右

移动，但保留符号位（即正负号标记）。有符号的右移操作与左移操作恰好相

反，即如果将64向右移动5位，结果将变回2： 

 

同样，在移位过程中，原数值中也会出现空位。只不过这次的空位出现在

原数值的左侧、符号位的右侧（见下图）。而此时ECMAScript会用符号位的值

来填充所有空位，以便得到一个完整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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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符号位的值填充 

 7. 无符号右移 

无符号右移操作符由3个大于号（>>>）表示，这个操作符会将数值的所有

32位都向右移动。对正数来说，无符号右移的结果与有符号右移相同。仍以前

面有符号右移的代码为例，如果将64无符号右移5位，结果仍然还是2： 

 

 但是对负数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无符号右移是以0来填充空

位，而不是像有符号右移那样以符号位的值来填充空位。所以，对正数的无符

号右移与有符号右移结果相同，但对负数的结果就不一样了。其次，无符号右

移操作符会把负数的二进制码当成正数的二进制码。而且，由于负数以其绝对

值的二进制补码形式表示，因此就会导致无符号右移后的结果非常之大，如下

面的例子所示： 

 

 这里，当对-64执行无符号右移5位的操作后，得到的结果是

134217726。之所以结果如此之大，是因为-64的二进制码为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00，而且无符号右移操作会把这个二进制码

当成正数的二进制码，换算成十进制就是4294967232。如果把这个值右移5位，

结果就变成了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即十进制的134217726。 

6.1.4.3 布尔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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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门编程语言中，布尔操作符的重要性堪比相等操作符。如果没有测试

两个值关系的能力，那么诸如if...else和循环之类的语句就不会有用武之地

了。布尔操作符一共有3个：非（NOT）、与（AND）和或（OR）。 

1. 逻辑非 

逻辑非操作符由一个叹号（!）表示，可以应用于ECMAScript中的任何值。

无论这个值是什么数据类型，这个操作符都会返回一个布尔值。逻辑非操作符

首先会将它的操作数转换为一个布尔值，然后再对其求反。也就是说，逻辑非

操作符遵循下列规则： 

 如果操作数是一个对象，返回false； 

 如果操作数是一个空字符串，返回true； 

 如果操作数是一个非空字符串，返回false； 

 如果操作数是数值0，返回true； 

 如果操作数是任意非0数值（包括Infinity），返回false； 

 如果操作数是null，返回true； 

 如果操作数是NaN，返回true； 

 如果操作数是undefined，返回true。 

下面几个例子展示了应用上述规则的结果： 

 

逻辑非操作符也可以用于将一个值转换为与其对应的布尔值。而同时使用

两个逻辑非操作符，实际上就会模拟Boolean()转型函数的行为。其中，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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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非操作会基于无论什么操作数返回一个布尔值，而第二个逻辑非操作则对

该布尔值求反，于是就得到了这个值真正对应的布尔值。当然，最终结果与对

这个值使用Boolean()函数相同，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2. 逻辑与 

逻辑与操作符由两个和号（&&）表示，有两个操作数，如下面的例子所

示： 

var result = true && false; 

逻辑与的真值表如下： 

 

逻辑与操作可以应用于任何类型的操作数，而不仅仅是布尔值。在有一个

操作数不是布尔值的情况下，逻辑与操作就不一定返回布尔值；此时，它遵循

下列规则：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则返回第二个操作数； 

 如果第二个操作数是对象，则只有在第一个操作数的求值结果为true

的情况下才会返回该对象；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对象，则返回第二个操作数；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是null，则返回null；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是NaN，则返回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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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是undefined，则返回undefined。 

逻辑与操作属于短路操作，即如果第一个操作数能够决定结果，那么就不

会再对第二个操作数求值。对于逻辑与操作而言，如果第一个操作数是false，

则无论第二个操作数是什么值，结果都不再可能是true了。来看下面的例子： 

 

在上面的代码中，当执行逻辑与操作时会发生错误，因为变量

someUndefinedVariable没有声明。由于变量found的值是true，所以逻辑与操

作符会继续对变量someUndefinedVariable求值。但someUndefinedVariable尚

未定义，因此就会导致错误。这说明不能在逻辑与操作中使用未定义的值。如

果像下面这个例中一样，将found的值设置为false，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在这个例子中，警告框会显示出来。无论变量someUndefinedVariable

有没有定义，也永远不会对它求值，因为第一个操作数的值是false。而这也就

意味着逻辑与操作的结果必定是false，根本用不着再对&&右侧的操作数求值

了。在使用逻辑与操作符时要始终铭记它是一个短路操作符。 

3. 逻辑或 

逻辑或操作符由两个竖线符号（||）表示，有两个操作数，如下面的例子

所示： 

var result = true || false; 

逻辑或的真值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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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逻辑与操作

相似，如果有一个操作数不是布尔值，逻辑或也不一定返回布尔值；此时，它

遵循下列规则：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则返回第一个操作数；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的求值结果为false，则返回第二个操作数；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对象，则返回第一个操作数；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null，则返回null；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NaN，则返回NaN；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undefined，则返回undefined。  

与逻辑与操作符相似，逻辑或操作符也是短路操作符。也就是说，如果第

一个操作数的求值结果为true，就不会对第二个操作数求值了。下面看一个例

子： 

 

 这个例子跟前面的例子一样，变量someUndefinedVariable也没有定

义。但是，由于变量found的值是true，而变量someUndefinedVariable永远不

会被求值，因此结果就会输出"true"。如果像下面这个例子一样，把found的值

改为false，就会导致错误： 

 

我们可以利用逻辑或的这一行为来避免为变量赋null或undefined值。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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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myObject = preferredObject || backupObject; 

在这个例子中，变量myObject将被赋予等号后面两个值中的一个。变量

preferredObject中包含优先赋给变量myObject的值，变量backupObject负责在

preferredObject中不包含有效值的情况下提供后备值。如果preferredObject

的值不是null，那么它的值将被赋给myObject；如果是null，则将

backupObject的值赋给myObject。ECMAScript程序的赋值语句经常会使用这种

模式，本书也将采用这种模式。 

6.1.4.4 乘性操作符 

ECMAScript定义了3个乘性操作符：乘法、除法和求模。这些操作符与

Java、C或者Perl中的相应操作符用途类似，只不过在操作数为非数值的情况下

会执行自动的类型转换。如果参与乘性计算的某个操作数不是数值，后台会先

使用Number()转型函数将其转换为数值。也就是说，空字符串将被当作0，布尔

值true将被当作1。 

1. 乘法 

乘法操作符由一个星号（＊）表示，用于计算两个数值的乘积。其语法类

似于C，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result = 34 * 56; 

在处理特殊值的情况下，乘法操作符遵循下列特殊的规则： 

 如果操作数都是数值，执行常规的乘法计算，即两个正数或两个负数

相乘的结果还是正数，而如果只有一个操作数有符号，那么结果就是

负数。如果乘积超过了ECMAScript数值的表示范围，则返回Infinity

或-Infinity；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NaN，则结果是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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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Infinity与0相乘，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Infinity与非0数值相乘，则结果是Infinity或-Infinity，取

决于有符号操作数的符号； 

 如果是Infinity与Infinity相乘，则结果是Infinity；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不是数值，则在后台调用Number()将其转换为数

值，然后再应用上面的规则。 

2. 除法 

除法操作符由一个斜线符号（/）表示，执行第二个操作数除第一个操作数

的计算，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result = 66 / 11; 

与乘法操作符类似，除法操作符对特殊的值也有特殊的处理规则。这些规

则如下： 

 如果操作数都是数值，执行常规的除法计算，即两个正数或两个负数

相除的结果还是正数，而如果只有一个操作数有符号，那么结果就是

负数。如果商超过了ECMAScript数值的表示范围，则返回Infinity或-

Infinity；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NaN，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Infinity被Infinity除，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零被零除，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非零的有限数被零除，则结果是Infinity或-Infinity，取决于

有符号操作数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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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Infinity被任何非零数值除，则结果是Infinity或-Infinity，

取决于有符号操作数的符号；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不是数值，则在后台调用Number()将其转换为数

值，然后再应用上面的规则。 

3. 求模 

求模（余数）操作符由一个百分号（%）表示，用法如下： 

var result = 26 % 5; // 等于 1 

与另外两个乘性操作符类似，求模操作符会遵循下列特殊规则来处理特殊

的值： 

 如果操作数都是数值，执行常规的除法计算，返回除得的余数； 

 如果被除数是无穷大值而除数是有限大的数则结果是NaN； 

 如果被除数是有限大的数值而除数是零，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Infinity被Infinity除，则结果是NaN； 

 如果被除数是有限大的数值而除数是无穷大的数值，则结果是被除

数； 

 如果被除数是零，则结果是零；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不是数值，则在后台调用Number()将其转换为数

值，然后再应用上面的规则。 

6.1.4.5 加性操作符 

加法和减法这两个加性操作符应该说是编程语言中最简单的算术操作符

了。但是在ECMAScript中，这两个操作符却都有一系列的特殊行为。与乘性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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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符类似，加性操作符也会在后台转换不同的数据类型。然而，对于加性操作

符而言，相应的转换规则还稍微有点复杂。 

1.加法 

加法操作符（+）的用法如下所示： 

var result = 1 + 2; 

如果两个操作符都是数值，执行常规的加法计算，然后根据下列规则返回

结果：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NaN，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Infinity加Infinity，则结果是Infinity； 

 如果是-Infinity加-Infinity，则结果是-Infinity； 

 如果是Infinity加-Infinity，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0加+0，则结果是+0； 

 如果是-0加-0，则结果是-0； 

 如果是+0加-0，则结果是+0。 

 不过，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字符串，那么就要应用如下规则：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字符串，则将第二个操作数与第一个操作数拼接起

来； 

 如果只有一个操作数是字符串，则将另一个操作数转换为字符串，然后

再将两个字符串拼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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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对象、数值或布尔值，则调用它们的toString()方法

取得相应的字符串值，然后再应用前面关于字符串的规则。对于undefined和

null，则分别调用String()函数并取得字符串"undefined"和"null"。 

下面来举几个例子： 

 

 

以上代码演示了加法操作符在两种模式下的差别。第一行代码演示了正常

的情况，即5+5等于10（数值）。但是，如果将一个操作数改为字符串"5"，结

果就变成了"55"（字符串值），因为第一个操作数也被转换成了"5"。 

忽视加法操作中的数据类型是ECMAScript编程中最常见的一个错误。再来

看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变量message的值是执行两个加法操作之后的结果。有人可

能以为最后得到的字符串是"The sum of 5 and10 is 15"，但实际的结果却是

"The sum of 5 and 10 is 510"。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个加法操作是独立

执行的。第一个加法操作将一个字符串和一个数值（5）拼接了起来，结果是一

个字符串。而第二个加法操作又用这个字符串去加另一个数值（10），当然也

会得到一个字符串。如果想先对数值执行算术计算，然后再将结果与字符串拼

接起来，应该像下面这样使用圆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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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例子中，一对圆括号把两个数值变量括在了一起，这样就会告诉

解析器先计算其结果，然后再将结果与字符串拼接起来。因此，就得到了结果

"The sum of 5 and 10 is 15"。 

2.减法 

减法操作符（-）是另一个极为常用的操作符，其用法如下所示： 

var result = 2 - 1; 

与加法操作符类似，ECMAScript中的减法操作符在处理各种数据类型转换

时，同样需要遵循一些特殊规则，如下所示： 

 如果两个操作符都是数值，则执行常规的算术减法操作并返回结果；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NaN，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Infinity减Infinity，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Infinity减-Infinity，则结果是NaN； 

 如果是Infinity减-Infinity，则结果是Infinity； 

 如果是-Infinity减Infinity，则结果是-Infinity； 

 如果是+0减+0，则结果是+0； 

 如果是-0减+0，则结果是-0； 

 如果是-0减-0，则结果是+0；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字符串、布尔值、null或undefined，则先在后台

调用Number()函数将其转换为数值，然后再根据前面的规则执行减法

计算。如果转换的结果是NaN，则减法的结果就是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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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则调用对象的valueOf()方法以取得表示该

对象的数值。如果得到的值是NaN，则减法的结果就是NaN。如果对象

没有valueOf()方法，则调用其toString()方法并将得到的字符串转换

为数值。 

下面几个例子展示了上面的规则： 

 

6.1.4.6 关系操作符 

小于（<）、大于（>）、小于等于（<=）和大于等于（>=）这几个关系操

作符用于对两个值进行比较，比较的规则与我们在数学课上所学的一样。这几

个操作符都返回一个布尔值，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与ECMAScript中的其他操作符一样，当关系操作符的操作数使用了非数值

时，也要进行数据转换或完成某些奇怪的操作。以下就是相应的规则。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数值，则执行数值比较。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字符串，则比较两个字符串对应的字符编码值。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数值，则将另一个操作数转换为一个数值，然后执

行数值比较。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则调用这个对象的valueOf()方法，用得到的

结果按照前面的规则执行比较。如果对象没有valueOf()方法，则调用

toString()方法，并用得到的结果根据前面的规则执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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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布尔值，则先将其转换为数值，然后再执行比较。 

在使用关系操作符比较两个字符串时，会执行一种奇怪的操作。很多人都

会认为，在比较字符串值时，小于的意思是“在字母表中的位置靠前”，而大

于则意味着“在字母表中的位置靠后”，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比较

字符串时，实际比较的是两个字符串中对应位置的每个字符的字符编码值。经

过这么一番比较之后，再返回一个布尔值。由于大写字母的字符编码全部小于

小写字母的字符编码，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如下所示的奇怪现象： 

var result = "Brick" < "alphabet"; //true 

在这个例子中，字符串"Brick"被认为小于字符串"alphabet"。原因是字母

B 的字符编码为66，而字母a 的字符编码是97。如果要真正按字母表顺序比较

字符串，就必须把两个操作数转换为相同的大小写形式（全部大写或全部小

写），然后再执行比较，如下所示： 

var result = "Brick".toLowerCase() 

 < "alphabet".toLowerCase(); //false 

通过将两个操作数都转换为小写形式，就可以得出"alphabet"按字母表顺

序排在"Brick"之前的正确判断了。 

另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在比较两个数字字符串的情况下，比如下面这个例

子： 

var result = "23" < "3"; //true 

确实，当比较字符串"23"是否小于"3"时，结果居然是true。这是因为两个

操作数都是字符串，而字符串比较的是字符编码（"2"的字符编码是50，而"3"

的字符编码是51）。不过，如果像下面例子中一样，将一个操作数改为数值，

比较的结果就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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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result = "23" < 3; //false 

此时，字符串"23"会被转换成数值23，然后再与3 进行比较，因此就会得

到合理的结果。在比较 

数值和字符串时，字符串都会被转换成数值，然后再以数值方式与另一个

数值比较。当然，这个规则对前面的例子是适用的。可是，如果那个字符串不

能被转换成一个合理的数值呢？比如： 

var result = "a" < 3; // false，因为"a"被转换成了 NaN 

由于字母"a"不能转换成合理的数值，因此就被转换成了NaN。根据规则，

任何操作数与NaN 进行关系比较，结果都是false。于是，就出现了下面这个有

意思的现象： 

var result1 = NaN < 3; //false 

var result2 = NaN >= 3; //false 

按照常理，如果一个值不小于另一个值，则一定是大于或等于那个值。然

而，在与NaN进行比较时，这两个比较操作的结果都返回了false。 

6.1.4.7 相等操作符 

确定两个变量是否相等是编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在比较字符串、

数值和布尔值的相等性时，问题还比较简单。但在涉及到对象的比较时，问题

就变得复杂了。最早的ECMAScript中的相等和不等操作符会在执行比较之前，

先将对象转换成相似的类型。后来，有人提出了这种转换到底是否合理的质

疑。最后，ECMAScript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供两组操作符：相等和不相等——先

转换再比较，全等和不全等——仅比较而不转换。 

1. 相等和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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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AScript 中的相等操作符由两个等于号（==）表示，如果两个操作数相

等，则返回true。而不相等操作符由叹号后跟等于号（!=）表示，如果两个操

作数不相等，则返回true。这两个操作符都会先转换操作数（通常称为强制转

型），然后再比较它们的相等性。 

在转换不同的数据类型时，相等和不相等操作符遵循下列基本规则：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布尔值，则在比较相等性之前先将其转换为数值—

—false转换为0，而true转换为1；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字符串，另一个操作数是数值，在比较相等性之前先

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值；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另一个操作数不是，则调用对象的valueOf()

方法，用得到的基本类型值按照前面的规则进行比较； 

 这两个操作符在进行比较时则要遵循下列规则。 

 null和undefined是相等的。 

 要比较相等性之前，不能将null和undefined转换成其他任何值。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NaN，则相等操作符返回false，而不相等操作符返

回true。重要提示：即使两个操作数都是NaN，相等操作符也返回

false；因为按照规则，NaN不等于NaN。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对象，则比较它们是不是同一个对象。如果两个操

作数都指向同一个对象，则相等操作符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下表列出了一些特殊情况及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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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等和不全等 

除了在比较之前不转换操作数之外，全等和不全等操作符与相等和不相等

操作符没有什么区别。全等操作符由3 个等于号（===）表示，它只在两个操作

数未经转换就相等的情况下返回true，如下面的 

例子所示： 

 

在这个例子中，第一个比较使用的是相等操作符比较字符串"55"和数值

55，结果返回了true。如前所述，这是因为字符串"55"先被转换成了数值55，

然后再与另一个数值55 进行比较。第二个比较使用了全等操作符以不转换数值

的方式比较同样的字符串和值。在不转换的情况下，字符串当然不等于数值，

因此结果就是false。 

不全等操作符由一个叹号后跟两个等于号（!==）表示，它在两个操作数未

经转换就不相等的情况下返回true。例如： 

 

 在这个例子中，第一个比较使用了不相等操作符，而该操作符会将字符

串"55"转换成55，结果就与第二个操作数（也是55）相等了。而由于这两个操

作数被认为相等，因此就返回了false。第二个比较使用了不全等操作符。假如

我们这样想：字符串55 与数值55 不相同吗？，那么答案一定是：是的

（true）。 

记住：null == undefined 会返回true，因为它们是类似的值；但null 

=== undefined 会返回false，因为它们是不同类型的值。 

由于相等和不相等操作符存在类型转换问题，而为了保持代码中数据类型

的完整性，我们推荐使用全等和不全等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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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8 条件操作符 

条件操作符应该算是ECMAScript 中最灵活的一种操作符了，而且它遵循与

Java 中的条件操作符相同的语法形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iable = boolean_expression ?  

true_value : false_value; 

本质上，这行代码的含义就是基于对boolean_expression 求值的结果，决

定给变量variable赋什么值。如果求值结果为true，则给变量variable 赋

true_value 值；如果求值结果为false，则给变量variable 赋false_value 

值。再看一个例子： 

var max = (num1 > num2) ? num1 : num2; 

在这个例子中，max 中将会保存一个最大的值。这个表达式的意思是：如

果num1 大于num2（关系表达式返回true），则将num1 的值赋给max；如果num1 

小于或等于num2（关系表达式返回false），则将num2 的值赋给max。 

6.1.4.9 赋值操作符 

简单的赋值操作符由等于号（=）表示，其作用就是把右侧的值赋给左侧的

变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num = 10; 

如果在等于号（=）前面再添加乘性操作符、加性操作符或位操作符，就可

以完成复合赋值操作。 

这种复合赋值操作相当于是对下面常规表达式的简写形式： 

var num = 10; 

num = num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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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第二行代码可以用一个复合赋值来代替： 

var num = 10; 

num += 10; 

每个主要算术操作符（以及个别的其他操作符）都有对应的复合赋值操作

符。这些操作符如下所示： 

 乘/赋值（＊=）； 

 除/赋值（/=）； 

 模/赋值（%=）； 

 加/赋值（+=）； 

 减/赋值（-=）； 

 左移/赋值（<<=）； 

 有符号右移/赋值（>>=）； 

 无符号右移/赋值（>>>=） 

设计这些操作符的主要目的就是简化赋值操作。使用它们不会带来任何性

能的提升。 

6.1.4.10 逗号操作符 

使用逗号操作符可以在一条语句中执行多个操作，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num1=1, num2=2, nu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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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号操作符多用于声明多个变量；但除此之外，逗号操作符还可以用于赋

值。在用于赋值时，逗号操作符总会返回表达式中的最后一项，如下面的例子

所示： 

var num = (5, 1, 4, 8, 0); // num 的值为 0 

由于0 是表达式中的最后一项，因此num 的值就是0。虽然逗号的这种使用

方式并不常见，但这个例子可以帮我们理解逗号的这种行为。 

6.1.5 语句 

ECMA-262 规定了一组语句（也称为流控制语句）。从本质上看，语句定义

了ECMAScript 中的主要语法，语句通常使用一或多个关键字来完成给定任务。

语句可以很简单，例如通知函数退出；也可以比较复杂，例如指定重复执行某

个命令的次数。 

6.1.5.1 if语句 

大多数编程语言中最为常用的一个语句就是if 语句。以下是if 语句的语

法： 

if (condition) statement1 else statement2 

其中的condition（条件）可以是任意表达式；而且对这个表达式求值的结

果不一定是布尔值。 

ECMAScript 会自动调用Boolean()转换函数将这个表达式的结果转换为一

个布尔值。如果对condition 

求值的结果是true，则执行statement1（语句1），如果对condition 求值

的结果是false，则执行statement2 

（语句2）。而且这两个语句既可以是一行代码，也可以是一个代码块（以

一对花括号括起来的多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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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的例子。 

 

不过，业界普遍推崇的最佳实践是始终使用代码块，即使要执行的只有一

行代码。因为这样可以消除人们的误解，否则可能让人分不清在不同条件下要

执行哪些语句。 

另外，也可以像下面这样把整个if 语句写在一行代码中： 

if (condition1) statement1 else if (condition2) statement2 else

 statement3 

但我们推荐的做法则是像下面这样： 

 

6.1.5.2 do-while语句 

do-while 语句是一种后测试循环语句，即只有在循环体中的代码执行之

后，才会测试出口条件。 

换句话说，在对条件表达式求值之前，循环体内的代码至少会被执行一

次。以下是do-while 语句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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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只要变量i 的值小于10，循环就会一直继续下去。而且变

量i 的值最初为0，每次循环都会递增2。 

像do-while 这种后测试循环语句最常用于循环体中的代码至少要被执行一

次的情形。 

6.1.5.3 while语句 

while 语句属于前测试循环语句，也就是说，在循环体内的代码被执行之

前，就会对出口条件求值。 

因此，循环体内的代码有可能永远不会被执行。以下是while 语句的语

法： 

while(expression) statement 

下面是一个示例： 

 

 

在这个例子中，变量i 开始时的值为0，每次循环都会递增2。而只要i 的

值小于10，循环就会继续下去。 

6.1.5.4 for语句 

for 语句也是一种前测试循环语句，但它具有在执行循环之前初始化变量

和定义循环后要执行的代码的能力。以下是for 语句的语法： 

for (initialization; expression; post-loop-expression) statement 

下面是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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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定义了变量i 的初始值为0。只有当条件表达式（i<count）返回

true 的情况下才会进入for 循环，因此也有可能不会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如

果执行了循环体中的代码，则一定会对循环后的表达式（i++）求值，即递增i 

的值。这个for 循环语句与下面的while 语句的功能相同： 

var count = 10; 

var i = 0; 

while (i < count){ 

alert(i); 

i++; 

} 

使用while 循环做不到的，使用for 循环同样也做不到。也就是说，for 

循环只是把与循环有关的代码集中在了一个位置。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for 循环的变量初始化表达式中，也可以不使用var 

关键字。该变量的初始化可以在外部执行，例如： 

 

以上代码与在循环初始化表达式中声明变量的效果是一样的。由于

ECMAScript 中不存在块级作用域，因此在循环内部定义的变量也可以在外部访

问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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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例子中，会有一个警告框显示循环完成后变量i 的值，这个值是

10。这是因为，即使i 是在循环内部定义的一个变量，但在循环外部仍然可以

访问到它。 

此外，for 语句中的初始化表达式、控制表达式和循环后表达式都是可选

的。将这三个表达式全部省略，就会创建一个无限循环，例如： 

for (;;) { // 无限循环 

doSomething(); 

} 

而只给出控制表达式实际上就把for 循环转换成了while 循环，例如： 

 

由于for 语句存在极大的灵活性，因此它也是ECMAScript 中最常用的一个

语句。 

6.1.5.5 for-in语句 

for-in 语句是一种精准的迭代语句，可以用来枚举对象的属性。以下是

for-in 语句的语法： 

for (property in expression) statement 

下面是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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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for-in循环来显示了BOM 中window 对象的所

有属性。每次执行循环时，都会将window 对象中存在的一个属性名赋值给变量

propName。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对象中的所有属性都被枚举一遍为止。与for 

语句类似，这里控制语句中的var 操作符也不是必需的。但是，为了保证使用

局部变量，我们推荐上面例子中的这种做法。 

ECMAScript 对象的属性没有顺序。因此，通过for-in 循环输出的属性名

的顺序是不可预测的。具体来讲，所有属性都会被返回一次，但返回的先后次

序可能会因浏览器而异。但是，如果表示要迭代的对象的变量值为null 或

undefined，for-in 语句会抛出错误。 

ECMAScript 5 更正了这一行为；对这种情况不再抛出错误，而只是不执行

循环体。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兼容性，建议在使用for-in 循环之前，先检测确

认该对象的值不是null 或undefined。 

Safari 3 以前版本的for-in 语句中存在一个bug，该bug 会导致某些属性

被返回两次。 

6.1.5.6 label语句 

使用label 语句可以在代码中添加标签，以便将来使用。以下是label 语

句的语法： 

label: statement 

下面是一个示例： 

start: for (var i=0; i < count; i++) { 

alert(i); 

} 

这个例子中定义的start标签可以在将来由break或continue语句引用。加

标签的语句一般都要与for语句等循环语句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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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7 break和continue语句 

break和continue语句用于在循环中精确地控制代码的执行。其中，break

语句会立即退出循环，强制继续执行循环后面的语句。而continue语句虽然也

是立即退出循环，但退出循环后会从循环的顶部继续执行。请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例子中的for 循环会将变量i由1递增至10。在循环体内，有一个if 语

句检查i的值是否可以被5 整除（使用求模操作符）。如果是，则执行break 语

句退出循环。另一方面，变量num 从0开始，用于记录循环执行的次数。在执行

break 语句之后，要执行的下一行代码是alert()函数，结果显示4。也就是

说，在变量i等于5 时，循环总共执行了4次；而break语句的执行，导致了循环

在num 再次递增之前就退出了。如果在这里把break 替换为continue 的话，则

可以看到另一种结果： 

 

 

例子的结果显示8，也就是循环总共执行了8次。当变量i等于5时，循环会

在num再次递增之前退出，但接下来执行的是下一次循环，即i的值等于6的循

环。于是，循环又继续执行，直到i等于10时自然结束。而num的最终值之所以

是8，是因为continue 语句导致它少递增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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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和continue语句都可以与label语句联合使用，从而返回代码中特定

的位置。这种联合使用的情况多发生在循环嵌套的情况下，如下面的例子所

示： 

 

在这个例子中，outermost标签表示外部的for 语句。如果每个循环正常执

行10 次，则num++语句就会正常执行100 次。换句话说，如果两个循环都自然

结束，num的值应该是100。但内部循环中的break语句带了一个参数：要返回到

的标签。添加这个标签的结果将导致break 语句不仅会退出内部的for 语句

（即使用变量j 的循环），而且也会退出外部的for 语句（即使用变量i 的循

环）。为此，当变量i 和j 都等于5 时，num 的值正好是55。同样，continue 

语句也可以像这样与label 语句联用，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在这种情况下，continue 语句会强制继续执行循环——退出内部循环，执

行外部循环。当j 是5时，continue 语句执行，而这也就意味着内部循环少执

行了5 次，因此num 的结果是95。 

虽然联用break、continue 和label 语句能够执行复杂的操作，但如果使

用过度，也会给调试带来麻烦。在此，我们建议如果使用label 语句，一定要

使用描述性的标签，同时不要嵌套过多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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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8 with语句 

with 语句的作用是将代码的作用域设置到一个特定的对象中。with 语句

的语法如下： 

with (expression) statement; 

定义with 语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简化多次编写同一个对象的工作，如下面

的例子所示： 

var qs = location.search.substring(1); 

var hostName = location.hostname; 

var url = location.href; 

上面几行代码都包含location 对象。如果使用with 语句，可以把上面的

代码改写成如下所示： 

 

在这个重写后的例子中，使用with 语句关联了location 对象。这意味着

在with 语句的代码块内部，每个变量首先被认为是一个局部变量，而如果在局

部环境中找不到该变量的定义，就会查询location 对象中是否有同名的属性。

如果发现了同名属性，则以location 对象属性的值作为变量的值。 

严格模式下不允许使用with 语句，否则将视为语法错误。 

由于大量使用with 语句会导致性能下降，同时也会给调试代码造成困难，

因此在开发大型应用程序时，不建议使用with 语句。 

6.1.5.9 switch语句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187                                 

 

switch 语句与if 语句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也是在其他语言中普遍使用

的一种流控制语句。 

ECMAScript 中switch 语句的语法与其他基于C 的语言非常接近，如下所

示： 

switch (expression) { 

case value: statement 

break; 

case value: statement 

break; 

case value: statement 

break; 

case value: statement 

break; 

default: statement 

} 

switch 语句中的每一种情形（case）的含义是：“如果表达式等于这个值

（value），则执行后面的语句（statement）”。而break 关键字会导致代码

执行流跳出switch 语句。如果省略break 关键字，就会导致执行完当前case 

后，继续执行下一个case。最后的default 关键字则用于在表达式不匹配前 

面任何一种情形的时候，执行机动代码（因此，也相当于一个else 语

句）。 

从根本上讲，switch 语句就是为了让开发人员免于编写像下面这样的代

码： 

if (i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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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25"); 

} else if (i == 35) { 

alert("35"); 

} else if (i == 45) { 

alert("45"); 

} else { 

alert("Other"); 

} 

而与此等价的switch 语句如下所示： 

 

通过为每个case 后面都添加一个break 语句，就可以避免同时执行多个

case 代码的情况。假如确实需要混合几种情形，不要忘了在代码中添加注释，

说明你是有意省略了break 关键字，如下所示： 

 

虽然ECMAScript 中的switch 语句借鉴自其他语言，但这个语句也有自己

的特色。首先，可以在switch 语句中使用任何数据类型（在很多其他语言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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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数值），无论是字符串，还是对象都没有问题。其次，每个case 的值不

一定是常量，可以是变量，甚至是表达式。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switch 语句使用的就是字符串。其中，第一种情形实际上

是一个对字符串拼接操作求值的表达式。由于这个字符串拼接表达式的结果与

switch 的参数相等，因此结果就会显示"Greeting was found."。而且，使用

表达式作为case 值还可以实现下列操作： 

 

这个例子首先在switch 语句外面声明了变量num。而之所以给switch 语句

传递表达式true，是因为每个case 值都可以返回一个布尔值。这样，每个case 

按照顺序被求值，直到找到匹配的值或者遇到default 语句为止（这正是这个

例子的最终结果）。 

switch 语句在比较值时使用的是全等操作符，因此不会发生类型转换（例

如，字符串"10"不等于数值10）。 

6.1.6 函数 

函数对任何语言来说都是一个核心的概念。通过函数可以封装任意多条语

句，而且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调用执行。ECMAScript 中的函数使用

function 关键字来声明，后跟一组参数以及函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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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基本语法如下所示： 

function functionName(arg0, arg1,...,argN) { 

statements 

} 

以下是一个函数示例： 

 

这个函数可以通过其函数名来调用，后面还要加上一对圆括号和参数（圆

括号中的参数如果有多个，可以用逗号隔开）。调用sayHi()函数的代码如下所

示： 

sayHi("Nicholas", "how are you today?"); 

这个函数的输出结果是"Hello Nicholas,how are you today?"。函数中定

义中的命名参数name 

和message 被用作了字符串拼接的两个操作数，而结果最终通过警告框显

示了出来。 

ECMAScript 中的函数在定义时不必指定是否返回值。实际上，任何函数在

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return 语句后跟要返回的值来实现返回值。请看下面的例

子： 

 

这个sum()函数的作用是把两个值加起来返回一个结果。我们注意到，除了

return 语句之外，没有任何声明表示该函数会返回一个值。调用这个函数的示

例代码如下： 

var result = sum(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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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函数会在执行完return 语句之后停止并立即退出。因此，位于return 

语句之后的任何代码都永远不会执行。例如： 

function sum(num1, num2) { 

return num1 + num2; 

alert("Hello world"); // 永远不会执行 

} 

在这个例子中，由于调用alert()函数的语句位于return 语句之后，因此

永远不会显示警告框。 

当然，一个函数中也可以包含多个return 语句，如下面这个例子中所示： 

 

 这个例子中定义的diff()函数用于计算两个数值的差。如果第一个数比

第二个小，则用第二个数减第一个数；否则，用第一个数减第二个数。代码中

的两个分支都具有自己的return 语句，分别用于执行正确的计算。 

另外，return 语句也可以不带有任何返回值。在这种情况下，函数在停止

执行后将返回undefined值。这种用法一般用在需要提前停止函数执行而又不需

要返回值的情况下。比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就不会显示警告框： 

推荐的做法是要么

让函数始终都返回一个值，要么永远都不要返回值。否则，如果函数有时候返

回值，有时候有不返回值，会给调试代码带来不便。 

严格模式对函数有一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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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把函数命名为eval或arguments； 

 不能把参数命名为eval或arguments； 

 不能出现两个命名参数同名的情况。 

如果发生以上情况，就会导致语法错误，代码无法执行。 

6.2 变量、作用域和内存 

6.2.1 基本类型和引用类型的值 

ECMAScript 变量可能包含两种不同数据类型的值：基本类型值和引用类型

值。基本类型值指的是简单的数据段，而引用类型值指那些可能由多个值构成

的对象。 

在将一个值赋给变量时，解析器必须确定这个值是基本类型值还是引用类

型值。第3 章讨论了5 种基本数据类型：Undefined、Null、Boolean、Number 

和String。这5 种基本数据类型是按值访问的，因为可以操作保存在变量中的

实际的值。 

引用类型的值是保存在内存中的对象。与其他语言不同，JavaScript 不允

许直接访问内存中的位置，也就是说不能直接操作对象的内存空间。在操作对

象时，实际上是在操作对象的引用而不是实际的对象。为此，引用类型的值是

按引用访问的①。 

在很多语言中，字符串以对象的形式来表示，因此被认为是引用类型的。 

ECMAScript 放弃了这一传统。 

6.2.1.1 动态的属性 

定义基本类型值和引用类型值的方式是类似的：创建一个变量并为该变量

赋值。但是，当这个值保存到变量中以后，对不同类型值可以执行的操作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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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径庭。对于引用类型的值，我们可以为其添加属性和方法，也可以改变和删

除其属性和方法。请看下面的例子： 

以上代码创建了一

个对象并将其保存在了变量person中。然后，我们为该对象添加了一个名为

name的属性，并将字符串值"Nicholas"赋给了这个属性。紧接着，又通过

alert()函数访问了这个新属性。如果对象不被销毁或者这个属性不被删除，则

这个属性将一直存在。 

但是，我们不能给基本类型的值添加属性，尽管这样做不会导致任何错

误。比如：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为字符串name 定义了一个名为age 的属性，并为该属

性赋值27。但在下一行访问这个属性时，发现该属性不见了。这说明只能给引

用类型值动态地添加属性，以便将来使用。 

6.2.1.2 复制变量值 

除了保存的方式不同之外，在从一个变量向另一个变量复制基本类型值和

引用类型值时，也存在不同。如果从一个变量向另一个变量复制基本类型的

值，会在变量对象上创建一个新值，然后把该值复制到为新变量分配的位置

上。来看一个例子： 

var num1 = 5; 

var num2 = num1; 

在此，num1中保存的值是5。当使用num1的值来初始化num2时，num2中也保

存了值5。但num2中的5与num1中的5是完全独立的，该值只是num1中5的一个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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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此后，这两个变量可以参与任何操作而不会相互影响。下图形象地展示了

复制基本类型值的过程。 

 

图6-4 复制基本类型值 

当从一个变量向另一个变量复制引用类型的值时，同样也会将存储在变量

对象中的值复制一份放到为新变量分配的空间中。不同的是，这个值的副本实

际上是一个指针，而这个指针指向存储在堆中的一个对象。复制操作结束后，

两个变量实际上将引用同一个对象。因此，改变其中一个变量，就会影响另一

个变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obj1 = new Object(); 

var obj2 = obj1; 

obj1.name = "Nicholas"; 

alert(obj2.name); //"Nicholas" 

首先，变量obj1保存了一个对象的新实例。然后，这个值被复制到了obj2

中；换句话说，obj1和obj2都指向同一个对象。这样，当为obj1添加name属性

后，可以通过obj2来访问这个属性，因为这两个变量引用的都是同一个对象。

下图展示了保存在变量对象中的变量和保存在堆中的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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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保存在变量对象中和保存在堆中的对象关系 

6.2.1.3 传递参数 

ECMAScript中所有函数的参数都是按值传递的。也就是说，把函数外部的

值复制给函数内部的参数，就和把值从一个变量复制到另一个变量一样。基本

类型值的传递如同基本类型变量的复制一样，而引用类型值的传递，则如同引

用类型变量的复制一样。有不少开发人员在这一点上可能会感到困惑，因为访

问变量有按值和按引用两种方式，而参数只能按值传递。 

在向参数传递基本类型的值时，被传递的值会被复制给一个局部变量（即

命名参数，或者用ECMAScript的概念来说，就是arguments对象中的一个元

素）。在向参数传递引用类型的值时，会把这个值在内存中的地址复制给一个

局部变量，因此这个局部变量的变化会反映在函数的外部。请看下面这个例

子： 

 

 

这里的函数addTen()有一个参数num，而参数实际上是函数的局部变量。在

调用这个函数时，变量count作为参数被传递给函数，这个变量的值是20。于

是，数值20被复制给参数num以便在addTen()中使用。在函数内部，参数nu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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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被加上了10，但这一变化不会影响函数外部的count变量。参数num与变量

count互不相识，它们仅仅是具有相同的值。假如num是按引用传递的话，那么

变量count的值也将变成30，从而反映函数内部的修改。当然，使用数值等基本

类型值来说明按值传递参数比较简单，但如果使用对象，那问题就不怎么好理

解了。再举一个例子： 

以以上代码中创建一

个对象，并将其保存在了变量person中。然后，这个变量被传递到setName()函

数中之后就被复制给了obj。在这个函数内部，obj和person引用的是同一个对

象。换句话说，即使这个变量是按值传递的，obj也会按引用来访问同一个对

象。于是，当在函数内部为obj添加name属性后，函数外部的person也将有所反

映；因为person指向的对象在堆内存中只有一个，而且是全局对象。有很多开

发人员错误地认为：在局部作用域中修改的对象会在全局作用域中反映出来，

就说明参数是按引用传递的。为了证明对象是按值传递的，我们再看一看下面

这个经过修改的例子： 

function setName(obj) { 

 obj.name = "Nicholas"; 

 obj = new Object(); 

 obj.name = "Greg"; 

} 

var person = new Object(); 

setName(person); 

alert(person.name); //"Nicho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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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与前一个例子的唯一区别，就是在setName()函数中添加了两行代

码：一行代码为obj重新定义了一个对象，另一行代码为该对象定义了一个带有

不同值的name属性。在把person传递给setName()后，其name属性被设置为

"Nicholas"。然后，又将一个新对象赋给变量obj，同时将其name属性设置为

"Greg"。如果person是按引用传递的，那么person就会自动被修改为指向其

name属性值为"Greg"的新对象。但是，当接下来再访问person.name时，显示的

值仍然是"Nicholas"。这说明即使在函数内部修改了参数的值，但原始的引用

仍然保持未变。实际上，当在函数内部重写obj时，这个变量引用的就是一个局

部对象了。而这个局部对象会在函数执行完毕后立即被销毁。 

可以把ECMAScript 函数的参数想象成局部变量。 

6.2.1.4 检测类型 

要检测一个变量是不是基本数据类型？第3章介绍的typeof操作符是最佳的

工具。说得更具体一点，typeof操作符是确定一个变量是字符串、数值、布尔

值，还是undefined的最佳工具。如果变量的值是一个对象或null，则typeof操

作符会像下面例子中所示的那样返回"object"： 

虽然在检测基本数

据类型时typeof是非常得力的助手，但在检测引用类型的值时，这个操作符的

用处不大。通常，我们并不是想知道某个值是对象，而是想知道它是什么类型

的对象。为此，ECMAScript提供了instanceof操作符，其语法如下所示： 

result = variable instanceof constructor 

如果变量是给定引用类型（根据它的原型链来识别；第6 章将介绍原型

链）的实例，那么instanceof 操作符就会返回true。请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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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person instanceof Object); // 变量 person 是 Object 吗？ 

alert(colors instanceof Array); // 变量 colors 是 Array 吗？ 

alert(pattern instanceof RegExp); // 变量 pattern 是 RegExp 

吗？ 

根据规定，所有引用类型的值都是Object 的实例。因此，在检测一个引用

类型值和Object 构造函数时，instanceof 操作符始终会返回true。当然，如

果使用instanceof 操作符检测基本类型的值，则该操作符始终会返回false，

因为基本类型不是对象。 

使用 typeof操作符检测函数时，该操作符会返回"function"。在 Safari 

5及之前版本和 Chrome 7 及之前版本中使用 typeof检测正则表达式时，由于

规范的原因，这个操作符也返回"function"。ECMA-262规定任何在内部实现

[[Call]]方法的对象都应该在应用 typeof操作符时返回"function"。由于上述

浏览器中的正则表达式也实现了这个方法，因此对正则表达式应用 typeof会返

回"function"。在 IE和 Firefox中，对正则表达式应用 typeof会返回

"object"。 

6.2.2 执行环境及作用域 

执行环境（execution context，为简单起见，有时也称为“环境”）是

JavaScript 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执行环境定义了变量或函数有权访问的其

他数据，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行为。每个执行环境都有一个与之关联的变量对象

（variable object），环境中定义的所有变量和函数都保存在这个对象中。虽

然我们编写的代码无法访问这个对象，但解析器在处理数据时会在后台使用

它。 

全局执行环境是最外围的一个执行环境。根据ECMAScript 实现所在的宿主

环境不同，表示执行环境的对象也不一样。在Web 浏览器中，全局执行环境被

认为是window 对象（第7 章将详细讨论），因此所有全局变量和函数都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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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 对象的属性和方法创建的。某个执行环境中的所有代码执行完毕后，该

环境被销毁，保存在其中的所有变量和函数定义也随之销毁（全局执行环境直

到应用程序退出——例如关闭网页或浏览器——时才会被销毁）。 

每个函数都有自己的执行环境。当执行流进入一个函数时，函数的环境就

会被推入一个环境栈中。而在函数执行之后，栈将其环境弹出，把控制权返回

给之前的执行环境。ECMAScript程序中的执行流正是由这个方便的机制控制

着。 

当代码在一个环境中执行时，会创建变量对象的一个作用域链（scope 

chain）。作用域链的用途，是保证对执行环境有权访问的所有变量和函数的有

序访问。作用域链的前端，始终都是当前执行的代码所在环境的变量对象。如

果这个环境是函数，则将其活动对象（activation object）作为变量对象。活

动对象在最开始时只包含一个变量，即arguments对象（这个对象在全局环境中

是不存在的）。作用域链中的下一个变量对象来自包含（外部）环境，而再下

一个变量对象则来自下一个包含环境。这样，一直延续到全局执行环境；全局

执行环境的变量对象始终都是作用域链中的最后一个对象。 

标识符解析是沿着作用域链一级一级地搜索标识符的过程。搜索过程始终

从作用域链的前端开始，然后逐级地向后回溯，直至找到标识符为止（如果找

不到标识符，通常会导致错误发生）。 

请看下面的示例代码：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

中，函数changeColor()的作用域链包含两个对象：它自己的变量对象（其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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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着arguments对象）和全局环境的变量对象。可以在函数内部访问变量

color，就是因为可以在这个作用域链中找到它。 

此外，在局部作用域中定义的变量可以在局部环境中与全局变量互换使

用，如下面这个例子所示： 

var color = "blue"; 

function changeColor(){ 

var anotherColor = "red"; 

function swapColors(){ 

  var tempColor = anotherColor; 

  anotherColor = color; 

  color = tempColor;// 这里可以访问 color、anotherColor

 和 tempColor 

 } 

// 这里可以访问 color 和 anotherColor，但不能访问 tempColor 

swapColors(); 

} 

// 这里只能访问 color 

changeColor(); 

以上代码共涉及3个执行环境：全局环境、changeColor()的局部环境和

swapColors()的局部环境。全局环境中有一个变量color和一个函数

changeColor()。changeColor()的局部环境中有一个名为anotherColor的变量

和一个名为swapColors()的函数，但它也可以访问全局环境中的变量color。

swapColors()的局部环境中有一个变量tempColor，该变量只能在这个环境中访

问到。无论全局环境还是changeColor()的局部环境都无权访问tempColor。然

而，在swapColors()内部则可以访问其他两个环境中的所有变量，因为那两个

环境是它的父执行环境。下图形象地展示了前面这个例子的作用域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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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作用域链 

上图中的矩形表示特定的执行环境。其中，内部环境可以通过作用域链访

问所有的外部环境，但外部环境不能访问内部环境中的任何变量和函数。这些

环境之间的联系是线性、有次序的。每个环境都可以向上搜索作用域链，以查

询变量和函数名；但任何环境都不能通过向下搜索作用域链而进入另一个执行

环境。对于这个例子中的swapColors()而言，其作用域链中包含3 个对象：

swapColors()的变量对象、changeColor()的变量对象和全局变量对象。

swapColors()的局部环境开始时会先在自己的变量对象中搜索变量和函数名，

如果搜索不到则再搜索上一级作用域链。changeColor()的作用域链中只包含两

个对象：它自己的变量对象和全局变量对象。这也就是说，它不能访问

swapColors()的环境。 

函数参数也被当作变量来对待，因此其访问规则与执行环境中的其他变量

相同。 

6.2.2.1 延长作用域链 

虽然执行环境的类型总共只有两种——全局和局部（函数），但还是有其

他办法来延长作用域链。这么说是因为有些语句可以在作用域链的前端临时增

加一个变量对象，该变量对象会在代码执行后被移除。在两种情况下会发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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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象。具体来说，就是当执行流进入下列任何一个语句时，作用域链就会得

到加长： 

 try-catch语句的catch块； 

 with语句。 

这两个语句都会在作用域链的前端添加一个变量对象。对with 语句来说，

会将指定的对象添加到作用域链中。对catch 语句来说，会创建一个新的变量

对象，其中包含的是被抛出的错误对象的声明。下面看一个例子。 

在此，with语句接

收的是location对象，因此其变量对象中就包含了location对象的所有属性和

方法，而这个变量对象被添加到了作用域链的前端。buildUrl()函数中定义了

一个变量qs。当在with语句中引用变量href时（实际引用的是

location.href），可以在当前执行环境的变量对象中找到。当引用变量qs时，

引用的则是在buildUrl()中定义的那个变量，而该变量位于函数环境的变量对

象中。至于with语句内部，则定义了一个名为url的变量，因而url就成了函数

执行环境的一部分，所以可以作为函数的值被返回。 

在IE8及之前版本的JavaScript实现中，存在一个与标准不一致的地方，即

在catch语句中捕获的错误对象会被添加到执行环境的变量对象，而不是catch

语句的变量对象中。换句话说，即使是在catch块的外部也可以访问到错误对

象。IE9修复了这个问题。 

6.2.2.2 没有块级作用域 

JavaScript没有块级作用域经常会导致理解上的困惑。在其他类C的语言

中，由花括号封闭的代码块都有自己的作用域（如果用ECMAScript的话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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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它们自己的执行环境），因而支持根据条件来定义变量。例如，下面的代

码在JavaScript中并不会得到想象中的结果： 

if (true) { 

 var color = "blue"; 

} 

alert(color); //"blue" 

这里是在一个if语句中定义了变量color。如果是在C、C++或Java中，

color会在if语句执行完毕后被销毁。但在JavaScript中，if语句中的变量声明

会将变量添加到当前的执行环境（在这里是全局环境）中。在使用for语句时尤

其要牢记这一差异，例如： 

for (var i=0; i < 10; i++){ 

 doSomething(i); 

} 

alert(i); //10 

对于有块级作用域的语言来说，for语句初始化变量的表达式所定义的变

量，只会存在于循环的环境之中。而对于JavaScript来说，由for语句创建的变

量i即使在for循环执行结束后，也依旧会存在于循环外部的执行环境中。 

1. 声明变量 

使用var声明的变量会自动被添加到最接近的环境中。在函数内部，最接近

的环境就是函数的局部环境；在with语句中，最接近的环境是函数环境。如果

初始化变量时没有使用var声明，该变量会自动被添加到全局环境。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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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中的函数

add()定义了一个名为sum 的局部变量，该变量包含加法操作的结果。虽然结果

值从函数中返回了，但变量sum 在函数外部是访问不到的。如果省略这个例子

中的var 关键字，那么当add()执行完毕后，sum 也将可以访问到： 

这个例子中的变量sum

在被初始化赋值时没有使用var关键字。于是，当调用完add()之后，添加到全

局环境中的变量sum将继续存在；即使函数已经执行完毕，后面的代码依旧可以

访问它。 

在编写JavaScript代码的过程中，不声明而直接初始化变量是一个常见的

错误做法，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意外。我们建议在初始化变量之前，一定要先

声明，这样就可以避免类似问题。在严格模式下，初始化未经声明的变量会导

致错误。 

2. 查询标识符 

当在某个环境中为了读取或写入而引用一个标识符时，必须通过搜索来确

定该标识符实际代表什么。搜索过程从作用域链的前端开始，向上逐级查询与

给定名字匹配的标识符。如果在局部环境中找到了该标识符，搜索过程停止，

变量就绪。如果在局部环境中没有找到该变量名，则继续沿作用域链向上搜

索。搜索过程将一直追溯到全局环境的变量对象。如果在全局环境中也没有找

到这个标识符，则意味着该变量尚未声明。 

通过下面这个示例，可以理解查询标识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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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本例中的函数

getColor()时会引用变量color。为了确定变量color的值，将开始一个两步的

搜索过程。首先，搜索getColor()的变量对象，查找其中是否包含一个名为

color的标识符。在没有找到的情况下，搜索继续到下一个变量对象（全局环境

的变量对象），然后在那里找到了名为color的标识符。因为搜索到了定义这个

变量的变量对象，搜索过程宣告结束。下图形象地展示了上述搜索过程。 

 

图6-7 搜索过程展示 

在这个搜索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局部的变量的定义，则搜索会自动停

止，不再进入另一个变量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局部环境中存在着同名标识

符，就不会使用位于父环境中的标识符，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修改后的代码在

getColor()函数中声明了一个名为color的局部变量。调用函数时，该变量就会

被声明。而当函数中的第二行代码执行时，意味着必须找到并返回变量color的

值。搜索过程首先从局部环境中开始，而且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名为color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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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值为"red"。因为变量已经找到了，所以搜索即行停止，return语句就使

用这个局部变量，并为函数会返回"red"。也就是说，任何位于局部变量color

的声明之后的代码，如果不使用window.color都无法访问全局color变量。 

变量查询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很明显，访问局部变量要比访问全局变量更

快，因为不用向上搜索作用域链。JavaScript 引擎在优化标识符查询方面做得

不错，因此这个差别在将来恐怕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6.3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6.3.1 理解对象 

上一章曾经介绍过，创建自定义对象的最简单方式就是创建一个Object 的

实例，然后再为它添加属性和方法，如下所示。 

 

上面的例子创建了一个名为person 的对象，并为它添加了三个属性

（name、age 和job）和一个方法（sayName()）。其中，sayName()方法用于显

示this.name（将被解析为person.name）的值。早期的JavaScript 开发人员经

常使用这个模式创建新对象。几年后，对象字面量成为创建这种对象的首选模

式。前面的例子用对象字面量语法可以写成这样： 

var person = { 

 name: "Nicholas", 

 age: 29, 

 job: "Software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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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Name: function(){ 

    alert(this.name); 

 } 

}; 

这个例子中的person对象与前面例子中的person对象是一样的，都有相同

的属性和方法。这些属性在创建时都带有一些特征值

（characteristic）,JavaScript通过这些特征值来定义它们的行为。 

6.3.1.1 属性类型 

ECMA-262第5版在定义只有内部才用的特性（attribute）时，描述了属性

（property）的各种特征。ECMA-262定义这些特性是为了实现JavaScript引擎

用的，因此在JavaScript中不能直接访问它们。为了表示特性是内部值，该规

范把它们放在了两对儿方括号中，例如[[Enumerable]]。尽管ECMA-262第3版的

定义有些不同，但本书只参考第5版的描述。 

ECMAScript中有两种属性：数据属性和访问器属性。1. 数据属性 

数据属性包含一个数据值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可以读取和写入值。数据属

性有4个描述其行为的特性。 [[Configurable]]：表示能否通过delete 删

除属性从而重新定义属性，能否修改属性的特性，或者能否把属性修改为访问

器属性。像前面例子中那样直接在对象上定义的属性，它们的这个特性默认值

为true。 

[[Enumerable]]：表示能否通过for-in 循环返回属性。像前面例子中那样

直接在对象上定义的属性，它们的这个特性默认值为true。 

[[Writable]]：表示能否修改属性的值。像前面例子中那样直接在对象上

定义的属性，它们的这个特性默认值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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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包含这个属性的数据值。读取属性值的时候，从这个位置读；

写入属性值的时候，把新值保存在这个位置。这个特性的默认值为undefined。 

对于像前面例子中那样直接在对象上定义的属性，它们的

[[Configurable]]、[[Enumerable]]和[[Writable]]特性都被设置为true，而

[[Value]]特性被设置为指定的值。例如： 

var person = { 

 name: "Nicholas" 

}; 

这里创建了一个名为name 的属性，为它指定的值是"Nicholas"。也就是

说，[[Value]]特性将被设置为"Nicholas"，而对这个值的任何修改都将反映在

这个位置。 

要修改属性默认的特性，必须使用ECMAScript 5 的

Object.defineProperty()方法。这个方法接收三个参数：属性所在的对象、属

性的名字和一个描述符对象。其中，描述符（descriptor）对象的属性必须

是：configurable、enumerable、writable 和value。设置其中的一或多个

值，可以修改对应的特性值。例如： 

这个例子创建了一个名

为name的属性，它的值"Nicholas"是只读的。这个属性的值是不可修改的，如

果尝试为它指定新值，则在非严格模式下，赋值操作将被忽略；在严格模式

下，赋值操作将会导致抛出错误。 

类似的规则也适用于不可配置的属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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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configurable设置为false，表示不能从对象中删除属性。如果对这个属

性调用delete，则在非严格模式下什么也不会发生，而在严格模式下会导致错

误。而且，一旦把属性定义为不可配置的，就不能再把它变回可配置了。此

时，再调用Object.defineProperty()方法修改除writable之外的特性，都会导

致错误： 

 

也就是说，可以多次调用Object.defineProperty()方法修改同一个属性，

但在把configurable特性设置为false 之后就会有限制了。 

在调bject.defineProperty()方法时，如果不指定，configurable、

enumerable 和writable 特性的默认值都是false。多数情况下，可能都没有必

要利用Object.defineProperty()方法提供的这些高级功能。不过，理解这些概

念对理解JavaScript 对象却非常有用。 

IE8 是第一个实现Object.defineProperty()方法的浏览器版本。然而，这

个版本的实现存在诸多限制：只能在DOM对象上使用这个方法，而且只能创建访

问器属性。由于实现不彻底，建议读者不要在IE8 中使用

Object.defineProperty()方法。 

2. 访问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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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器属性不包含数据值；它们包含一对儿getter 和setter 函数（不

过，这两个函数都不是必需的）。在读取访问器属性时，会调用getter 函数，

这个函数负责返回有效的值；在写入访问器属性时，会调用setter 函数并传入

新值，这个函数负责决定如何处理数据。访问器属性有如下4 个特性。  

[[Configurable]]：表示能否通过delete 删除属性从而重新定义属性，能

否修改属性的特性，或者能否把属性修改为数据属性。对于直接在对象上定义

的属性，这个特性的默认值为true。 

[[Enumerable]]：表示能否通过for-in 循环返回属性。对于直接在对象上

定义的属性，这个特性的默认值为true。 

[[Get]]：在读取属性时调用的函数。默认值为undefined。 

[[Set]]：在写入属性时调用的函数。默认值为undefined。访问器属性不

能直接定义，必须使用Object.defineProperty()来定义。请看下面的例子。 

 

以上代码创建了一个book对象，并给它定义两个默认的属性：_year和

edition。_year前面的下划线是一种常用的记号，用于表示只能通过对象方法

访问的属性。而访问器属性year则包含一个getter函数和一个setter函数。

getter函数返回_year的值，setter函数通过计算来确定正确的版本。因此，把

year属性修改为2005会导致_year变成2005，而edition变为2。这是使用访问器

属性的常见方式，即设置一个属性的值会导致其他属性发生变化。 

不一定非要同时指定getter 和setter。只指定getter 意味着属性是不能

写，尝试写入属性会被忽略。在严格模式下，尝试写入只指定了getter 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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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会抛出错误。类似地，只指定setter 函数的属性也不能读，否则在非严格

模式下会返回undefined，而在严格模式下会抛出错误。 

支持ECMAScript 5 的这个方法的浏览器有IE9+（IE8 只是部分实现）、

Firefox 4+、Safari 5+、Opera12+ 和Chrome 。在这个方法之前， 要创建访

问器属性， 一般都使用两个非标准的方法：__defineGetter__()和

__defineSetter__()。这两个方法最初是由Firefox 引入的，后来Safari 3、

Chrome 1 和Opera 9.5 也给出了相同的实现。使用这两个遗留的方法，可以像

下面这样重写前面的例子。 

 

在不支持Object.defineProperty() 方法的浏览器中不能修改

[[Configurable]] 和[[Enumerable]]。 

6.3.1.2 定义多个属性 

由于为对象定义多个属性的可能性很大，ECMAScript 5又定义了一个

Object.definePro-perties()方法。利用这个方法可以通过描述符一次定义多

个属性。这个方法接收两个对象参数：第一个对象是要添加和修改其属性的对

象，第二个对象的属性与第一个对象中要添加或修改的属性一一对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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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在book 对象

上定义了两个数据属性（_year 和edition）和一个访问器属性（year）。最终

的对象与上一节中定义的对象相同。唯一的区别是这里的属性都是在同一时间

创建的。 

支持Object.defineProperties()方法的浏览器有IE9+、Firefox 4+、

Safari 5+、Opera 12+和Chrome。 

6.3.1.3 读取属性的特性 

使用ECMAScript 5的Object.getOwnPropertyDescriptor()方法，可以取得

给定属性的描述符。这个方法接收两个参数：属性所在的对象和要读取其描述

符的属性名称。返回值是一个对象，如果是访问器属性，这个对象的属性有

configurable、enumerable、get和set；如果是数据属性，这个对象的属性有

configurable、enumerable、writable和value。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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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据属性_year, value等于最初的值，configurable是false，而get

等于undefined。对于访问器属性year, value等于undefined,enumerable是

false，而get是一个指向getter函数的指针。 

在 JavaScript 中，可以针对任何对象——包括 DOM和 BOM对象，使用

Object.getOwnProperty-Descriptor()方法。支持这个方法的浏览器有 IE9+、

Firefox 4+、Safari5+、Opera 12+和 Chrome。 

虽然Object构造函数或对象字面量都可以用来创建单个对象，但这些方式

有个明显的缺点：使用同一个接口创建很多对象，会产生大量的重复代码。为

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开始使用工厂模式的一种变体。 

1.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是软件工程领域一种广为人知的设计模式，这种模式抽象了创建

具体对象的过程（本书后面还将讨论其他设计模式及其在JavaScript中的实

现）。考虑到在ECMAScript中无法创建类，开发人员就发明了一种函数，用函

数来封装以特定接口创建对象的细节，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函数createPerson()

能够根据接受的参数来构建一个包含所有必要信息的Person对象。可以无数次

地调用这个函数，而每次它都会返回一个包含三个属性一个方法的对象。工厂

模式虽然解决了创建多个相似对象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对象识别的问题（即

怎样知道一个对象的类型）。随着JavaScript的发展，又一个新模式出现了。 

2.构造函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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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介绍过，ECMAScript中的构造函数可用来创建特定类型的对象。像

Object和Array这样的原生构造函数，在运行时会自动出现在执行环境中。此

外，也可以创建自定义的构造函数，从而定义自定义对象类型的属性和方法。

例如，可以使用构造函数模式将前面的例子重写如下。 

在这个例子中，

Person()函数取代了createPerson()函数。我们注意到，Person()中的代码除

了与createPerson()中相同的部分外，还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没有显式地创建对象； 

直接将属性和方法赋给了this 对象； 

没有return 语句。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函数名Person 使用的是大写字母P。按照惯例，构造

函数始终都应该以一个大写字母开头，而非构造函数则应该以一个小写字母开

头。这个做法借鉴自其他OO 语言，主要是为了区别于ECMAScript 中的其他函

数；因为构造函数本身也是函数，只不过可以用来创建对象而已。 

要创建Person 的新实例，必须使用new 操作符。以这种方式调用构造函数

实际上会经历以下4个步骤： 

(1) 创建一个新对象； 

(2) 将构造函数的作用域赋给新对象（因此this 就指向了这个新对象）； 

(3) 执行构造函数中的代码（为这个新对象添加属性）； 

(4) 返回新对象。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215                                 

 

在前面例子的最后，person1 和person2 分别保存着Person 的一个不同的

实例。这两个对象都有一个constructor（构造函数）属性，该属性指向

Person，如下所示。 

alert(person1.constructor == Person); //true 

alert(person2.constructor == Person); //true 

对象的constructor 属性最初是用来标识对象类型的。但是，提到检测对

象类型，还是instanceof操作符要更可靠一些。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创建的所有

对象既是Object 的实例，同时也是Person的实例，这一点通过instanceof 操

作符可以得到验证。 

alert(person1 instanceof Object); //true 

alert(person1 instanceof Person); //true 

alert(person2 instanceof Object); //true 

alert(person2 instanceof Person); //true 

创建自定义的构造函数意味着将来可以将它的实例标识为一种特定的类

型；而这正是构造函数模式胜过工厂模式的地方。在这个例子中，person1和

person2之所以同时是Object的实例，是因为所有对象均继承自Object。 

以这种方式定义的构造函数是定义在Global对象（在浏览器中是window对

象）中的。 

1. 将构造函数当作函数 

构造函数与其他函数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调用它们的方式不同。不过，构

造函数毕竟也是函数，不存在定义构造函数的特殊语法。任何函数，只要通过

new操作符来调用，那它就可以作为构造函数；而任何函数，如果不通过new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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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符来调用，那它跟普通函数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例如，前面例子中定义的

Person()函数可以通过下列任何一种方式来调用。 

 

这个例子中的前两行代码展示了构造函数的典型用法，即使用new操作符来

创建一个新对象。接下来的两行代码展示了不使用new操作符调用Person()会出

现什么结果：属性和方法都被添加给window对象了。有读者可能还记得，当在

全局作用域中调用一个函数时，this对象总是指向Global对象（在浏览器中就

是window对象）。因此，在调用完函数之后，可以通过window对象来调用

sayName()方法，并且还返回了"Greg"。最后，也可以使用call()（或者

apply()）在某个特殊对象的作用域中调用Person()函数。这里是在对象o的作

用域中调用的，因此调用后o就拥有了所有属性和sayName()方法。 

2. 构造函数的问题 

构造函数模式虽然好用，但也并非没有缺点。使用构造函数的主要问题，

就是每个方法都要在每个实例上重新创建一遍。在前面的例子中，person1和

person2都有一个名为sayName()的方法，但那两个方法不是同一个Function的

实例。不要忘了——ECMAScript中的函数是对象，因此每定义一个函数，也就

是实例化了一个对象。从逻辑角度讲，此时的构造函数也可以这样定义。 

function Person(name, age, job){ 

 this.name = name; 

 this.age = age; 

 this.job =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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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sayName = new Function("alert(this.name)"); // 与声明函

数在逻辑上是等价的 

}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构造函数，更容易明白每个Person实例都包含一个不同

的Function实例（以显示name属性）的本质。说明白些，以这种方式创建函

数，会导致不同的作用域链和标识符解析，但创建Function新实例的机制仍然

是相同的。因此，不同实例上的同名函数是不相等的，以下代码可以证明这一

点。 

alert(person1.sayName == person2.sayName); //false 

然而，创建两个完成同样任务的Function实例的确没有必要；况且有this

对象在，根本不用在执行代码前就把函数绑定到特定对象上面。因此，大可像

下面这样，通过把函数定义转移到构造函数外部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sayName()函数的定义转移到了构造函数外部。而在

构造函数内部，我们将sayName属性设置成等于全局的sayName函数。这样一

来，由于sayName包含的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因此person1和person2对象就

共享了在全局作用域中定义的同一个sayName()函数。这样做确实解决了两个函

数做同一件事的问题，可是新问题又来了：在全局作用域中定义的函数实际上

只能被某个对象调用，这让全局作用域有点名不副实。而更让人无法接受的

是：如果对象需要定义很多方法，那么就要定义很多个全局函数，于是我们这

个自定义的引用类型就丝毫没有封装性可言了。好在，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使用

原型模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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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型模式 

我们创建的每个函数都有一个prototype（原型）属性，这个属性是一个指

针，指向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的用途是包含可以由特定类型的所有实例共享

的属性和方法。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那么prototype就是通过调用构造函

数而创建的那个对象实例的原型对象。使用原型对象的好处是可以让所有对象

实例共享它所包含的属性和方法。换句话说，不必在构造函数中定义对象实例

的信息，而是可以将这些信息直接添加到原型对象中，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在此，我们将sayName()方法和所有属性直接添加到了Person的prototype

属性中，构造函数变成了空函数。即使如此，也仍然可以通过调用构造函数来

创建新对象，而且新对象还会具有相同的属性和方法。但与构造函数模式不同

的是，新对象的这些属性和方法是由所有实例共享的。换句话说，person1和

person2访问的都是同一组属性和同一个sayName()函数。要理解原型模式的工

作原理，必须先理解ECMAScript中原型对象的性质。 

1. 理解原型对象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创建了一个新函数，就会根据一组特定的规则为该函

数创建一个prototype属性，这个属性指向函数的原型对象。在默认情况下，所

有原型对象都会自动获得一个constructor（构造函数）属性，这个属性是一个

指向prototype属性所在函数的指针。就拿前面的例子来说，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219                                 

 

Person.prototype.constructor指向Person。而通过这个构造函数，我们还可

继续为原型对象添加其他属性和方法。 

创建了自定义的构造函数之后，其原型对象默认只会取得constructor属

性；至于其他方法，则都是从Object继承而来的。当调用构造函数创建一个新

实例后，该实例的内部将包含一个指针（内部属性），指向构造函数的原型对

象。ECMA-262第5版中管这个指针叫[[Prototype]]。虽然在脚本中没有标准的

方式访问[[Prototype]]，但Firefox、Safari和Chrome在每个对象上都支持一

个属性__proto__；而在其他实现中，这个属性对脚本则是完全不可见的。不

过，要明确的真正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连接存在于实例与构造函数的原型对

象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实例与构造函数之间。 

以前面使用Person构造函数和Person.prototype创建实例的代码为例，下

图展示了各个对象之间的关系。 

 

图6-8 展示各个对象之间的关系 

上图展示了Person构造函数、Person的原型属性以及Person现有的两个实

例之间的关系。在此，Person.prototype指向了原型对象，而

Person.prototype.constructor又指回了Person。原型对象中除了包含

constructor属性之外，还包括后来添加的其他属性。Person的每个实例——

person1和person2都包含一个内部属性，该属性仅仅指向了

Person.prototype；换句话说，它们与构造函数没有直接的关系。此外，要格

外注意的是，虽然这两个实例都不包含属性和方法，但我们却可以调用

person1.sayName()。这是通过查找对象属性的过程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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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所有实现中都无法访问到[[Prototype]]，但可以通过

isPrototypeOf()方法来确定对象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关系。从本质上讲，如果

[[Prototype]]指向调用isPrototypeOf()方法的对象（Person.prototype），

那么这个方法就返回true，如下所示： 

alert(Person.prototype.isPrototypeOf(person1)); //true 

 

alert(Person.prototype.isPrototypeOf(person2)); //true 

这里，我们用原型对象的isPrototypeOf()方法测试了person1和person2。

因为它们内部都有一个指向Person.prototype的指针，因此都返回了true。 

ECMAScript 5增加了一个新方法，叫Object.getPrototypeOf()，在所有支

持的实现中，这个方法返回[[Prototype]]的值。例如： 

alert(Object.getPrototypeOf(person1) == Person.prototype); //tr

ue 

alert(Object.getPrototypeOf(person1).name); //"Nicholas" 

这里的第一行代码只是确定Object.getPrototypeOf()返回的对象实际就是

这个对象的原型。第二行代码取得了原型对象中name属性的值，也就是

"Nicholas"。使用Object.getPrototypeOf()可以方便地取得一个对象的原型，

而这在利用原型实现继承（本章稍后会讨论）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支持这

个方法的浏览器有IE9+、Firefox 3.5+、Safari 5+、Opera 12+和Chrome。 

每当代码读取某个对象的某个属性时，都会执行一次搜索，目标是具有给

定名字的属性。搜索首先从对象实例本身开始。如果在实例中找到了具有给定

名字的属性，则返回该属性的值；如果没有找到，则继续搜索指针指向的原型

对象，在原型对象中查找具有给定名字的属性。如果在原型对象中找到了这个

属性，则返回该属性的值。也就是说，在我们调用person1.sayName()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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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先后执行两次搜索。首先，解析器会问：“实例person1有sayName属性

吗？”答：“没有。”然后，它继续搜索，再问：“person1的原型有sayName

属性吗？”答：“有。”于是，它就读取那个保存在原型对象中的函数。当我

们调用person2.sayName()时，将会重现相同的搜索过程，得到相同的结果。而

这正是多个对象实例共享原型所保存的属性和方法的基本原理。 

前面提到过，原型最初只包含constructor 属性，而该属性也是共享的，

因此可以通过对象实例访问。 

虽然可以通过对象实例访问保存在原型中的值，但却不能通过对象实例重

写原型中的值。如果我们在实例中添加了一个属性，而该属性与实例原型中的

一个属性同名，那我们就在实例中创建该属性，该属性将会屏蔽原型中的那个

属性。来看下面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person1的name被一个新值给屏蔽了。但无论访问

person1.name还是访问person2.name都能够正常地返回值，即分别是"Greg"

（来自对象实例）和"Nicholas"（来自原型）。当在alert()中访问

person1.name时，需要读取它的值，因此就会在这个实例上搜索一个名为name

的属性。这个属性确实存在，于是就返回它的值而不必再搜索原型了。当以同

样的方式访问person2.name时，并没有在实例上发现该属性，因此就会继续搜

索原型，结果在那里找到了name属性。 

当为对象实例添加一个属性时，这个属性就会屏蔽原型对象中保存的同名

属性；换句话说，添加这个属性只会阻止我们访问原型中的那个属性，但不会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222                                 

 

修改那个属性。即使将这个属性设置为null，也只会在实例中设置这个属性，

而不会恢复其指向原型的连接。不过，使用delete操作符则可以完全删除实例

属性，从而让我们能够重新访问原型中的属性，如下所示。 

在这个修改后的例子

中，我们使用delete操作符删除了person1.name，之前它保存的"Greg"值屏蔽

了同名的原型属性。把它删除以后，就恢复了对原型中name属性的连接。因

此，接下来再调用person1.name时，返回的就是原型中name属性的值了。 

使用hasOwnProperty()方法可以检测一个属性是存在于实例中，还是存在

于原型中。这个方法（不要忘了它是从Object继承来的）只在给定属性存在于

对象实例中时，才会返回true。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function Person(){ 

} 

Person.prototype.name = "Nicholas"; 

Person.prototype.age = 29; 

Person.prototype.job = "Software Engineer"; 

Person.prototype.sayName = function(){ 

 alert(this.name); 

}; 

var person1 = new Person(); 

var person2 = new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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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person1.hasOwnProperty("name")); //false 

person1.name = "Greg"; 

alert(person1.name); //"Greg"——来自实例 

alert(person1.hasOwnProperty("name")); //true 

alert(person2.name); //"Nicholas"——来自原型 

alert(person2.hasOwnProperty("name")); //false 

delete person1.name; 

alert(person1.name); //"Nicholas"——来自原型 

alert(person1.hasOwnProperty("name")); //false 

通过使用hasOwnProperty()方法，什么时候访问的是实例属性，什么时候

访问的是原型属性就一清二楚了。调用person1.hasOwnProperty( "name")时，

只有当person1重写name属性后才会返回true，因为只有这时候name才是一个实

例属性，而非原型属性。下图展示了上面例子在不同情况下的实现与原型的关

系（为了简单起见，图中省略了与Person构造函数的关系）。 

 

图6-9 实现与原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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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AScript 5的Object.getOwnPropertyDescriptor()方法只能用于实例属

性，要取得原型属性的描述符，必须直接在原型对象上调用

Object.getOwnProperty-Descriptor()方法。 

2. 原型与in 操作符 

有两种方式使用in操作符：单独使用和在for-in循环中使用。在单独使用

时，in操作符会在通过对象能够访问给定属性时返回true，无论该属性存在于

实例中还是原型中。看一看下面的例子。 

在以上代码执行的整

个过程中，name属性要么是直接在对象上访问到的，要么是通过原型访问到

的。因此，调用"name" inperson1始终都返回true，无论该属性存于实例中还

是存在于原型中。同时使用hasOwnProperty()方法和in操作符，就可以确定该

属性到底是存在于对象中，还是存在于原型中，如下所示。 

 

由于in操作符只要通过对象能够访问到属性就返回true,hasOwnProperty()

只在属性存在于实例中时才返回true，因此只要in操作符返回true而

hasOwnProperty()返回false，就可以确定属性是原型中的属性。下面来看一看

上面定义的函数hasPrototypeProperty()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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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name属性先是存在于原型中，因此hasPrototypeProperty()返回

true。当在实例中重写name属性后，该属性就存在于实例中了，因此

hasPrototypeProperty()返回false。即使原型中仍然有name属性，但由于现在

实例中也有了这个属性，因此原型中的name属性就用不到了。 

在使用for-in循环时，返回的是所有能够通过对象访问的、可枚举的

（enumerated）属性，其中既包括存在于实例中的属性，也包括存在于原型中

的属性。屏蔽了原型中不可枚举属性（即将[[Enumerable]]标记为false的属

性）的实例属性也会在for-in循环中返回，因为根据规定，所有开发人员定义

的属性都是可枚举的——只有在IE8及更早版本中例外。 

IE早期版本的实现中存在一个bug，即屏蔽不可枚举属性的实例属性不会出

现在for-in循环中。例如： 

当以上代码运行时，应

该会显示一个警告框，表明找到了toString()方法。这里的对象o定义了一个名

为toString()的方法，该方法屏蔽了原型中（不可枚举）的toString()方法。

在IE中，由于其实现认为原型的toString()方法被打上了值为false的

[[Enumerable]]标记，因此应该跳过该属性，结果我们就不会看到警告框。该

bug会影响默认不可枚举的所有属性和方法，包括：hasOwnProperty()、

propertyIsEnumerable()、toLocaleString()、toString()和valu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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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AScript 5也将constructor和prototype属性的[[Enumerable]]特性设置为

false，但并不是所有浏览器都照此实现。 

要取得对象上所有可枚举的实例属性，可以使用ECMAScript 5的

Object.keys()方法。这个方法接收一个对象作为参数，返回一个包含所有可枚

举属性的字符串数组。例如

 

这里，变量keys中将保存一个数组，数组中是字符串"name"、"age"、

"job"和"sayName"。这个顺序也是它们在for-in循环中出现的顺序。如果是通

过Person的实例调用，则Object.keys()返回的数组只包含"name"和"age"这两

个实例属性。 

如果你想要得到所有实例属性，无论它是否可枚举，都可以使用

Object.getOwnPropertyNames()方法。 

注意结果中包含了不可

枚举的constructor属性。Object.keys()和Object.getOwnProperty-Names()方

法都可以用来替代for-in循环。支持这两个方法的浏览器有IE9+、Firefox 

4+、Safari 5+、Opera 12+和Chrome。 

3. 更简单的原型语法 

读者大概注意到了，前面例子中每添加一个属性和方法就要敲一遍

Person.prototype。为减少不必要的输入，也为了从视觉上更好地封装原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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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更常见的做法是用一个包含所有属性和方法的对象字面量来重写整个原

型对象，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

们将Person.prototype设置为等于一个以对象字面量形式创建的新对象。最终

结果相同，但有一个例外：constructor属性不再指向Person了。前面曾经介绍

过，每创建一个函数，就会同时创建它的prototype对象，这个对象也会自动获

得constructor属性。而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语法，本质上完全重写了默认的

prototype对象，因此constructor属性也就变成了新对象的constructor属性

（指向Object构造函数），不再指向Person函数。此时，尽管instanceof操作

符还能返回正确的结果，但通过constructor已经无法确定对象的类型了，如下

所示。 

在此，用instanceof操

作符测试Object和Person仍然返回true，但constructor属性则等于Object而不

等于Person了。如果constructor的值真的很重要，可以像下面这样特意将它设

置回适当的值。 

以上代码特意包含了

一个constructor属性，并将它的值设置为Person，从而确保了通过该属性能够

访问到适当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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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这种方式重设constructor属性会导致它的[[Enumerable]]特性被

设置为true。默认情况下，原生的constructor属性是不可枚举的，因此如果你

使用兼容ECMAScript5的JavaScript引擎，可以试一试

Object.defineProperty()。 

function Person(){ 

} 

Person.prototype = { 

 name : "Nicholas", 

 age : 29, 

 job : "Software Engineer", 

 sayName : function () { 

  alert(this.name); 

 } 

}; 

//重设构造函数，只适用于 ECMAScript 5 兼容的浏览器 

Object.defineProperty(Person.prototype, "constructor", { 

 

 enumerable: false, 

 value: Person 

}); 

4. 原型的动态性 

由于在原型中查找值的过程是一次搜索，因此我们对原型对象所做的任何

修改都能够立即从实例上反映出来——即使是先创建了实例后修改原型也照样

如此。请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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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先创建了Person

的一个实例，并将其保存在friend中。然后，下一条语句在Person.prototype

中添加了一个方法sayHi()。即使friend实例是在添加新方法之前创建的，但它

仍然可以访问这个新方法。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实例与原型之间的松散连接关

系。当我们调用friend.sayHi()时，首先会在实例中搜索名为sayHi的属性，在

没找到的情况下，会继续搜索原型。因为实例与原型之间的连接只不过是一个

指针，而非一个副本，因此就可以在原型中找到新的sayHi属性并返回保存在那

里的函数。 

尽管可以随时为原型添加属性和方法，并且修改能够立即在所有对象实例

中反映出来，但如果是重写整个原型对象，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

调用构造函数时会为实例添加一个指向最初原型的[[Prototype]]指针，而把原

型修改为另外一个对象就等于切断了构造函数与最初原型之间的联系。请记

住：实例中的指针仅指向原型，而不指向构造函数。看下面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先

创建了Person的一个实例，然后又重写了其原型对象。然后在调用

friend.sayName()时发生了错误，因为friend指向的原型中不包含以该名字命

名的属性。下图展示了这个过程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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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错误的过程内幕 

可以看出，重写原型对象切断了现有原型与任何之前已经存在的对象实例

之间的联系；它们引用的仍然是最初的原型。 

5. 原生对象的原型 

原型模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创建自定义类型方面，就连所有原生的引用

类型，都是采用这种模式创建的。所有原生引用类型（Object、Array、

String，等等）都在其构造函数的原型上定义了方法。例如，在

Array.prototype中可以找到sort()方法，而在String.prototype中可以找到

substring()方法，如下所示。 

通过原生对象的原

型，不仅可以取得所有默认方法的引用，而且也可以定义新方法。可以像修改

自定义对象的原型一样修改原生对象的原型，因此可以随时添加方法。下面的

代码就给基本包装类型String添加了一个名为startsWith()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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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新定义的

startsWith()方法会在传入的文本位于一个字符串开始时返回true。既然方法

被添加给了String.prototype，那么当前环境中的所有字符串就都可以调用

它。由于msg是字符串，而且后台会调用String基本包装函数创建这个字符串，

因此通过msg就可以调用startsWith()方法。 

尽管可以这样做，但我们不推荐在产品化的程序中修改原生对象的原型。

如果因某个实现中缺少某个方法，就在原生对象的原型中添加这个方法，那么

当在另一个支持该方法的实现中运行代码时，就可能会导致命名冲突。而且，

这样做也可能会意外地重写原生方法。 

6. 原型对象的问题 

原型模式也不是没有缺点。首先，它省略了为构造函数传递初始化参数这

一环节，结果所有实例在默认情况下都将取得相同的属性值。虽然这会在某种

程度上带来一些不方便，但还不是原型的最大问题。原型模式的最大问题是由

其共享的本性所导致的。 

原型中所有属性是被很多实例共享的，这种共享对于函数非常合适。对于

那些包含基本值的属性倒也说得过去，毕竟（如前面的例子所示），通过在实

例上添加一个同名属性，可以隐藏原型中的对应属性。然而，对于包含引用类

型值的属性来说，问题就比较突出了。来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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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Person.prototype对象有一个名为friends的属性，该属性包含一个

字符串数组。然后，创建了Person的两个实例。接着，修改了person1.friends

引用的数组，向数组中添加了一个字符串。由于friends数组存在于

Person.prototype而非person1中，所以刚刚提到的修改也会通过

person2.friends（与person1.friends指向同一个数组）反映出来。假如我们

的初衷就是像这样在所有实例中共享一个数组，那么对这个结果我没有话可

说。可是，实例一般都是要有属于自己的全部属性的。而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很

少看到有人单独使用原型模式的原因所在。 

4.组合使用构造函数模式和原型模式 

创建自定义类型的最常见方式，就是组合使用构造函数模式与原型模式。

构造函数模式用于定义实例属性，而原型模式用于定义方法和共享的属性。结

果，每个实例都会有自己的一份实例属性的副本，但同时又共享着对方法的引

用，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内存。另外，这种混成模式还支持向构造函数传递参

数；可谓是集两种模式之长。下面的代码重写了前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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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实例属

性都是在构造函数中定义的，而由所有实例共享的属性constructor和方法

sayName()则是在原型中定义的。而修改了person1.friends（向其中添加一个

新字符串），并不会影响到person2.friends，因为它们分别引用了不同的数

组。 

这种构造函数与原型混成的模式，是目前在ECMAScript中使用最广泛、认

同度最高的一种创建自定义类型的方法。可以说，这是用来定义引用类型的一

种默认模式。 

5.动态原型模式 

有其他OO语言经验的开发人员在看到独立的构造函数和原型时，很可能会

感到非常困惑。动态原型模式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它把所有

信息都封装在了构造函数中，而通过在构造函数中初始化原型（仅在必要的情

况下），又保持了同时使用构造函数和原型的优点。换句话说，可以通过检查

某个应该存在的方法是否有效，来决定是否需要初始化原型。来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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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构造函数代码中加粗的部分。这里只在sayName()方法不存在的情况

下，才会将它添加到原型中。这段代码只会在初次调用构造函数时才会执行。

此后，原型已经完成初始化，不需要再做什么修改了。不过要记住，这里对原

型所做的修改，能够立即在所有实例中得到反映。因此，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说

非常完美。其中，if语句检查的可以是初始化之后应该存在的任何属性或方法

——不必用一大堆if语句检查每个属性和每个方法；只要检查其中一个即可。

对于采用这种模式创建的对象，还可以使用instanceof操作符确定它的类型。 

使用动态原型模式时，不能使用对象字面量重写原型。前面已经解释过

了，如果在已经创建了实例的情况下重写原型，那么就会切断现有实例与新原

型之间的联系。 

6.寄生构造函数模式 

通常，在前述的几种模式都不适用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寄生（parasitic）

构造函数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思想是创建一个函数，该函数的作用仅仅是封

装创建对象的代码，然后再返回新创建的对象；但从表面上看，这个函数又很

像是典型的构造函数。下面是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Person

函数创建了一个新对象，并以相应的属性和方法初始化该对象，然后又返回了

这个对象。除了使用new操作符并把使用的包装函数叫做构造函数之外，这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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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跟工厂模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构造函数在不返回值的情况下，默认会返回

新对象实例。而通过在构造函数的末尾添加一个return语句，可以重写调用构

造函数时返回的值。 

这个模式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用来为对象创建构造函数。假设我们想创建

一个具有额外方法的特殊数组。由于不能直接修改Array构造函数，因此可以使

用这个模式。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

创建了一个名叫SpecialArray的构造函数。在这个函数内部，首先创建了一个

数组，然后push()方法（用构造函数接收到的所有参数）初始化了数组的值。

随后，又给数组实例添加了一个toPipedString()方法，该方法返回以竖线分隔

的数组值。最后，将数组以函数值的形式返回。接着，我们调用了

SpecialArray构造函数，向其中传入了用于初始化数组的值，此后又调用了

toPipedString()方法。 

关于寄生构造函数模式，有一点需要说明：首先，返回的对象与构造函数

或者与构造函数的原型属性之间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构造函数返回的对象与

在构造函数外部创建的对象没有什么不同。为此，不能依赖instanceof操作符

来确定对象类型。由于存在上述问题，我们建议在可以使用其他模式的情况

下，不要使用这种模式。 

7.稳妥构造函数模式 

道格拉斯·克罗克福德（Douglas Crockford）发明了JavaScript中的稳妥

对象（durable objects）这个概念。所谓稳妥对象，指的是没有公共属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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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方法也不引用this的对象。稳妥对象最适合在一些安全的环境中（这些环

境中会禁止使用this和new），或者在防止数据被其他应用程序（如Mashup程

序）改动时使用。稳妥构造函数遵循与寄生构造函数类似的模式，但有两点不

同：一是新创建对象的实例方法不引用this；二是不使用new操作符调用构造函

数。按照稳妥构造函数的要求，可以将前面的Person构造函数重写如下。 

function Person(name, age, job){ 

 

 //创建要返回的对象 

 var o = new Object(); 

 //可以在这里定义私有变量和函数 

 //添加方法 

 o.sayName = function(){ 

  alert(name); 

 }; 

 //返回对象 

 return o; 

} 

注意，在以这种模式创建的对象中，除了使用sayName()方法之外，没有其

他办法访问name的值。可以像下面使用稳妥的Person构造函数。 

var friend = Person("Nicholas", 29, "Software Engineer"); 

friend.sayName(); //"Nicholas" 

这样，变量friend中保存的是一个稳妥对象，而除了调用sayName()方法

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访问其数据成员。即使有其他代码会给这个对象添加方

法或数据成员，但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访问传入到构造函数中的原始数据。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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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构造函数模式提供的这种安全性，使得它非常适合在某些安全执行环境——

例如，ADsafe（www.adsafe.org）和Caja

（http://code.google.com/p/google-caja/）提供的环境——下使用。 

与寄生构造函数模式类似，使用稳妥构造函数模式创建的对象与构造函数

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instanceof操作符对这种对象也没有意义。 

6.3.3 继承 

继承是OO语言中的一个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概念。许多OO语言都支持两种继

承方式：接口继承和实现继承。接口继承只继承方法签名，而实现继承则继承

实际的方法。如前所述，由于函数没有签名，在ECMAScript中无法实现接口继

承。ECMAScript只支持实现继承，而且其实现继承主要是依靠原型链来实现

的。 

6.3.3.1 原型链 

ECMAScript中描述了原型链的概念，并将原型链作为实现继承的主要方

法。其基本思想是利用原型让一个引用类型继承另一个引用类型的属性和方

法。简单回顾一下构造函数、原型和实例的关系：每个构造函数都有一个原型

对象，原型对象都包含一个指向构造函数的指针，而实例都包含一个指向原型

对象的内部指针。那么，假如我们让原型对象等于另一个类型的实例，结果会

怎么样呢？显然，此时的原型对象将包含一个指向另一个原型的指针，相应

地，另一个原型中也包含着一个指向另一个构造函数的指针。假如另一个原型

又是另一个类型的实例，那么上述关系依然成立，如此层层递进，就构成了实

例与原型的链条。这就是所谓原型链的基本概念。 

实现原型链有一种基本模式，其代码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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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定义了两个类型：SuperType和SubType。每个类型分别有一个属

性和一个方法。它们的主要区别是SubType继承了SuperType，而继承是通过创

建SuperType的实例，并将该实例赋给SubType.prototype实现的。实现的本质

是重写原型对象，代之以一个新类型的实例。换句话说，原来存在于SuperType

的实例中的所有属性和方法，现在也存在于SubType.prototype中了。在确立了

继承关系之后，我们给SubType.prototype添加了一个方法，这样就在继承了

SuperType的属性和方法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个新方法。这个例子中的实例以及

构造函数和原型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图6-11 实例以及构造函数和原型之间的关系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没有使用SubType 默认提供的原型，而是给它换了

一个新原型；这个新原型就是SuperType 的实例。于是，新原型不仅具有作为

一个SuperType 的实例所拥有的全部属性和方法，而且其内部还有一个指针，

指向了SuperType 的原型。最终结果就是这样的：instance 指向SubType的原

型， SubType 的原型又指向SuperType 的原型。getSuperValue() 方法仍然还

在SuperType.prototype 中，但property 则位于SubType.prototype 中。这是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239                                 

 

因为property 是一个实例属性，而getSuperValue()则是一个原型方法。既然

SubType.prototype 现在是SuperType计的实例，那么property 当然就位于该

实例中了。此外，要注意instance.constructor 现在指向的是SuperType，这

是因为原来SubType.prototype 中的constructor 被重写了的缘故。 

通过实现原型链，本质上扩展了本章前面介绍的原型搜索机制。读者大概

还记得，当以读取模式访问一个实例属性时，首先会在实例中搜索该属性。如

果没有找到该属性，则会继续搜索实例的原型。在通过原型链实现继承的情况

下，搜索过程就得以沿着原型链继续向上。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调用

instance.getSuperValue()会经历三个搜索步骤：1）搜索实例；2）搜索

SubType.prototype;3）搜索SuperType.prototype，最后一步才会找到该方

法。在找不到属性或方法的情况下，搜索过程总是要一环一环地前行到原型链

末端才会停下来。 

1. 别忘记默认的原型 

事实上，前面例子中展示的原型链还少一环。我们知道，所有引用类型默

认都继承了Object，而这个继承也是通过原型链实现的。大家要记住，所有函

数的默认原型都是Object的实例，因此默认原型都会包含一个内部指针，指向

Object.prototype。这也正是所有自定义类型都会继承toString()、valueOf()

等默认方法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说上面例子展示的原型链中还应该包括另

外一个继承层次。下图为我们展示了该例子中完整的原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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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完整的原型链 

一句话，SubType 继承了SuperType，而SuperType 继承了Object。当调用

instance.toString()时，实际上调用的是保存在Object.prototype 中的那个

方法。 

2. 确定原型和实例的关系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确定原型和实例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方式是使用

instanceof 操作符，只要用这个操作符来测试实例与原型链中出现过的构造函

数，结果就会返回true。以下几行代码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原型链的关系，我们可以说instance 是Object、SuperType 或

SubType 中任何一个类型的实例。因此，测试这三个构造函数的结果都返回了

true。 

第二种方式是使用isPrototypeOf()方法。同样，只要是原型链中出现过的

原型，都可以说是该原型链所派生的实例的原型，因此isPrototypeOf()方法也

会返回true，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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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谨慎地定义方法 

子类型有时候需要重写超类型中的某个方法，或者需要添加超类型中不存

在的某个方法。但不管怎样，给原型添加方法的代码一定要放在替换原型的语

句之后。来看下面的例子。 

在以上代码中，加粗的

部分是两个方法的定义。第一个方法getSubValue()被添加到了SubType中。第

二个方法getSuperValue()是原型链中已经存在的一个方法，但重写这个方法将

会屏蔽原来的那个方法。换句话说，当通过SubType 的实例调用

getSuperValue()时，调用的就是这个重新定义的方法；但通过SuperType 的实

例调用getSuperValue()时，还会继续调用原来的那个方法。这里要格外注意的

是，必须在用SuperType 的实例替换原型之后，再定义这两个方法。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读者，即在通过原型链实现继承时，不能使用对象字面

量创建原型方法。因为这样做就会重写原型链，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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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展示了刚刚把

SuperType的实例赋值给原型，紧接着又将原型替换成一个对象字面量而导致的

问题。由于现在的原型包含的是一个Object的实例，而非SuperType的实例，因

此我们设想中的原型链已经被切断——SubType和SuperType之间已经没有关系

了。 

4. 原型链的问题 

原型链虽然很强大，可以用它来实现继承，但它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

最主要的问题来自包含引用类型值的原型。想必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介绍过

包含引用类型值的原型属性会被所有实例共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要在构造函

数中，而不是在原型对象中定义属性的原因。在通过原型来实现继承时，原型

实际上会变成另一个类型的实例。于是，原先的实例属性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

了现在的原型属性了。下列代码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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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中的SuperType构造函数定义了一个colors属性，该属性包含一个

数组（引用类型值）。SuperType的每个实例都会有各自包含自己数组的colors

属性。当SubType通过原型链继承了SuperType之后，SubType.prototype就变成

了SuperType的一个实例，因此它也拥有了一个它自己的colors属性——就跟专

门创建了一个SubType.prototype.colors属性一样。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

SubType的所有实例都会共享这一个colors属性。而我们对instance1.colors的

修改能够通过instance2.colors反映出来，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原型链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创建子类型的实例时，不能向超类型的构造函

数中传递参数。实际上，应该说是没有办法在不影响所有对象实例的情况下，

给超类型的构造函数传递参数。有鉴于此，再加上前面刚刚讨论过的由于原型

中包含引用类型值所带来的问题，实践中很少会单独使用原型链。 

6.3.3.2 借用构造函数 

在解决原型中包含引用类型值所带来问题的过程中，开发人员开始使用一

种叫做借用构造函数（constructor stealing）的技术（有时候也叫做伪造对

象或经典继承）。这种技术的基本思想相当简单，即在子类型构造函数的内部

调用超类型构造函数。别忘了，函数只不过是在特定环境中执行代码的对象，

因此通过使用apply()和call()方法也可以在（将来）新创建的对象上执行构造

函数，如下所示： 

=  

代码中加粗的那一行代码“借调”了超类型的构造函数。通过使用call()

方法（或apply()方法也可以），我们实际上是在（未来将要）新创建的

SubType实例的环境下调用了SuperType构造函数。这样一来，就会在新Sub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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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上执行SuperType()函数中定义的所有对象初始化代码。结果，SubType的

每个实例就都会具有自己的colors属性的副本了。 

1. 传递参数 

相对于原型链而言，借用构造函数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可以在子类型构

造函数中向超类型构造函数传递参数。看下面这个例子。 

= 以上代码中的

SuperType只接受一个参数name，该参数会直接赋给一个属性。在SubType构造

函数内部调用SuperType构造函数时，实际上是为SubType的实例设置了name属

性。为了确保SuperType构造函数不会重写子类型的属性，可以在调用超类型构

造函数后，再添加应该在子类型中定义的属性。 

2. 借用构造函数的问题 

如果仅仅是借用构造函数，那么也将无法避免构造函数模式存在的问题—

—方法都在构造函数中定义，因此函数复用就无从谈起了。而且，在超类型的

原型中定义的方法，对子类型而言也是不可见的，结果所有类型都只能使用构

造函数模式。考虑到这些问题，借用构造函数的技术也是很少单独使用的。 

6.3.3.3 组合继承 

组合继承（combination inheritance），有时候也叫做伪经典继承，指的

是将原型链和借用构造函数的技术组合到一块，从而发挥二者之长的一种继承

模式。其背后的思路是使用原型链实现对原型属性和方法的继承，而通过借用

构造函数来实现对实例属性的继承。这样，既通过在原型上定义方法实现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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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复用，又能够保证每个实例都有它自己的属性。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SuperType构造函数定义了两个属性：name和colors。

SuperType的原型定义了一个方法sayName()。SubType构造函数在调用

SuperType构造函数时传入了name参数，紧接着又定义了它自己的属性age。然

后，将SuperType的实例赋值给SubType的原型，然后又在该新原型上定义了方

法sayAge()。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两个不同的SubType实例既分别拥有自己属性

——包括colors属性，又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了。 

组合继承避免了原型链和借用构造函数的缺陷，融合了它们的优点，成为

JavaScript 中最常用的继承模式。而且，instanceof 和isPrototypeOf()也能

够用于识别基于组合继承创建的对象。 

6.3.3.4 原型式继承 

道格拉斯·克罗克福德在2006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

PrototypalInheritance in JavaScript（JavaScript中的原型式继承）。在这

篇文章中，他介绍了一种实现继承的方法，这种方法并没有使用严格意义上的

构造函数。他的想法是借助原型可以基于已有的对象创建新对象，同时还不必

因此创建自定义类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给出了如下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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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bject()函数内

部，先创建了一个临时性的构造函数，然后将传入的对象作为这个构造函数的

原型，最后返回了这个临时类型的一个新实例。从本质上讲，object()对传入

其中的对象执行了一次浅复制。来看下面的例子。 

 

克罗克福德主张的这种原型式继承，要求你必须有一个对象可以作为另一

个对象的基础。如果有这么一个对象的话，可以把它传递给object()函数，然

后再根据具体需求对得到的对象加以修改即可。在这个例子中，可以作为另一

个对象基础的是person对象，于是我们把它传入到object()函数中，然后该函

数就会返回一个新对象。这个新对象将person作为原型，所以它的原型中就包

含一个基本类型值属性和一个引用类型值属性。这意味着person.friends不仅

属于person所有，而且也会被anotherPerson以及yetAnotherPerson共享。实际

上，这就相当于又创建了person对象的两个副本。 

ECMAScript 5 通过新增Object.create()方法规范化了原型式继承。这个

方法接收两个参数：一个用作新对象原型的对象和（可选的）一个为新对象定

义额外属性的对象。在传入一个参数的情况下，Object.create()与object()方

法的行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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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create()方法的第二个参数与Object.defineProperties()方法的

第二个参数格式相同：每个属性都是通过自己的描述符定义的。以这种方式指

定的任何属性都会覆盖原型对象上的同名属性。例如： 

 

 

支持Object.create()方法的浏览器有IE9+、Firefox 4+、Safari 5+、

Opera 12+和Chrome。 

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创建构造函数，而只想让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保

持类似的情况下，原型式继承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不过别忘了，包含引用类型

值的属性始终都会共享相应的值，就像使用原型模式一样。 

6.3.3.5 寄生式继承 

寄生式（parasitic）继承是与原型式继承紧密相关的一种思路，并且同样

也是由克罗克福德推而广之的。寄生式继承的思路与寄生构造函数和工厂模式

类似，即创建一个仅用于封装继承过程的函数，该函数在内部以某种方式来增

强对象，最后再像真地是它做了所有工作一样返回对象。以下代码示范了寄生

式继承模式。 

function createAnother(original){ 

 var clone = object(original); //通过调用函数创建一个新对象 

 clone.sayHi = function(){ //以某种方式来增强这个对象 

  aler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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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clone; //返回这个对象 

} 

在这个例子中，createAnother()函数接收了一个参数，也就是将要作为新

对象基础的对象。然后，把这个对象（original）传递给object()函数，将返

回的结果赋值给clone。再为clone对象添加一个新方法sayHi()，最后返回

clone对象。可以像下面这样来使用createAnother()函数： 

var person = { 

 

 name: "Nicholas", 

 

 friends: ["Shelby", "Court", "Van"] 

 

}; 

 

var anotherPerson = createAnother(person); 

 

anotherPerson.sayHi(); //"hi" 

这个例子中的代码基于person返回了一个新对象——anotherPerson。新对

象不仅具有person的所有属性和方法，而且还有自己的sayHi()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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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考虑对象而不是自定义类型和构造函数的情况下，寄生式继承也是

一种有用的模式。前面示范继承模式时使用的object()函数不是必需的；任何

能够返回新对象的函数都适用于此模式。 

使用寄生式继承来为对象添加函数，会由于不能做到函数复用而降低效

率；这一点与构造函数模式类似。 

6.3.3.6 寄生组合式继承 

前面说过，组合继承是JavaScript最常用的继承模式；不过，它也有自己

的不足。组合继承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调用两次超类型构造

函数：一次是在创建子类型原型的时候，另一次是在子类型构造函数内部。没

错，子类型最终会包含超类型对象的全部实例属性，但我们不得不在调用子类

型构造函数时重写这些属性。再来看一看下面组合继承的例子。 

function SuperType(name){ 

 this.name = name; 

 this.colors = ["red", "blue", "green"]; 

} 

SuperType.prototype.sayName = function(){ 

 alert(this.name); 

}; 

function SubType(name, age){ 

SuperType.call(this, name); //第二次调用 SuperType() 

 this.age =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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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Type.prototype = new SuperType(); //第一次调用 

SuperType() 

SubType.prototype.constructor = SubType; 

SubType.prototype.sayAge = function(){ 

 alert(this.age); 

}; 

加粗字体的行中是调用SuperType构造函数的代码。在第一次调用

SuperType构造函数时，SubType.prototype会得到两个属性：name和colors；

它们都是SuperType的实例属性，只不过现在位于SubType的原型中。当调用

SubType构造函数时，又会调用一次SuperType构造函数，这一次又在新对象上

创建了实例属性name和colors。于是，这两个属性就屏蔽了原型中的两个同名

属性。 

有两组name 和colors 属性：一组在实例上，一组在SubType 原型中。这

就是调用两次SuperType 构造函数的结果。好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

方法——寄生组合式继承。 

所谓寄生组合式继承，即通过借用构造函数来继承属性，通过原型链的混

成形式来继承方法。其背后的基本思路是：不必为了指定子类型的原型而调用

超类型的构造函数，我们所需要的无非就是超类型原型的一个副本而已。本质

上，就是使用寄生式继承来继承超类型的原型，然后再将结果指定给子类型的

原型。寄生组合式继承的基本模式如下所示。 

function inheritPrototype(subType, superType){ 

 var prototype = object(superType.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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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对象 

 prototype.constructor = subType; //增强对象 

 subType.prototype = prototype; //指定对象 

} 

这个示例中的inheritPrototype()函数实现了寄生组合式继承的最简单形

式。这个函数接收两个参数：子类型构造函数和超类型构造函数。在函数内

部，第一步是创建超类型原型的一个副本。第二步是为创建的副本添加

constructor属性，从而弥补因重写原型而失去的默认的constructor属性。最

后一步，将新创建的对象（即副本）赋值给子类型的原型。这样，我们就可以

用调用inherit-Prototype()函数的语句，去替换前面例子中为子类型原型赋值

的语句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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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寄生组合式继承 

这个例子的高效率体现在它只调用了一次SuperType构造函数，并且因此避

免了在SubType.prototype上面创建不必要的、多余的属性。与此同时，原型链

还能保持不变；因此，还能够正常使用instanceof和isPrototypeOf()。开发人

员普遍认为寄生组合式继承是引用类型最理想的继承范式。 

YUI 的YAHOO.lang.extend()方法采用了寄生组合继承，从而让这种模式首

次出现在了一个应用非常广泛的JavaScript 库中。要了解有关YUI 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http://developer. yahoo.com/yui/。 

6.4 函数表达式  

6.4.1 递归 

递归函数是在一个函数通过名字调用自身的情况下构成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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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经典的递

归阶乘函数。虽然这个函数表面看来没什么问题，但下面的代码却可能导致它

出错。 

以上代码先把

factorial()函数保存在变量anotherFactorial中，然后将factorial变量设置

为null，结果指向原始函数的引用只剩下一个。但在接下来调用

anotherFactorial()时，由于必须执行factorial()，而factorial已经不再是

函数，所以就会导致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argu-ments.callee可以解决这

个问题。 

我们知道，arguments.callee是一个指向正在执行的函数的指针，因此可

以用它来实现对函数的递归调用，例如： 

加粗的代码显示，

通过使用arguments.callee代替函数名，可以确保无论怎样调用函数都不会出

问题。因此，在编写递归函数时，使用arguments.callee总比使用函数名更保

险。 

但在严格模式下，不能通过脚本访问arguments.callee，访问这个属性会

导致错误。不过，可以使用命名函数表达式来达成相同的结果。例如： 

var factorial = (function f(num){ 

 i (nu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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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1; 

 } else { 

  return num * f(num-1); 

 } 

}); 

以上代码创建了一个名为 f()的命名函数表达式，然后将它赋值给变量

factorial。即便把函数赋值给了另一个变量，函数的名字 f仍然有效，所以递

归调用照样能正确完成。这种方式在严格模式和非严格模式下都行得通。 

6.4.2 闭包 

有不少开发人员总是搞不清匿名函数和闭包这两个概念，因此经常混用。

闭包是指有权访问另一个函数作用域中的变量的函数。创建闭包的常见方式，

就是在一个函数内部创建另一个函数，仍以前面的

createComparisonFunction()函数为例，注意加粗的代码。 

function createComparisonFunction(propertyName) { 

 return function(object1, object2){ 

  var value1 = object1[propertyName]; 

  var value2 = object2[propertyName]; 

  if (value1 < value2){ 

   return -1; 

  } else if (value1 > value2){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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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 

   return 0; 

  } 

 }; 

} 

在这个例子中，突出的那两行代码是内部函数（一个匿名函数）中的代

码，这两行代码访问了外部函数中的变量propertyName。即使这个内部函数被

返回了，而且是在其他地方被调用了，但它仍然可以访问变量propertyName。

之所以还能够访问这个变量，是因为内部函数的作用域链中包含

createComparisonFunction()的作用域。要彻底搞清楚其中的细节，必须从理

解函数被调用的时候都会发生什么入手。 

有关如何创建作用域链以及作用域链有什么作用的细节，对彻底理解闭包

至关重要。当某个函数被调用时，会创建一个执行环境（execution context）

及相应的作用域链。然后，使用arguments和其他命名参数的值来初始化函数的

活动对象（activation object）。但在作用域链中，外部函数的活动对象始终

处于第二位，外部函数的外部函数的活动对象处于第三位，……直至作为作用

域链终点的全局执行环境。 

在函数执行过程中，为读取和写入变量的值，就需要在作用域链中查找变

量。来看下面的例子。 

function compare(value1, value2){ 

 

 if (value1 < value2){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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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if (value1 > value2){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var result = compare(5, 10); 

以上代码先定义了compare()函数，然后又在全局作用域中调用了它。当调

用compare()时，会创建一个包含arguments、value1和value2的活动对象。全

局执行环境的变量对象（包含result和compare）在compare()执行环境的作用

域链中则处于第二位。下图展示了包含上述关系的compare()函数执行时的作用

域链。 

 

图6-14作用域链 

后台的每个执行环境都有一个表示变量的对象——变量对象。全局环境的

变量对象始终存在，而像compare()函数这样的局部环境的变量对象，则只在函

数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在创建compare()函数时，会创建一个预先包含全局变量

对象的作用域链，这个作用域链被保存在内部的[[Scope]]属性中。当调用

compare()函数时，会为函数创建一个执行环境，然后通过复制函数的

[[Scope]]属性中的对象构建起执行环境的作用域链。此后，又有一个活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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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作为变量对象使用）被创建并被推入执行环境作用域链的前端。对于这

个例子中compare()函数的执行环境而言，其作用域链中包含两个变量对象：本

地活动对象和全局变量对象。显然，作用域链本质上是一个指向变量对象的指

针列表，它只引用但不实际包含变量对象。 

无论什么时候在函数中访问一个变量时，就会从作用域链中搜索具有相应

名字的变量。一般来讲，当函数执行完毕后，局部活动对象就会被销毁，内存

中仅保存全局作用域（全局执行环境的变量对象）。但是，闭包的情况又有所

不同。 

在另一个函数内部定义的函数会将包含函数（即外部函数）的活动对象添

加到它的作用域链中。因此，在createComparisonFunction()函数内部定义的

匿名函数的作用域链中，实际上将会包含外部函数

createComparisonFunction()的活动对象。图7-2展示了当下列代码执行时，包

含函数与内部匿名函数的作用域链。 

var compare = createComparisonFunction("name"); 

var result = compare({ name: "Nicholas" }, { name: "Greg"

 }); 

在匿名函数从createComparisonFunction()中被返回后，它的作用域链被

初始化为包含createComparisonFunction()函数的活动对象和全局变量对象。

这样，匿名函数就可以访问在createComparisonFunction()中定义的所有变

量。更为重要的是，createComparisonFunction()函数在执行完毕后，其活动

对象也不会被销毁，因为匿名函数的作用域链仍然在引用这个活动对象。换句

话说，当createComparisonFunction()函数返回后，其执行环境的作用域链会

被销毁，但它的活动对象仍然会留在内存中；直到匿名函数被销毁后，

createComparisonFunction()的活动对象才会被销毁，例如： 

//创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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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compareNames = createComparisonFunction("name"); 

 

//调用函数 

var result = compareNames({ name: "Nicholas" }, { name: "Greg"

 }); 

 

//解除对匿名函数的引用（以便释放内存） 

compareNames = null; 

首先，创建的比较函数被保存在变量compareNames中。而通过将

compareNames设置为等于null解除该函数的引用，就等于通知垃圾回收例程将

其清除。随着匿名函数的作用域链被销毁，其他作用域（除了全局作用域）也

都可以安全地销毁了。下图展示了调用compareNames()的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域

链之间的关系。 

 

图6-15 作用域链之间的关系 

由于闭包会携带包含它的函数的作用域，因此会比其他函数占用更多的内

存。过度使用闭包可能会导致内存占用过多，我们建议读者只在绝对必要时再

考虑使用闭包。虽然像V8等优化后的JavaScript引擎会尝试回收被闭包占用的

内存，但请大家还是要慎重使用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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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闭包与变量 

作用域链的这种配置机制引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副作用，即闭包只能取得

包含函数中任何变量的最后一个值。别忘了闭包所保存的是整个变量对象，而

不是某个特殊的变量。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函数会返回一个函数数组。表面上看，似乎每个函数都应该返自己的

索引值，即位置0的函数返回0，位置1的函数返回1，以此类推。但实际上，每

个函数都返回10。因为每个函数的作用域链中都保存着createFunctions()函数

的活动对象，所以它们引用的都是同一个变量i。当createFunctions()函数返

回后，变量i的值是10，此时每个函数都引用着保存变量i的同一个变量对象，

所以在每个函数内部i的值都是10。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建另一个匿名函数强

制让闭包的行为符合预期，如下所示。 

在重写了前面的

createFunctions()函数后，每个函数就会返回各自不同的索引值了。在这个版

本中，我们没有直接把闭包赋值给数组，而是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并将立即

执行该匿名函数的结果赋给数组。这里的匿名函数有一个参数num，也就是最终

的函数要返回的值。在调用每个匿名函数时，我们传入了变量i。由于函数参数

是按值传递的，所以就会将变量i的当前值复制给参数num。而在这个匿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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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又创建并返回了一个访问num的闭包。这样一来，result数组中的每个函

数都有自己num变量的一个副本，因此就可以返回各自不同的数值了。 

6.4.2.2 关于this对象 

在闭包中使用this对象也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我们知道，this对象是在

运行时基于函数的执行环境绑定的：在全局函数中，this等于window，而当函

数被作为某个对象的方法调用时，this等于那个对象。不过，匿名函数的执行

环境具有全局性，因此其this对象通常指向window[插图]。但有时候由于编写

闭包的方式不同，这一点可能不会那么明显。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以上代码先创建了

一个全局变量name，又创建了一个包含name属性的对象。这个对象还包含一个

方法——getNameFunc()，它返回一个匿名函数，而匿名函数又返回

this.name。由于getNameFunc()返回一个函数，因此调用

object.getNameFunc()()就会立即调用它返回的函数，结果就是返回一个字符

串。然而，这个例子返回的字符串是"The Window"，即全局name变量的值。为

什么匿名函数没有取得其包含作用域（或外部作用域）的this对象呢？ 

前面曾经提到过，每个函数在被调用时都会自动取得两个特殊变量：this

和arguments。内部函数在搜索这两个变量时，只会搜索到其活动对象为止，因

此永远不可能直接访问外部函数中的这两个变量（这一点通过图7-2可以看得更

清楚）。不过，把外部作用域中的this对象保存在一个闭包能够访问到的变量

里，就可以让闭包访问该对象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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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中突出的行展示了这个例子与前一个例子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定义匿

名函数之前，我们把this对象赋值给了一个名叫that的变量。而在定义了闭包

之后，闭包也可以访问这个变量，因为它是我们在包含函数中特意声名的一个

变量。即使在函数返回之后，that也仍然引用着object，所以调用

object.getNameFunc()()就返回了"My Object"。 

this 和arguments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想访问作用域中的arguments 

对象，必须将对该对象的引用保存到另一个闭包能够访问的变量中。 

在几种特殊情况下，this 的值可能会意外地改变。比如，下面的代码是修

改前面例子的结果。 

var name = "The Window"; 

var object = { 

 name : "My Object", 

 getName: function(){ 

  return this.name; 

 } 

}; 

这里的getName()方法只简单地返回this.name 的值。以下是几种调用

object.getName()的方式以及各自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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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代码跟平常一样调用了object.getName()，返回的是"MyObject"，

因为this.name就是object.name。第二行代码在调用这个方法前先给它加上了

括号。虽然加上括号之后，就好像只是在引用一个函数，但this的值得到了维

持，因为object.getName和(object.getName)的定义是相同的。第三行代码先

执行了一条赋值语句，然后再调用赋值后的结果。因为这个赋值表达式的值是

函数本身，所以this的值不能得到维持，结果就返回了"The Window"。 

当然，你不大可能会像第二行和第三行代码一样调用这个方法。不过，这

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即使是语法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意外改变this的值。 

6.4.2.3 内存泄漏 

由于IE9之前的版本对JScript对象和COM对象使用不同的垃圾收集例程（第

4章曾经讨论过），因此闭包在IE的这些版本中会导致一些特殊的问题。具体来

说，如果闭包的作用域链中保存着一个HTML元素，那么就意味着该元素将无法

被销毁。来看下面的例子。 

function assignHandler(){ 

 var elemen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meElement"); 

 element.onclick = function(){ 

 alert(element.id); 

 }; 

} 

以上代码创建了一个作为element元素事件处理程序的闭包，而这个闭包则

又创建了一个循环引用（事件将在第13章讨论）。由于匿名函数保存了一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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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Handler()的活动对象的引用，因此就会导致无法减少element的引用

数。只要匿名函数存在，element的引用数至少也是1，因此它所占用的内存就

永远不会被回收。不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稍微改写一下代码来解决，如下所

示。 

function assignHandler(){ 

 

var elemen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meElement"); 

var id = element.id; 

 

element.onclick = function(){ 

 alert(id); 

}; 

element = null; 

} 

在上面的代码中，通过把 element.id的一个副本保存在一个变量中，并且

在闭包中引用该变量消除了循环引用。但仅仅做到这一步，还是不能解决内存

泄漏的问题。必须要记住：闭包会引用包含函数的整个活动对象，而其中包含

着 element。即使闭包不直接引用 element，包含函数的活动对象中也仍然会保

存一个引用。因此，有必要把 element变量设置为 null。这样就能够解除对

DOM对象的引用，顺利地减少其引用数，确保正常回收其占用的内存。 

6.4.3 模仿块级作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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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JavaScript没有块级作用域的概念。这意味着在块语句中定义

的变量，实际上是在包含函数中而非语句中创建的，来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函数中定义了

一个for循环，而变量i的初始值被设置为0。在Java、C++等语言中，变量i只会

在for循环的语句块中有定义，循环一旦结束，变量i就会被销毁。可是在

JavaScrip中，变量i是定义在ouputNumbers()的活动对象中的，因此从它有定

义开始，就可以在函数内部随处访问它。即使像下面这样错误地重新声明同一

个变量，也不会改变它的值。 

 

JavaScript从来不会告诉你是否多次声明了同一个变量；遇到这种情况，

它只会对后续的声明视而不见（不过，它会执行后续声明中的变量初始化）。

匿名函数可以用来模仿块级作用域并避免这个问题。 

用作块级作用域（通常称为私有作用域）的匿名函数的语法如下所示。 

(function(){ 

//这里是块级作用域 

})(); 

以上代码定义并立即调用了一个匿名函数。将函数声明包含在一对圆括号

中，表示它实际上是一个函数表达式。而紧随其后的另一对圆括号会立即调用

这个函数。如果有读者感觉这种语法不太好理解，可以再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var count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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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Numbers(count); 

这里初始化了变量count，将其值设置为5。当然，这里的变量是没有必要

的，因为可以把值直接传给函数。为了让代码更简洁，我们在调用函数时用5来

代替变量count，如下所示。 

outputNumbers(5); 

这样做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变量只不过是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用实

际的值替换变量没有问题。再看下面的例子。 

var someFunction = function(){ 

//这里是块级作用域 

}; 

someFunction(); 

这个例子先定义了一个函数，然后立即调用了它。定义函数的方式是创建

一个匿名函数，并把匿名函数赋值给变量someFunction。而调用函数的方式是

在函数名称后面添加一对圆括号，即someFunction()。通过前面的例子我们知

道，可以使用实际的值来取代变量count，那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用函数的值直

接取代函数名呢？然而，下面的代码却会导致错误。 

function(){ 

//这里是块级作用域 

}(); //出错！ 

这段代码会导致语法错误，是因为JavaScript 将function 关键字当作一

个函数声明的开始，而函数声明后面不能跟圆括号。然而，函数表达式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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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跟圆括号。要将函数声明转换成函数表达式，只要像下面这样给它加上一

对圆括号即可。 

(function(){ 

//这里是块级作用域 

})();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临时需要一些变量，就可以使用私有作用域，例

如： 

在这个重写后的

outputNumbers()函数中，我们在for 循环外部插入了一个私有作用域。在匿名

函数中定义的任何变量，都会在执行结束时被销毁。因此，变量i 只能在循环

中使用，使用后即被销毁。而在私有作用域中能够访问变量count，是因为这个

匿名函数是一个闭包，它能够访问包含作用域中的所有变量。 

这种技术经常在全局作用域中被用在函数外部，从而限制向全局作用域中

添加过多的变量和函数。一般来说，我们都应该尽量少向全局作用域中添加变

量和函数。在一个由很多开发人员共同参与的大型应用程序中，过多的全局变

量和函数很容易导致命名冲突。而通过创建私有作用域，每个开发人员既可以

使用自己的变量，又不必担心搞乱全局作用域。例如： 

(function() 

 var now = new Date(); 

 if (now.getMonth() == 0 && now.getDate() == 1){ 

  alert("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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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把上面这段代码放在全局作用域中，可以用来确定哪一天是1 月1 日；如

果到了这一天，就会向用户显示一条祝贺新年的消息。其中的变量now 现在是

匿名函数中的局部变量，而我们不必在全局作用域中创建它。 

这种做法可以减少闭包占用的内存问题，因为没有指向匿名函数的引用。

只要函数执行完毕，就可以立即销毁其作用域链了。 

6.4.4 私有变量 

严格来讲，JavaScript 中没有私有成员的概念；所有对象属性都是公有

的。不过，倒是有一个私有变量的概念。任何在函数中定义的变量，都可以认

为是私有变量，因为不能在函数的外部访问这些变量。私有变量包括函数的参

数、局部变量和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其他函数。来看下面的例子： 

function add(num1, num2){ 

 var sum = num1 + num2; 

 return sum; 

} 

在这个函数内部，有3 个私有变量：num1、num2 和sum。在函数内部可以

访问这几个变量，但在函数外部则不能访问它们。如果在这个函数内部创建一

个闭包，那么闭包通过自己的作用域链也可以访问这些变量。而利用这一点，

就可以创建用于访问私有变量的公有方法。 

我们把有权访问私有变量和私有函数的公有方法称为特权方法

（privileged method）。有两种在对象上创建特权方法的方式。第一种是在构

造函数中定义特权方法，基本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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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MyObject(){ 

 //私有变量和私有函数 

 var privateVariable = 10; 

 function privateFunction(){ 

  return false; 

 } 

 //特权方法 

 this.publicMethod = function (){ 

  privateVariable++; 

  return privateFunction(); 

 }; 

} 

这个模式在构造函数内部定义了所有私有变量和函数。然后，又继续创建

了能够访问这些私有成员的特权方法。能够在构造函数中定义特权方法，是因

为特权方法作为闭包有权访问在构造函数中定义的所有变量和函数。对这个例

子而言，变量privateVariable 和函数privateFunction()只能通过特权方法

publicMethod()来访问。在创建MyObject 的实例后，除了使用publicMethod()

这一个途径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直接访问privateVariable 和

privateFunction()。 

利用私有和特权成员，可以隐藏那些不应该被直接修改的数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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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的构造函数中定义了两个特权方法：getName()和setName()。这

两个方法都可以在构造函数外部使用，而且都有权访问私有变量name。但在

Person 构造函数外部，没有任何办法访问name。由于这两个方法是在构造函数

内部定义的，它们作为闭包能够通过作用域链访问name。私有变量name在

Person 的每一个实例中都不相同，因为每次调用构造函数都会重新创建这两个

方法。不过，在构造函数中定义特权方法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你必须使用构

造函数模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构造函数模式的缺点是针对每个实例都会创建同

样一组新方法，而使用静态私有变量来实现特权方法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6.4.4.1 静态私有变量 

通过在私有作用域中定义私有变量或函数，同样也可以创建特权方法，其

基本模式如下所示。 

(function(){ 

 //私有变量和私有函数 

 var privateVariable = 10; 

 function privateFunction(){ 

  return false; 

 } 

 //构造函数 

 MyObject = fun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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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特权方法 

 MyObject.prototype.publicMethod = function(){ 

  privateVariable++; 

  return privateFunction(); 

 }; 

})(); 

这个模式创建了一个私有作用域，并在其中封装了一个构造函数及相应的

方法。在私有作用域中，首先定义了私有变量和私有函数，然后又定义了构造

函数及其公有方法。公有方法是在原型上定义的，这一点体现了典型的原型模

式。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模式在定义构造函数时并没有使用函数声明，而是使

用了函数表达式。函数声明只能创建局部函数，但那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出于

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在声明MyObject 时使用var 关键字。记住：初始化未

经声明的变量，总是会创建一个全局变量。因此，MyObject 就成了一个全局变

量，能够在私有作用域之外被访问到。但也要知道，在严格模式下给未经声明

的变量赋值会导致错误。 

这个模式与在构造函数中定义特权方法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私有变量和函

数是由实例共享的。由于特权方法是在原型上定义的，因此所有实例都使用同

一个函数。而这个特权方法，作为一个闭包，总是保存着对包含作用域的引

用。来看一看下面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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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中的Person构造函数与getName()和setName()方法一样，都有权

访问私有变量name。在这种模式下，变量name就变成了一个静态的、由所有实

例共享的属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实例上调用setName()会影响所有实例。而调

用setName()或新建一个Person实例都会赋予name属性一个新值。结果就是所有

实例都会返回相同的值。 

以这种方式创建静态私有变量会因为使用原型而增进代码复用，但每个实

例都没有自己的私有变量。到底是使用实例变量，还是静态私有变量，最终还

是要视你的具体需求而定。 

多查找作用域链中的一个层次，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查找速度。而这正

是使用闭包和私有变量的一个显明的不足之处。 

6.4.4.2 模块模式 

前面的模式是用于为自定义类型创建私有变量和特权方法的。而道格拉斯

所说的模块模式（module pattern）则是为单例创建私有变量和特权方法。所

谓单例（singleton），指的就是只有一个实例的对象。按照惯例，JavaScript

是以对象字面量的方式来创建单例对象的。 

var singleton = { 

 name : value, 

 method : function () { 

  //这里是方法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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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模块模式通过为单例添加私有变量和特权方法能够使其得到增强，其语法

形式如下： 

var singleton = function(){ 

 //私有变量和私有函数 

 var privateVariable = 10; 

 function privateFunction(){ 

  return false; 

 } 

 //特权/公有方法和属性 

 return { 

  publicProperty: true, 

  publicMethod : function(){ 

   privateVariable++; 

   return privateFunc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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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块模式使用了一个返回对象的匿名函数。在这个匿名函数内部，首

先定义了私有变量和函数。然后，将一个对象字面量作为函数的值返回。返回

的对象字面量中只包含可以公开的属性和方法。由于这个对象是在匿名函数内

部定义的，因此它的公有方法有权访问私有变量和函数。从本质上来讲，这个

对象字面量定义的是单例的公共接口。这种模式在需要对单例进行某些初始

化，同时又需要维护其私有变量时是非常有用的，例如： 

在Web应用程序

中，经常需要使用一个单例来管理应用程序级的信息。这个简单的例子创建了

一个用于管理组件的application对象。在创建这个对象的过程中，首先声明了

一个私有的components数组，并向数组中添加了一个BaseComponent的新实例

（在这里不需要关心BaseComponent的代码，我们只是用它来展示初始化操

作）。而返回对象的getComponentCount()和registerComponent()方法，都是

有权访问数组components的特权方法。前者只是返回已注册的组件数目，后者

用于注册新组件。 

简言之，如果必须创建一个对象并以某些数据对其进行初始化，同时还要

公开一些能够访问这些私有数据的方法，那么就可以使用模块模式。以这种模

式创建的每个单例都是Object的实例，因为最终要通过一个对象字面量来表示

它。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毕竟，单例通常都是作为全局对象存在的，我们

不会将它传递给一个函数。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使用instanceof操作符来

检查其对象类型了。 

6.4.4.3 增强的模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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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进一步改进了模块模式，即在返回对象之前加入对其增强的代码。这

种增强的模块模式适合那些单例必须是某种类型的实例，同时还必须添加某些

属性和（或）方法对其加以增强的情况。来看下面的例子。 

var singleton = function(){ 

 //私有变量和私有函数 

 var privateVariable = 10; 

 function privateFunction(){ 

  return false; 

 } 

 //创建对象 

 var object = new CustomType(); 

 //添加特权/公有属性和方法 

 object.publicProperty = true; 

 object.publicMethod = function(){ 

  privateVariable++; 

  return privateFunction(); 

 }; 

 //返回这个对象 

 return 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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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演示模块模式的例子中的application 对象必须是 

BaseComponent 的实例，那么就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在这个重写后的

应用程序（application）单例中，首先也是像前面例子中一样定义了私有变

量。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命名变量 app的创建过程，因为它必须是

BaseComponent的实例。这个实例实际上是 application对象的局部变量版。

此后，我们又为 app 对象添加了能够访问私有变量的公有方法。最后一步是返

回 app对象，结果仍然是将它赋值给全局变量 application。 

6.5 DOM  

DOM 可以将任何HTML 或XML 文档描绘成一个由多层节点构成的结构。节点

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每种类型分别表示文档中不同的信息及（或）标记。每

个节点都拥有各自的特点、数据和方法，另外也与其他节点存在某种关系。节

点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层次，而所有页面标记则表现为一个以特定节点为根节点

的树形结构。以下面的HTML 为例： 

<html> 

    <head> 

        <title>Sample Page</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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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body> 

        <p>Hello World!</p> 

    </body> 

</html> 

可以将这个简单的HTML 文档表示为一个层次结构，如图6-16所示。 

文档节点是每个文档的根节点。在这个例子中，文档节点只有一个子节

点，即<html>元素，我们称之为文档元素。文档元素是文档的最外层元素，文

档中的其他所有元素都包含在文档元素中。每个文档只能有一个文档元素。在

HTML 页面中，文档元素始终都是<html>元素。在XML 中，没有预定义的元素，

因此任何元素都可能成为文档元素。 

每一段标记都可以通过树中的一个节点来表示：HTML 元素通过元素节点表

示，特性（attribute）通过特性节点表示，文档类型通过文档类型节点表示，

而注释则通过注释节点表示。总共有12 种节点类型，这些类型都继承自一个基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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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 12种节点类型 

6.5.1 基类型 

6.5.1.1 Node 类型 

DOM1 级定义了一个Node 接口，该接口将由DOM 中的所有节点类型实现。

这个Node 接口在JavaScript 中是作为Node 类型实现的；除了IE 之外，在其

他所有浏览器中都可以访问到这个类型。 

JavaScript 中的所有节点类型都继承自Node 类型，因此所有节点类型都

共享着相同的基本属性和方法。 

每个节点都有一个nodeType 属性，用于表明节点的类型。节点类型由在

Node 类型中定义的下列12 个数值常量来表示，任何节点类型必居其一： 

 Node.ELEMENT_NODE(1)； 

 Node.ATTRIBUTE_NODE(2)； 

 Node.TEXT_NODE(3)； 

 Node.CDATA_SECTION_NODE(4)； 

 Node.ENTITY_REFERENCE_NODE(5)； 

 Node.ENTITY_NODE(6)； 

 Node.PROCESSING_INSTRUCTION_NODE(7)； 

 Node.COMMENT_NODE(8)； 

 Node.DOCUMENT_NODE(9)； 

 Node.DOCUMENT_TYPE_NOD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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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DOCUMENT_FRAGMENT_NODE(11)； 

 Node.NOTATION_NODE(12)。 

通过比较上面这些常量，可以很容易地确定节点的类型，例如： 

if (someNode.nodeType == Node.ELEMENT_NODE){ //在 IE 中无效 

    alert("Node is an element."); 

} 

这个例子比较了someNode.nodeType 与Node.ELEMENT_NODE 常量。如果二

者相等，则意味着someNode 确实是一个元素。然而，由于IE 没有公开Node 类

型的构造函数，因此上面的代码在IE 中会导致错误。为了确保跨浏览器兼容，

最好还是将nodeType 属性与数字值进行比较，如下所示： 

if (someNode.nodeType == 1){ //适用于所有浏览器 

    alert("Node is an element."); 

} 

并不是所有节点类型都受到Web 浏览器的支持。开发人员最常用的就是元

素和文本节点。本章后面将详细讨论每个节点类型的受支持情况及使用方法。 

1. nodeName 和nodeValue 属性 

要了解节点的具体信息，可以使用nodeName 和nodeValue 这两个属性。这

两个属性的值完全取决于节点的类型。在使用这两个值以前，最好是像下面这

样先检测一下节点的类型。 

if (someNode.nodeTyp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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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 someNode.nodeName; //nodeName 的值是元素的标签

名 

} 

在这个例子中，首先检查节点类型，看它是不是一个元素。如果是，则取

得并保存nodeName 的值。对于元素节点，nodeName 中保存的始终都是元素的

标签名，而nodeValue 的值则始终为null。 

2. 节点关系 

文档中所有的节点之间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节点间的各种关系可以

用传统的家族关系来描述，相当于把文档树比喻成家谱。在HTML 中，可以将

<body>元素看成是<html>元素的子元素；相应地，也就可以将<html>元素看成

是<body>元素的父元素。而<head>元素，则可以看成是<body>元素的同胞元

素，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父元素<html>的直接子元素。 

每个节点都有一个childNodes 属性，其中保存着一个NodeList 对象。

NodeList 是一种类数组对象，用于保存一组有序的节点，可以通过位置来访问

这些节点。请注意，虽然可以通过方括号语法来访问NodeList 的值，而且这个

对象也有length 属性，但它并不是Array 的实例。NodeList 对象的独特之处

在于，它实际上是基于DOM 结构动态执行查询的结果，因此DOM结构的变化能够

自动反映在NodeList 对象中。我们常说，NodeList 是有生命、有呼吸的对

象，而不是在我们第一次访问它们的某个瞬间拍摄下来的一张快照。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如何访问保存在NodeList 中的节点——可以通过方括

号，也可以使用item()方法。 

var firstChild = someNode.childNodes[0]; 

var secondChild = someNode.childNodes.item(1); 

var count = someNode.childNodes.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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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使用方括号还是使用item()方法都没有问题，但使用方括号语法看起

来与访问数组相似，因此颇受一些开发人员的青睐。另外，要注意length 属性

表示的是访问NodeList 的那一刻，其中包含的节点数量。我们在本书前面介绍

过，对arguments 对象使用Array.prototype.slice()方法可以将其转换为数

组。而采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将NodeList 对象转换为数组。来看下面的例

子： 

//在 IE8 及之前版本中无效 

var arrayOfNodes = Array.prototype.slice.call(someNode.childNod

es,0); 

除IE8 及更早版本之外，这行代码能在任何浏览器中运行。由于IE8 及更

早版本将NodeList实现为一个COM 对象，而我们不能像使用JScript 对象那样

使用这种对象，因此上面的代码会导致错误。要想在IE 中将NodeList 转换为

数组，必须手动枚举所有成员。下列代码在所有浏览器中都可以运行： 

function convertToArray(nodes){ 

    var array = null; 

    try { 

        array = Array.prototype.slice.call(nodes, 0); //针对非

IE 浏览器 

    } catch (ex) { 

        array = new Array(); 

        for (var i=0, len=nodes.length; i < len; i++){ 

            array.push(nod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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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turn array; 

} 

这个convertToArray()函数首先尝试了创建数组的最简单方式。如果导致

了错误（说明是在IE8 及更早版本中），则通过try-catch 块来捕获错误，然

后手动创建数组。这是另一种检测怪癖的形式。 

每个节点都有一个parentNode 属性，该属性指向文档树中的父节点。包含

在childNodes 列表中的所有节点都具有相同的父节点，因此它们的parentNode 

属性都指向同一个节点。此外，包含在childNodes 列表中的每个节点相互之间

都是同胞节点。通过使用列表中每个节点的previousSibling和nextSibling 属

性，可以访问同一列表中的其他节点。列表中第一个节点的previousSibling 

属性值为null，而列表中最后一个节点的nextSibling 属性的值同样也为

null，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if (someNode.nextSibling === null){ 

    alert("Last node in the parent’s childNodes list."); 

} else if (someNode.previousSibling === null){ 

    alert("First node in the parent’s childNodes list."); 

} 

当然，如果列表中只有一个节点，那么该节点的nextSibling 和

previousSibling 都为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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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节点与其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子节点之间也存在特殊关系。父节点的

firstChild 和lastChild属性分别指向其childNodes 列表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

个节点。其中，someNode.firstChild 的值始终等于

someNode.childNodes[0] ， 而someNode.lastChild 的值始终等于someNode. 

childNodes [someNode.childNodes.length-1]。在只有一个子节点的情况

下，firstChild 和 

lastChild 指向同一个节点。如果没有子节点，那么firstChild 和

lastChild 的值均为null。明确这些关系能够对我们查找和访问文档结构中的

节点提供极大的便利。下图形象地展示了上述关系。 

 

图6-17 父节点与子节点存在的关系 

在反映这些关系的所有属性当中，childNodes 属性与其他属性相比更方便

一些，因为只须使用简单的关系指针，就可以通过它访问文档树中的任何节

点。另外，hasChildNodes()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在节点包含一

或多个子节点的情况下返回true；应该说，这是比查询childNodes列表的

length 属性更简单的方法。 

所有节点都有的最后一个属性是ownerDocument，该属性指向表示整个文档

的文档节点。这种关系表示的是任何节点都属于它所在的文档，任何节点都不

能同时存在于两个或更多个文档中。通过这个属性，我们可以不必在节点层次

中通过层层回溯到达顶端，而是可以直接访问文档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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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有节点类型都继承自 Node，但并不是每种节点都有子节点。本章

后面将会讨论不同节点类型之间的差异。 

3. 操作节点 

因为关系指针都是只读的，所以DOM 提供了一些操作节点的方法。其中，

最常用的方法是appendChild()，用于向childNodes 列表的末尾添加一个节

点。添加节点后，childNodes 的新增节点、父节点及以前的最后一个子节点的

关系指针都会相应地得到更新。更新完成后，appendChild()返回新增的节点。

来看下面的例子： 

var returnedNode = someNode.appendChild(newNode); 

alert(returnedNode == newNode); //true 

alert(someNode.lastChild == newNode); //true 

如果传入到appendChild()中的节点已经是文档的一部分了，那结果就是将

该节点从原来的位置转移到新位置。即使可以将DOM树看成是由一系列指针连接

起来的，但任何DOM节点也不能同时出现在文档中的多个位置上。因此，如果在

调用appendChild()时传入了父节点的第一个子节点，那么该节点就会成为父节

点的最后一个子节点，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someNode 有多个子节点 

var returnedNode = someNode.appendChild(someNode.firstChild); 

alert(returnedNode == someNode.firstChild); //false 

alert(returnedNode == someNode.lastChild); //true 

如果需要把节点放在childNodes 列表中某个特定的位置上，而不是放在末

尾，那么可以使用insertBefore()方法。这个方法接受两个参数：要插入的节

点和作为参照的节点。插入节点后，被插入的节点会变成参照节点的前一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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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节点（previousSibling），同时被方法返回。如果参照节点是null，则

insertBefore()与appendChild()执行相同的操作，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插入后成为最后一个子节点 

returnedNode = someNode.insertBefore(newNode, null); 

alert(newNode == someNode.lastChild); //true 

//插入后成为第一个子节点 

var returnedNode = someNode.insertBefore(newNode, someNode.firs

tChild); 

alert(returnedNode == newNode); //true 

alert(newNode == someNode.firstChild); //true 

//插入到最后一个子节点前面 

returnedNode = someNode.insertBefore(newNode, someNode.lastChil

d); 

alert(newNode == someNode.childNodes[someNode.childNodes.length

-2]); //true 

前面介绍的appendChild()和insertBefore()方法都只插入节点，不会移除

节点。而下面要介绍的replaceChild()方法接受的两个参数是：要插入的节点

和要替换的节点。要替换的节点将由这个方法返回并从文档树中被移除，同时

由要插入的节点占据其位置。来看下面的例子。 

//替换第一个子节点 

var returnedNode = someNode.replaceChild(newNode, someNode.firs

t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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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最后一个子节点 

returnedNode = someNode.replaceChild(newNode, someNode.lastChil

d); 

在使用replaceChild()插入一个节点时，该节点的所有关系指针都会从被

它替换的节点复制过来。尽管从技术上讲，被替换的节点仍然还在文档中，但

它在文档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 

如果只想移除而非替换节点，可以使用removeChild()方法。这个方法接受

一个参数，即要移除的节点。被移除的节点将成为方法的返回值，如下面的例

子所示。 

//移除第一个子节点 

var formerFirstChild = someNode.removeChild(someNode.firstChil

d); 

//移除最后一个子节点 

var formerLastChild = someNode.removeChild(someNode.lastChild); 

与使用replaceChild()方法一样，通过removeChild()移除的节点仍然为文

档所有，只不过在文档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 

前面介绍的四个方法操作的都是某个节点的子节点，也就是说，要使用这

几个方法必须先取得父节点（使用parentNode 属性）。另外，并不是所有类型

的节点都有子节点，如果在不支持子节点的节点上调用了这些方法，将会导致

错误发生。 

4. 其他方法 

有两个方法是所有类型的节点都有的。第一个就是cloneNode()，用于创建

调用这个方法的节点的一个完全相同的副本。cloneNode()方法接受一个布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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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表示是否执行深复制。在参数为true的情况下，执行深复制，也就是复

制节点及其整个子节点树；在参数为false 的情况下，执行浅复制，即只复制

节点本身。复制后返回的节点副本属于文档所有，但并没有为它指定父节点。

因此，这个节点副本就成为了一个“孤儿”，除非通过appendChild()、

insertBefore()或replaceChild()将它添加到文档中。例如，假设有下面的

HTML 代码。 

<ul> 

<li>item 1</li> 

<li>item 2</li> 

<li>item 3</li> 

</ul> 

如果我们已经将<ul>元素的引用保存在了变量myList 中，那么通常下列代

码就可以看出使用cloneNode()方法的两种模式。 

var deepList = myList.cloneNode(true); 

alert(deepList.childNodes.length); //3（IE < 9）或 7（其他浏览

器） 

var shallowList = myList.cloneNode(false); 

alert(shallowList.childNodes.length); //0 

在这个例子中，deepList 中保存着一个对myList 执行深复制得到的副

本。因此，deepList 中包含3 个列表项，每个列表项中都包含文本。而变量

shallowList 中保存着对myList 执行浅复制得到的副本，因此它不包含子节

点。deepList.childNodes.length 中的差异主要是因为IE8 及更早版本与其他

浏览器处理空白字符的方式不一样。IE9 之前的版本不会为空白符创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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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eNode()方法不会复制添加到 DOM 节点中的 JavaScript 属性，例如

事件处理程序等。这个方法只复制特性、（在明确指定的情况下也复制）子

节点，其他一切都不会复制。IE 在此存在一个 bug，即它会复制事件处理程

序，所以我们建议在复制之前最好先移除事件处理程序。 

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个方法是normalize()，这个方法唯一的作用就是处理

文档树中的文本节点。由于解析器的实现或DOM操作等原因，可能会出现文本节

点不包含文本，或者接连出现两个文本节点的情况。当在某个节点上调用这个

方法时，就会在该节点的后代节点中查找上述两种情况。如果找到了空文本节

点，则删除它；如果找到相邻的文本节点，则将它们合并为一个文本节点。本

章后面还将进一步讨论这个方法。 

6.5.1.2 Document 类型 

JavaScript 通过Document 类型表示文档。在浏览器中，document 对象是

HTMLDocument（继承自Document 类型）的一个实例，表示整个HTML 页面。而

且，document 对象是window 对象的一个属性，因此可以将其作为全局对象来

访问。Document 节点具有下列特征： 

 nodeType 的值为9； 

 nodeName 的值为"#document"； 

 nodeValue 的值为null； 

 parentNode 的值为null； 

 ownerDocument 的值为 null； 

 其子节点可能是一个DocumentType（最多一个）、Element（最多一

个）、ProcessingInstruction或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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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类型可以表示HTML 页面或者其他基于XML 的文档。不过，最常

见的应用还是作为HTMLDocument 实例的document 对象。通过这个文档对象，

不仅可以取得与页面有关的信息，而且还能操作页面的外观及其底层结构。 

在 Firefox、Safari、Chrome 和 Opera 中，可以通过脚本访问 Document

 类型的构造函数和原型。但在所有浏览器中都可以访问 HTMLDocument 类型

的构造函数和原型，包括 IE8 及后续版本。 

1. 文档的子节点 

虽然DOM 标准规定Document 节点的子节点可以是DocumentType、

Element、ProcessingInstruction或Comment，但还有两个内置的访问其子节点

的快捷方式。第一个就是documentElement属性，该属性始终指向HTML 页面中

的<html>元素。另一个就是通过childNodes 列表访问文档元素，但通过

documentElement 属性则能更快捷、更直接地访问该元素。以下面这个简单的

页面为例。 

<html> 

    <body> 

    </body> 

</html> 

这个页面在经过浏览器解析后，其文档中只包含一个子节点，即<html>元

素。可以通过documentElement 或childNodes 列表来访问这个元素，如下所

示。 

var html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 //取得对<html>的引用 

alert(html === document.childNodes[0]); //true 

alert(html === document.firstChild);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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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documentElement、firstChild 和childNodes[0]的值相

同，都指向<html>元素。 

作为HTMLDocument 的实例，document 对象还有一个body 属性，直接指向

<body>元素。因为开发人员经常要使用这个元素，所以document.body 在

JavaScript 代码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其用法如下。 

var body = document.body; //取得对<body>的引用 

所有浏览器都支持document.documentElement 和document.body 属性。 

Document 另一个可能的子节点是DocumentType。通常将<!DOCTYPE>标签看

成一个与文档其他 

部分不同的实体，可以通过doctype 属性（在浏览器中是

document.doctype）来访问它的信息。 

var doctype = document.doctype; //取得对<!DOCTYPE>的引用 

浏览器对document.doctype 的支持差别很大，可以给出如下总结。 

 IE8 及之前版本：如果存在文档类型声明，会将其错误地解释为一个

注释并把它当作 Comment节点；而 document.doctype 的值始终为

null。 

 IE9+及Firefox：如果存在文档类型声明，则将其作为文档的第一个子

节点；document.doctype是一个DocumentType 节点，也可以通过

document.firstChild 或document.childNodes[0]访问同一个节点。 

 Safari、Chrome 和Opera：如果存在文档类型声明，则将其解析，但

不作为文档的子节点。document.doctype 是一个DocumentType 节

点，但该节点不会出现在document.childNodes 中。由于浏览器对

document.doctype 的支持不一致，因此这个属性的用处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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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说，出现在<html>元素外部的注释应该算是文档的子节点。然

而，不同的浏览器在是否解析这些注释以及能否正确处理它们等方面，也存在

很大差异。以下面简单的HTML 页面为例。 

<!--第一条注释 --> 

<html> 

    <body> 

    </body> 

</html> 

<!--第二条注释 --> 

看起来这个页面应该有3 个子节点：注释、<html>元素、注释。从逻辑上

讲，我们会认为document.childNodes 中应该包含与这3 个节点对应的3 项。

但是，现实中的浏览器在处理位于<html>外部的注释方面存在如下差异。 

 IE8 及之前版本、Safari 3.1 及更高版本、Opera 和 Chrome 只为第

一条注释创建节点，不为第二条注释创建节点。结果，第一条注释就

会成为 document.childNodes 中的第一个子节点。 

 IE9 及更高版本会将第一条注释创建为document.childNodes 中的一

个注释节点，也会将第二条注释创建为document.childNodes 中的注

释子节点。 

 Firefox 以及Safari 3.1 之前的版本会完全忽略这两条注释。 

同样，浏览器间的这种不一致性也导致了位于<html>元素外部的注释没有

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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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我们都用不着在document 对象上调用appendChild()、

removeChild()和replaceChild()方法，因为文档类型（如果存在的话）是只读

的，而且它只能有一个元素子节点（该节点通常早就已经存在了）。 

2. 文档信息 

作为HTMLDocument 的一个实例，document 对象还有一些标准的Document 

对象所没有的属性。这些属性提供了document 对象所表现的网页的一些信息。

其中第一个属性就是title，包含着<title>元素中的文本——显示在浏览器窗

口的标题栏或标签页上。通过这个属性可以取得当前页面的标题，也可以修改

当前页面的标题并反映在浏览器的标题栏中。修改title 属性的值不会改变

<title>元素。来看下面的例子。 

//取得文档标题 

var originalTitle = document.title; 

//设置文档标题 

document.title = "New page title"; 

接下来要介绍的3 个属性都与对网页的请求有关，它们是URL、domain 和

referrer。URL 属性中包含页面完整的URL（即地址栏中显示的URL），domain 

属性中只包含页面的域名，而referrer属性中则保存着链接到当前页面的那个

页面的URL。在没有来源页面的情况下，referrer 属性中可能会包含空字符

串。所有这些信息都存在于请求的HTTP 头部，只不过是通过这些属性让我们能

够在JavaScrip 中访问它们而已，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取得完整的 URL 

var url = document.URL; 

//取得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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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domain = document.domain; 

//取得来源页面的 URL 

var referrer = document.referrer; 

URL 与domain 属性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如果document.URL 等于

http://www.wrox.com/WileyCDA/，那么document.domain 就等于

www.wrox.com。 

在这3 个属性中，只有domain 是可以设置的。但由于安全方面的限制，也

并非可以给domain 设置任何值。如果URL 中包含一个子域名，例如

p2p.wrox.com，那么就只能将domain 设置为"wrox.com"（URL 中包含"www"，

如www.wrox.com 时，也是如此）。不能将这个属性设置为URL 中不包含的域，

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假设页面来自 p2p.wrox.com 域 

document.domain = "wrox.com"; // 成功 

document.domain = "nczonline.net"; // 出错！ 

当页面中包含来自其他子域的框架或内嵌框架时，能够设置

document.domain 就非常方便了。由于跨域安全限制， 来自不同子域的页面无

法通过JavaScript 通信。而通过将每个页面的document.domain 设置为相同的

值，这些页面就可以互相访问对方包含的JavaScript 对象了。例如，假设有一

个页面加载自www.wrox.com，其中包含一个内嵌框架，框架内的页面加载自

p2p.wrox.com。 

由于document.domain 字符串不一样，内外两个页面之间无法相互访问对

方的JavaScript 对象。但如果将这两个页面的document.domain 值都设置为

"wrox.com"，它们之间就可以通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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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对domain 属性还有一个限制，即如果域名一开始是“松散的”

（loose），那么不能将它再设置为“紧绷的”（tight）。换句话说，在将

document.domain 设置为"wrox.com"之后，就不能再将其设置回

"p2p.wrox.com"，否则将会导致错误，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假设页面来自于 p2p.wrox.com 域 

document.domain = "wrox.com"; //松散的（成功） 

document.domain = "p2p.wrox.com"; //紧绷的（出错！） 

所有浏览器中都存在这个限制，但IE8 是实现这一限制的最早的IE 版本。 

3. 查找元素 

说到最常见的DOM 应用，恐怕就要数取得特定的某个或某组元素的引用，

然后再执行一些操作了。取得元素的操作可以使用document 对象的几个方法来

完成。其中，Document 类型为此提供了两个方法：getElementById()和

getElementsByTagName()。 

第一个方法，getElementById()，接收一个参数：要取得的元素的ID。如

果找到相应的元素则返回该元素，如果不存在带有相应ID 的元素，则返回

null。注意，这里的ID 必须与页面中元素的id特性（attribute）严格匹配，

包括大小写。以下面的元素为例。 

<div id="myDiv">Some text</div> 

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取得这个元素： 

var 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Div"); //取得<div>元素的引

用 

但是，下面的代码在除IE7 及更早版本之外的所有浏览器中都将返回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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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div"); //无效的 ID（在 IE7 

及更早版本中可以） 

IE8 及较低版本不区分ID 的大小写，因此"myDiv"和"mydiv"会被当作相同

的元素ID。 

如果页面中多个元素的ID 值相同，getElementById()只返回文档中第一次

出现的元素。IE7 及较低版本还为此方法添加了一个有意思的“怪癖”：name 

特性与给定ID 匹配的表单元素（<input>、<textarea>、<button>及

<select>）也会被该方法返回。如果有哪个表单元素的name 特性等于指定的

ID，而且该元素在文档中位于带有给定ID 的元素前面，那么IE 就会返回那个

表单元素。来看下面的例子。 

<input type="text" name="myElement" value="Text field"> 

<div id="myElement">A div</div> 

基于这段HTML 代码，在IE7 中调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myElement 

")，结果会返 

回<input>元素；而在其他所有浏览器中，都会返回对<div>元素的引用。

为了避免IE 中存在的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不让表单字段的name 特性与其

他元素的ID 相同。 

另一个常用于取得元素引用的方法是getElementsByTagName()。这个方法

接受一个参数，即要取得元素的标签名，而返回的是包含零或多个元素的

NodeList。在HTML 文档中，这个方法会返回一个HTMLCollection 对象，作为

一个“动态”集合，该对象与NodeList 非常类似。例如，下列代码会取得页面

中所有的<img>元素，并返回一个HTMLCollection。 

var image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img");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295                                 

 

这行代码会将一个HTMLCollection 对象保存在images 变量中。与

NodeList 对象类似，可以使用方括号语法或item()方法来访问HTMLCollection 

对象中的项。而这个对象中元素的数量则可以通过其length 属性取得，如下面

的例子所示。 

alert(images.length); //输出图像的数量 

alert(images[0].src); //输出第一个图像元素的 src 特性 

aler t(images.item(0).src); //输出第一个图像元素的 src 特性 

HTMLCollection 对象还有一个方法，叫做namedItem()，使用这个方法可

以通过元素的name 

特性取得集合中的项。例如，假设上面提到的页面中包含如下<img>元素： 

<img src="myimage.gif" name="myImage"> 

那么就可以通过如下方式从images 变量中取得这个<img>元素： 

var myImage = images.namedItem("myImage"); 

在提供按索引访问项的基础上，HTMLCollection 还支持按名称访问项，这

就为我们取得实际想要的元素提供了便利。而且，对命名的项也可以使用方括

号语法来访问，如下所示： 

var myImage = images["myImage"]; 

对HTMLCollection 而言，我们可以向方括号中传入数值或字符串形式的索

引值。在后台，对数值索引就会调用item()，而对字符串索引就会调用

namedItem()。 

要想取得文档中的所有元素，可以向getElementsByTagName()中传入"*"。

在JavaScript 及CSS中，星号（*）通常表示“全部”。下面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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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llElement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 

仅此一行代码返回的HTMLCollection 中，就包含了整个页面中的所有元素

——按照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换句话说，第一项是<html>元素，第二项是

<head>元素，以此类推。由于IE 将注释（Comment）实现为元素（Element），

因此在IE 中调用getElementsByTagName("*")将会返回所有注释节点。 

虽然标准规定标签名需要区分大小写，但为了最大限度地与既有 HTML 页

面兼容，传给 getElementsByTagName()的标签名是不需要区分大小写的。但

对于 XML 页面而言（包括 XHTML），getElementsByTagName()方法就会区分大

小写。 

第三个方法，也是只有HTMLDocument 类型才有的方法，是

getElementsByName()。顾名思义，这个方法会返回带有给定name 特性的所有

元素。最常使用getElementsByName()方法的情况是取得单选按钮；为了确保发

送给浏览器的值正确无误，所有单选按钮必须具有相同的name 特性，如下面的

例子所示。 

<fieldset> 

    <legend>Which color do you prefer?</legend> 

    <ul> 

        <li><input type="radio" value="red" name="color" id="co

lorRed"> 

            <label for="colorRed">Red</label></li> 

        <li><input type="radio" value="green" name="color" id="

colorGreen"> 

            <label for="colorGreen">Green</lab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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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input type="radio" value="blue" name="color" id="c

olorBlue"> 

            <label for="colorBlue">Blue</label> 

        </li> 

    </ul> 

</fi eldset> 

如这个例子所示，其中所有单选按钮的name 特性值都是"color"，但它们

的ID 可以不同。ID 的作用在于将<label>元素应用到每个单选按钮，而name 

特性则用以确保三个值中只有一个被发送给浏览器。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如

下代码取得所有单选按钮： 

var radios =document.getElementsByName("color"); 

与getElementsByTagName()类似，getElementsByName()方法也会返回一个

HTMLCollectioin。但是，对于这里的单选按钮来说，namedItem()方法则只会

取得第一项（因为每一项的name 特性都相同）。 

4. 特殊集合 

除了属性和方法，document 对象还有一些特殊的集合。这些集合都是

HTMLCollection 对象，为访问文档常用的部分提供了快捷方式，包括： 

 document.anchors，包含文档中所有带name 特性的<a>元素； 

 document.applets，包含文档中所有的<applet>元素，因为不再推荐

使用<applet>元素，所以这个集合已经不建议使用了； 

 document.forms，包含文档中所有的<form>元素，与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form")得到的结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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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images，包含文档中所有的<img>元素，与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img")得到的结果相同； 

 document.links，包含文档中所有带href 特性的<a>元素。 

这个特殊集合始终都可以通过HTMLDocument 对象访问到，而且，与

HTMLCollection 对象类似，集合中的项也会随着当前文档内容的更新而更新。 

5. DOM 一致性检测 

由于DOM 分为多个级别，也包含多个部分，因此检测浏览器实现了DOM的哪

些部分就十分必要了。document.implementation 属性就是为此提供相应信息

和功能的对象，与浏览器对DOM的实现直接对应。DOM1 级只为

document.implementation 规定了一个方法，即hasFeature()。这个方法接受

两个参数：要检测的DOM 功能的名称及版本号。如果浏览器支持给定名称和版

本的功能，则该方法返回true，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hasXmlDom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XML", "1.0

"); 

下表列出了可以检测的不同的值及版本号。 

 

尽管使用hasFeature()确实方便，但也有缺点。因为实现者可以自行决定

是否与DOM 规范的不同部分保持一致。事实上，要想让hasFearture()方法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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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值都返回true 很容易，但返回true有时候也不意味着实现与规范一致。例

如，Safari 2.x 及更早版本会在没有完全实现某些DOM 功能的情况下也返回

true。为此，我们建议多数情况下，在使用DOM 的某些特殊的功能之前，最好

除了检测hasFeature()之外，还同时使用能力检测。 

6. 文档写入 

有一个document 对象的功能已经存在很多年了，那就是将输出流写入到网

页中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下列4 个方法中：write()、writeln()、open()

和close()。其中，write()和writeln()方法都接受一个字符串参数，即要写入

到输出流中的文本。write()会原样写入，而writeln()则会在字符串的末尾添

加一个换行符（\n）。在页面被加载的过程中，可以使用这两个方法向页面中

动态地加入内容，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这个例子展示了在页面加载过程中输出当前日期和时间的代码。其中，日

期被包含在一个<strong>元素中，就像在HTML 页面中包含普通的文本一样。这

样做会创建一个DOM 元素，而且可以在将来访问该元素。通过write()和

writeln()输出的任何HTML 代码都将如此处理。 

此外，还可以使用write()和writeln()方法动态地包含外部资源，例如

JavaScript 文件等。在包含JavaScript 文件时，必须注意不能像下面的例子

那样直接包含字符串"</script>"，因为这会导致该字符串被解释为脚本块的结

束，它后面的代码将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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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个文件看起来没错，但字符串"</script>"将被解释为与外部的

<script>标签匹配，结果文本");将会出现在页面中。为避免这个问题，只需加

入转义字符\即可；第2 章也曾经提及这个问题，解决方案如下。 

 

字符串"<\/script>"不会被当作外部<script>标签的关闭标签，因而页面

中也就不会出现多余的内容了。 

前面的例子使用document.write()在页面被呈现的过程中直接向其中输出

了内容。如果在文档加载结束后再调用document.write()，那么输出的内容将

会重写整个页面，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window.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事件将在第13 

章讨论），等到页面完全加载之后延迟执行函数。函数执行之后，字符串

"Hello world!"会重写整个页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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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open()和close()分别用于打开和关闭网页的输出流。如果是在页面加

载期间使用write()或writeln()方法，则不需要用到这两个方法。 

严格型 XHTML 文档不支持文档写入。对于那些按照 application/xml+xh

tml 内容类型提供的页面，这两个方法也同样无效。 

6.5.1.3 Element 类型 

除了Document 类型之外，Element 类型就要算是Web 编程中最常用的类型

了。Element 类型用于表现XML或HTML元素，提供了对元素标签名、子节点及特

性的访问。Element 节点具有以下特征： 

 nodeType 的值为1； 

 nodeName 的值为元素的标签名； 

 nodeValue 的值为null； 

 parentNode 可能是Document 或Element； 

 其子节点可能是Element、Text、Comment、ProcessingInstruction、

CDATASection 或EntityReference。 

要访问元素的标签名，可以使用nodeName 属性，也可以使用tagName 属

性；这两个属性会返回相同的值（使用后者主要是为了清晰起见）。以下面的

元素为例： 

<div id="myDiv"></div> 

可以像下面这样取得这个元素及其标签名： 

var 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Div"); 

alert(div.tagName);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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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div.tagName == div.nodeName); //true 

这里的元素标签名是div，它拥有一个值为"myDiv"的ID。可是，

div.tagName 实际上输出的是"DIV"而非"div"。在HTML 中，标签名始终都以全

部大写表示；而在XML（有时候也包括XHTML）中，标签名则始终会与源代码中

的保持一致。假如你不确定自己的脚本将会在HTML 还是XML 文档中执行，最好

是在比较之前将标签名转换为相同的大小写形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if (element.tagName == "div"){ //不能这样比较，很容易出错！ 

//在此执行某些操作 

} 

if (element.tagName.toLowerCase() == "div"){ //这样最好（适用于

任何文档） 

//在此执行某些操作 

} 

这个例子展示了围绕tagName 属性的两次比较操作。第一次比较非常容易

出错，因为其代码在HTML 文档中不管用。第二次比较将标签名转换成了全部小

写，是我们推荐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适用于HTML 文档，也适用于XML 文档。 

可以在任何浏览器中通过脚本访问Element 类型的构造函数及原型，包括

IE8 及之前版本。在Safari 2 之前版本和Opera 8 之前的版本中，不能访问

Element 类型的构造函数。 

1. HTML 元素 

所有HTML 元素都由HTMLElement 类型表示，不是直接通过这个类型，也是

通过它的子类型来表示。HTMLElement 类型直接继承自Element 并添加了一些

属性。添加的这些属性分别对应于每个HTML元素中都存在的下列标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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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元素在文档中的唯一标识符。 

 title，有关元素的附加说明信息，一般通过工具提示条显示出来。 

 lang，元素内容的语言代码，很少使用。 

 dir，语言的方向，值为"ltr"（left-to-right，从左至右）或"rtl"

（right-to-left，从右至左），也很少使用。 

 className，与元素的class 特性对应，即为元素指定的CSS类。没有

将这个属性命名为class，是因为class 是ECMAScript 的保留字。 

上述这些属性都可以用来取得或修改相应的特性值。以下面的HTML 元素为

例： 

 

元素中指定的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下列JavaScript 代码取得： 

var 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Div"); 

alert(div.id); //"myDiv"" 

alert(div.className); //"bd" 

alert(div.title); //"Body text" 

alert(div.lang); //"en" 

alert(div.dir); //"ltr" 

当然，像下面这样通过为每个属性赋予新的值，也可以修改对应的每个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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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对所有属性的修改都会在页面中直观地表现出来。对id 或lang 的

修改对用户而言是透明不可见的（假设没有基于它们的值设置的CSS 样式），

而对title 的修改则只会在鼠标移动到这个元素之上时才会显示出来。对dir 

的修改会在属性被重写的那一刻，立即影响页面中文本的左、右对齐方式。修

改className 时，如果新类关联了与此前不同的CSS 样式，那么就会立即应用

新的样式。 

前面提到过，所有HTML 元素都是由HTMLElement 或者其更具体的子类型来

表示的。下表列出了所有HTML 元素以及与之关联的类型（以斜体印刷的元素表

示已经不推荐使用了）。注意，表中的这些类型在Opera、Safari、Chrome 和

Firefox 中都可以通过JavaScript 访问，但在IE8 之前的版本中不能通过

JavaScript 访问。 

 

图6-18 所有HTML元素及与之关联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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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每一种类型都有与之相关的特性和方法。本书将会讨论其中很多类

型。 

2. 取得特性 

每个元素都有一或多个特性，这些特性的用途是给出相应元素或其内容的

附加信息。操作特性的 

DOM方法主要有三个，分别是getAttribute()、setAttribute()和

removeAttribute()。这三个方法可以针对任何特性使用，包括那些以

HTMLElement 类型属性的形式定义的特性。来看下面的例子： 

var 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Div"); 

alert(div.getAttribute("id")); //"myDiv" 

alert(div.getAttribute("class")); //"bd" 

alert(div.getAttribute("title")); //"Body text" 

alert(div.getAttribute("lang")); //"en" 

alert(div.getAttribute("dir")); //"ltr" 

注意，传递给getAttribute()的特性名与实际的特性名相同。因此要想得

到class 特性值，应该传入"class"而不是"className"，后者只有在通过对象

属性访问特性时才用。如果给定名称的特性不存在，getAttribute()返回

null。 

通过getAttribute()方法也可以取得自定义特性（即标准HTML 语言中没有

的特性）的值，以下面的元素为例： 

<div id="myDiv" my_special_attribute="hello!"></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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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元素包含一个名为my_special_attribute 的自定义特性，它的值是

"hello!"。可以像取得其他特性一样取得这个值，如下所示： 

var value = div.getAttribute("my_special_attribute"); 

不过，特性的名称是不区分大小写的，即"ID"和"id"代表的都是同一个特

性。另外也要注意，根据HTML5 规范，自定义特性应该加上data-前缀以便验

证。 

任何元素的所有特性，也都可以通过DOM 元素本身的属性来访问。当然，

HTMLElement 也会有5个属性与相应的特性一一对应。不过，只有公认的（非自

定义的）特性才会以属性的形式添加到DOM对象中。以下面的元素为例： 

<div id="myDiv" align="left" my_special_attribute="hello!"></di

v> 

因为id 和align 在HTML 中是<div>的公认特性，因此该元素的DOM对象中

也将存在对应的属性。不过，自定义特性my_special_attribute 在Safari、

Opera、Chrome 及Firefox 中是不存在的；但IE 却会为自定义特性也创建属

性，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有两类特殊的特性，它们虽然有对应的属性名，但属性的值与通过

getAttribute()返回的值并不相同。第一类特性就是style，用于通过CSS 为元

素指定样式。在通过getAttribute()访问时，返回的style 特性值中包含的是

CSS 文本，而通过属性来访问它则会返回一个对象。由于style 属性是用于以

编程方式访问元素样式的（本章后面讨论），因此并没有直接映射到style 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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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与众不同的特性是onclick 这样的事件处理程序。当在元素上使用

时，onclick 特性中包含的是JavaScript 代码，如果通过getAttribute()访

问，则会返回相应代码的字符串。而在访问onclick 属性时，则会返回一个

JavaScript 函数（如果未在元素中指定相应特性，则返回null）。这是因为

onclick 及其他事件处理程序属性本身就应该被赋予函数值。 

由于存在这些差别，在通过JavaScript 以编程方式操作DOM 时，开发人员

经常不使用getAttribute()，而是只使用对象的属性。只有在取得自定义特性

值的情况下，才会使用getAttribute()方法。 

在 IE7 及以前版本中，通过 getAttribute()方法访问 style 特性或 onc

lick 这样的事件处理特性时，返回的值与属性的值相同。换句话说，getAtt

ribute("style")返回一个对象，而 getAttribute("onclick")返回一个函

数。虽然 IE8 已经修复了这个 bug，但不同 IE 版本间的不一致性，也是导致

开发人员不使用 getAttribute()访问 HTML 特性的一个原因。 

3. 设置特性 

与getAttribute()对应的方法是setAttribute()，这个方法接受两个参

数：要设置的特性名和值。如果特性已经存在，setAttribute()会以指定的值

替换现有的值；如果特性不存在，setAttribute()则创建该属性并设置相应的

值。来看下面的例子： 

 

通过setAttribute()方法既可以操作HTML 特性也可以操作自定义特性。通

过这个方法设置的特性名会被统一转换为小写形式，即"ID"最终会变成"id"。 

因为所有特性都是属性，所以直接给属性赋值可以设置特性的值，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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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 = "someOtherId"; 

div.align = "left"; 

不过，像下面这样为DOM元素添加一个自定义的属性，该属性不会自动成为

元素的特性。 

div.mycolor = "red"; 

alert(div.getAttribute("mycolor")); //null（IE 除外） 

这个例子添加了一个名为 mycolor 的属性并将它的值设置为"red"。在大

多数浏览器中，这个属性都不会自动变成元素的特性，因此想通过

getAttribute()取得同名特性的值，结果会返回 null。可是，自定义属性在 IE 

中会被当作元素的特性，反之亦然。 

在 IE7 及以前版本中，setAttribute()存在一些异常行为。通过这个方

法设置 class 和 style 特性，没有任何效果，而使用这个方法设置事件处理

程序特性时也一样。尽管到了 IE8 才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还是推荐通过属

性来设置特性。 

要介绍的最后一个方法是removeAttribute()，这个方法用于彻底删除元素

的特性。调用这个方法不仅会清除特性的值，而且也会从元素中完全删除特

性，如下所示： 

div.removeAttribute("class"); 

这个方法并不常用，但在序列化DOM 元素时，可以通过它来确切地指定要

包含哪些特性。 

IE6 及以前版本不支持 removeAttribute()。 

4. attribut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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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类型是使用attributes 属性的唯一一个DOM 节点类型。

attributes 属性中包含一个NamedNodeMap，与NodeList 类似，也是一个“动

态”的集合。元素的每一个特性都由一个Attr 节点表示，每个节点都保存在

NamedNodeMap 对象中。NamedNodeMap 对象拥有下列方法。 

 etNamedItem(name)：返回nodeName 属性等于name 的节点； 

 removeNamedItem(name)：从列表中移除nodeName 属性等于name 的节

点； 

 setNamedItem(node)：向列表中添加节点，以节点的nodeName 属性为

索引； 

 item(pos)：返回位于数字pos 位置处的节点。 

attributes 属性中包含一系列节点，每个节点的nodeName 就是特性的名

称，而节点的nodeValue就是特性的值。要取得元素的id 特性，可以使用以下

代码。 

var id = element.attributes.getNamedItem("id").nodeValue; 

以下是使用方括号语法通过特性名称访问节点的简写方式。 

var id = element.attributes["id"].nodeValue; 

也可以使用这种语法来设置特性的值，即先取得特性节点，然后再将其

nodeValue 设置为新值，如下所示。 

element.attributes["id"].nodeValue = "someOtherId"; 

调用removeNamedItem()方法与在元素上调用removeAttribute()方法的效

果相同——直接删除具有给定名称的特性。下面的例子展示了两个方法间唯一

的区别，即removeNamedItem()返回表示被删除特性的Attr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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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oldAttr = element.attributes.removeNamedItem("id"); 

最后，setNamedItem()是一个很不常用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可以为元素

添加一个新特性，为此需要为它传入一个特性节点，如下所示。 

element.attributes.setNamedItem(newAttr); 

一般来说，由于前面介绍的attributes 的方法不够方便，因此开发人员更

多的会使用getAttribute()、removeAttribute()和setAttribute()方法。 

不过，如果想要遍历元素的特性，attributes 属性倒是可以派上用场。在

需要将DOM 结构序列化为XML 或HTML 字符串时，多数都会涉及遍历元素特性。

以下代码展示了如何迭代元素的每一个特性，然后将它们构造成name="value" 

name="value"这样的字符串格式。 

 

这个函数使用了一个数组来保存名值对，最后再以空格为分隔符将它们拼

接起来（这是序列化长字符串时的一种常用技巧）。通过attributes.length 

属性，for 循环会遍历每个特性，将特性的名称和值输出为字符串。关于以上

代码的运行结果，以下是两点必要的说明。 

 针对 attributes 对象中的特性，不同浏览器返回的顺序不同。这些特

性在 XML 或 HTML 代码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不一定与它们出现在

attributes 对象中的顺序一致。 

 IE7 及更早的版本会返回HTML 元素中所有可能的特性，包括没有指定

的特性。换句话说，返回100 多个特性的情况会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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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IE7 及更早版本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对上面的函数加以改进，让它只

返回指定的特性。每个特性节点都有一个名为specified 的属性，这个属性的

值如果为true，则意味着要么是在HTML 中指定了相应特性，要么是通过

setAttribute()方法设置了该特性。在IE 中，所有未设置过的特性的该属性值

都为false，而在其他浏览器中根本不会为这类特性生成对应的特性节点（因

此，在这些浏览器中，任何特性节点的specified 值始终为true）。改进后的

代码如下所示。 

 

这个经过改进的函数可以确保即使在IE7 及更早的版本中，也会只返回指

定的特性。 

5. 创建元素 

使用document.createElement()方法可以创建新元素。这个方法只接受一

个参数，即要创建元素的标签名。这个标签名在HTML 文档中不区分大小写，而

在XML（包括XHTML）文档中，则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使用下面的代码可以

创建一个<div>元素。 

var 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在使用createElement()方法创建新元素的同时，也为新元素设置了

ownerDocuemnt 属性。此时，还可以操作元素的特性，为它添加更多子节点，

以及执行其他操作。来看下面的例子。 

div.id = "myNew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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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className = "box"; 

在新元素上设置这些特性只是给它们赋予了相应的信息。由于新元素尚未

被添加到文档树中，因此设置这些特性不会影响浏览器的显示。要把新元素添

加到文档树，可以使用appendChild()、insertBefore()或replaceChild()方

法。下面的代码会把新创建的元素添加到文档的<body>元素中。 

 

一旦将元素添加到文档树中，浏览器就会立即呈现该元素。此后，对这个

元素所作的任何修改都会实时反映在浏览器中。 

在IE 中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使用createElement()，即为这个方法传入完整

的元素标签，也可以包含属性，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id=\"myNewDiv\" class=\"

box\"></div >"); 

这种方式有助于避开在IE7 及更早版本中动态创建元素的某些问题。下面

是已知的一些这类问题。 

 不能设置动态创建的<iframe>元素的name 特性。 

 不能通过表单的reset()方法重设动态创建的<input>元素。 

 动态创建的type 特性值为"reset"的<buttou>元素重设不了表单。 

 动态创建的一批name 相同的单选按钮彼此毫无关系。name 值相同的

一组单选按钮本来应该用于表示同一选项的不同值，但动态创建的一

批这种单选按钮之间却没有这种关系。 

上述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在createElement()中指定完整的HTML标签来解

决，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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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lient.browser.ie && client.browser.ie <=7){ 

//创建一个带 name 特性的 iframe 元素 

var iframe = document.createElement("<iframe name=\"myframe\"><

/iframe>"); 

//创建 input 元素 

var input = 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type=\"checkbox\">

"); 

//创建 button 元素 

var button = document.createElement("<button type=\"reset\"></b

utton>"); 

//创建单选按钮 

var radio1 = 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type=\"radio\" name

=\"choice\" "＋ 

"value=\"1\">"); 

var radio2 = 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type=\"radio\" name

=\"choice\" "＋ 

"value=\"2\">"); 

} 

与使用createElement()的惯常方式一样，这样的用法也会返回一个DOM 元

素的引用。可以将这个引用添加到文档中，也可以对其加以增强。但是，由于

这样的用法要求使用浏览器检测，因此我们建议只在需要避开IE 及更早版本中

上述某个问题的情况下使用。其他浏览器都不支持这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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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元素的子节点 

元素可以有任意数目的子节点和后代节点，因为元素可以是其他元素的子

节点。元素的childNodes 属性中包含了它的所有子节点，这些子节点有可能是

元素、文本节点、注释或处理指令。不同浏览器在看待这些节点方面存在显著

的不同，以下面的代码为例。 

<ul id="myList"> 

<li>Item 1</li> 

<li>Item 2</li> 

<li>Item 3</li> 

</ul > 

如果是IE 来解析这些代码，那么<ul>元素会有3 个子节点，分别是3 个

<li>元素。但如果是在其他浏览器中，<ul>元素都会有7 个元素，包括3 个

<li>元素和4 个文本节点（表示<li>元素之间的空白符）。如果像下面这样将

元素间的空白符删除，那么所有浏览器都会返回相同数目的子节点。 

<ul id="myList"><li>Item 1</li><li>Item 2</li><li>Item 3</li></

ul> 

对于这段代码，<ul>元素在任何浏览器中都会包含3 个子节点。如果需要

通过childNodes 属性遍历子节点，那么一定不要忘记浏览器间的这一差别。这

意味着在执行某项操作以前，通常都要先检查一下nodeTpye 属性，如下面的例

子所示。 

for (var i=0, len=element.childNodes.length; i < len; i++){ 

    if (element.childNodes[i].nodeTyp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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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某些操作 

    } 

} 

这个例子会循环遍历特定元素的每一个子节点，然后只在子节点的

nodeType 等于1（表示是元素节点）的情况下，才会执行某些操作。 

如果想通过某个特定的标签名取得子节点或后代节点该怎么办呢？实际

上，元素也支持getElementsByTagName()方法。在通过元素调用这个方法时，

除了搜索起点是当前元素之外，其他方面都跟通过document 调用这个方法相

同，因此结果只会返回当前元素的后代。例如，要想取得前面<ul>元素中包含

的所有<li>元素，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var ul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List"); 

var items = ul.getElementsByTagName("li"); 

要注意的是，这里<ul>的后代中只包含直接子元素。不过，如果它包含更

多层次的后代元素，那么各个层次中包含的<li>元素也都会返回。 

6.5.1.4 Text 类型 

文本节点由Text 类型表示，包含的是可以照字面解释的纯文本内容。纯文

本中可以包含转义后的HTML 字符，但不能包含HTML 代码。Text 节点具有以下

特征： 

 nodeType 的值为3； 

 nodeName 的值为"#text"； 

 nodeValue 的值为节点所包含的文本； 

 parentNode 是一个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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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没有）子节点。 

可以通过nodeValue 属性或data 属性访问Text 节点中包含的文本，这两

个属性中包含的值相同。对nodeValue 的修改也会通过data 反映出来，反之亦

然。使用下列方法可以操作节点中的文本。 

 appendData(text)：将text 添加到节点的末尾。 

 deleteData(offset, count)：从offset 指定的位置开始删除count 

个字符。 

 insertData(offset, text)：在offset 指定的位置插入text。 

 replaceData(offset, count, text)：用text 替换从offset 指定的

位置开始到offset+count 为止处的文本。 

 splitText(offset)：从offset 指定的位置将当前文本节点分成两个

文本节点。 

 substringData(offset, count)：提取从offset 指定的位置开始到

offset+count 为止处的字符串。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文本节点还有一个length 属性，保存着节点中字符的

数目。而且，nodeValue.length 和data.length 中也保存着同样的值。 

在默认情况下，每个可以包含内容的元素最多只能有一个文本节点，而且

必须确实有内容存在。来看几个例子。 

<!-- 没有内容，也就没有文本节点 --> 

<div></div> 

<!-- 有空格，因而有一个文本节点 --> 

<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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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内容，因而有一个文本节点 --> 

<div>Hello World!</div> 

上面代码给出的第一个<div>元素没有内容，因此也就不存在文本节点。开

始与结束标签之间只要存在内容，就会创建一个文本节点。因此，第二个<div>

元素中虽然只包含一个空格，但仍然有一个文本子节点；文本节点的nodeValue 

值是一个空格。第三个<div>也有一个文本节点，其nodeValue 的 

值为"Hello World!"。可以使用以下代码来访问这些文本子节点。 

var textNode = div.firstChild; //或者 div.childNodes[0] 

在取得了文本节点的引用后，就可以像下面这样来修改它了。 

 

如果这个文本节点当前存在于文档树中，那么修改文本节点的结果就会立

即得到反映。另外，在修改文本节点时还要注意，此时的字符串会经过HTML

（或XML，取决于文档类型）编码。换句话说，小于号、大于号或引号都会像下

面的例子一样被转义。 

 

应该说，这是在向DOM 文档中插入文本之前，先对其进行HTML 编码的一种

有效方式。 

在 IE8、Firefox、Safari、Chrome 和 Opera 中，可以通过脚本访问 Tex

t 类型的构造函数和原型。 

1. 创建文本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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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document.createTextNode()创建新文本节点，这个方法接受一个

参数——要插入节点中的文本。与设置已有文本节点的值一样，作为参数的文

本也将按照HTML 或XML 的格式进行编码。 

var textNode = document.createTextNode("<strong>Hello</strong> 

world!"); 

在创建新文本节点的同时，也会为其设置ownerDocument 属性。不过，除

非把新节点添加到文档树中已经存在的节点中，否则我们不会在浏览器窗口中

看到新节点。下面的代码会创建一个<div>元素并向其中添加一条消息。 

 

这个例子创建了一个新<div>元素并为它指定了值为"message"的class 特

性。然后，又创建了一个文本节点，并将其添加到前面创建的元素中。最后一

步，就是将这个元素添加到了文档的<body>元素中，这样就可以在浏览器中看

到新创建的元素和文本节点了。 

一般情况下，每个元素只有一个文本子节点。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

包含多个文本子节点，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如果两个文本节点是相邻的同胞节点，那么这两个节点中的文本就会连起

来显示，中间不会有空格。 

2. 规范化文本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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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 文档中存在相邻的同胞文本节点很容易导致混乱，因为分不清哪个文

本节点表示哪个字符串。 

另外，DOM 文档中出现相邻文本节点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于是就催生了一

个能够将相邻文本节点合并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由Node 类型定义的（因而在所

有节点类型中都存在），名叫normalize()。如果在一个包含两个或多个文本节

点的父元素上调用normalize()方法，则会将所有文本节点合并成一个节点，结

果节点的nodeValue 等于将合并前每个文本节点的nodeValue 值拼接起来的

值。来看一个例子。 

 

浏览器在解析文档时永远不会创建相邻的文本节点。这种情况只会作为执

行DOM操作的结果出现。 

在某些情况下，执行 normalize()方法会导致 IE6 崩溃。不过，在 IE6 

后来的补丁中，可能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未经证实）。IE7 及更高版本中

不存在这个问题。 

3. 分割文本节点 

Text 类型提供了一个作用与normalize()相反的方法：splitText()。这个

方法会将一个文本节点分成两个文本节点，即按照指定的位置分割nodeValue 

值。原来的文本节点将包含从开始到指定位置之前的内容，新文本节点将包含

剩下的文本。这个方法会返回一个新文本节点，该节点与原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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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包含"Hello world!"的文本节点被分割为两个文本节点，

从位置5 开始。位置5是"Hello"和"world!"之间的空格，因此原来的文本节点

将包含字符串"Hello"，而新文本节点将包含文本"world!"（包含空格）。 

分割文本节点是从文本节点中提取数据的一种常用DOM 解析技术。 

6.5.1.5 Comment 类型 

注释在DOM中是通过Comment 类型来表示的。Comment 节点具有下列特征： 

 nodeType 的值为8； 

 nodeName 的值为"#comment"； 

 nodeValue 的值是注释的内容； 

 parentNode 可能是Document 或Element； 

 不支持（没有）子节点。 

Comment 类型与Text 类型继承自相同的基类，因此它拥有除splitText()

之外的所有字符串操作方法。与Text 类型相似，也可以通过nodeValue 或data 

属性来取得注释的内容。 

注释节点可以通过其父节点来访问，以下面的代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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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注释节点是<div>元素的一个子节点，因此可以通过下面的代码来访

问它。 

 

另外，使用document.createComment()并为其传递注释文本也可以创建注

释节点，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comment = document.createComment("A comment "); 

显然，开发人员很少会创建和访问注释节点，因为注释节点对算法鲜有影

响。此外，浏览器也不会识别位于</html>标签后面的注释。如果要访问注释节

点，一定要保证它们是<html>元素的后代（即位于<html>和</html>之间）。 

在 Firefox、Safari、Chrome 和 Opera 中，可以访问 Comment 类型的构

造函数和原型。在 IE8 中， 注释节点被视作标签名为"!" 的元素。也就是

说， 使用 getElementsByTagName()可以取得注释节点。尽管 IE9 没有把注

释当成元素，但它仍然通过一个名为 HTMLCommentElement 的构造函数来表示

注释。 

6.5.1.6 CDATASection 类型 

CDATASection 类型只针对基于XML 的文档，表示的是CDATA 区域。与

Comment 类似，CDATASection 类型继承自Text 类型，因此拥有除splitText()

之外的所有字符串操作方法。 

CDATASection 节点具有下列特征： 

 nodeType 的值为4； 

 nodeName 的值为"#cdata-section"； 

 nodeValue 的值是CDATA 区域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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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entNode 可能是Document 或Element； 

 不支持（没有）子节点。 

CDATA 区域只会出现在XML 文档中，因此多数浏览器都会把CDATA 区域错

误地解析为Comment或Element。以下面的代码为例： 

<div id="myDiv"><![CDATA[This is some content.]]></div> 

这个例子中的<div>元素应该包含一个CDATASection 节点。可是，四大主

流浏览器无一能够这样解析它。即使对于有效的XHTML 页面，浏览器也没有正

确地支持嵌入的CDATA 区域。 

在真正的XML 文档中，可以使用document.createCDataSection()来创建

CDATA 区域，只需为其传入节点的内容即可。 

在 Firefox、Safari、Chrome 和 Opera 中，可以访问 CDATASection 类

型的构造函数和原型。IE9 及之前版本不支持这个类型。 

6.5.1.7  DocumentType 类型 

DocumentType 类型在Web 浏览器中并不常用，仅有Firefox、Safari 和

Opera 支持它（Chrome 4.0 也支持DocumentType 类型。）。Document-Type包

含着与文档的doctype 有关的所有信息，它具有下列特征： 

 nodeType 的值为10； 

 nodeName 的值为doctype 的名称； 

 nodeValue 的值为null； 

 parentNode 是Document； 

 不支持（没有）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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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OM1 级中，DocumentType 对象不能动态创建，而只能通过解析文档代

码的方式来创建。支持它的浏览器会把DocumentType 对象保存在

document.doctype 中。DOM1 级描述了DocumentType 对象的3 个属性：name、

entities 和notations。其中，name 表示文档类型的名称；entities 是由文

档类型描述的实体的NamedNodeMap 对象；notations 是由文档类型描述的符号

的NamedNodeMap 对象。通常，浏览器中的文档使用的都是HTML 或XHTML 文档

类型，因而entities和notations 都是空列表（列表中的项来自行内文档类型

声明）。但不管怎样，只有name 属性是有用的。这个属性中保存的是文档类型

的名称，也就是出现在<!DOCTYPE 之后的文本。以下面严格型HTML4.01 的文档

类型声明为例：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HTML 4.01//EN" 

"http://www.w3.org/TR/html4/strict.dtd"> 

DocumentType 的name 属性中保存的就是"HTML"： 

alert(document.doctype.name); //"HTML" 

IE 及更早版本不支持DocumentType，因此document.doctype 的值始终都

等于null。可是，这些浏览器会把文档类型声明错误地解释为注释， 并且为它

创建一个注释节点。IE9 会给document.doctype 赋正确的对象，但仍然不支持

访问DocumentType 类型。 

6.5.1.8 DocumentFragment 类型 

在所有节点类型中，只有DocumentFragment 在文档中没有对应的标记。

DOM 规定文档片段（document fragment）是一种“轻量级”的文档，可以包含

和控制节点，但不会像完整的文档那样占用额外的资源。DocumentFragment 节

点具有下列特征： 

 nodeType 的值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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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Name 的值为"#document-fragment"； 

 nodeValue 的值为null； 

 parentNode 的值为null； 

 子节点可以是Element、ProcessingInstruction、Comment、Text、

CDATASection 或EntityReference。 

虽然不能把文档片段直接添加到文档中，但可以将它作为一个“仓库”来

使用，即可以在里面保存将来可能会添加到文档中的节点。要创建文档片段，

可以使用document.createDocumentFragment()方法，如下所示： 

var fragment = document.createDocumentFragment(); 

文档片段继承了Node 的所有方法，通常用于执行那些针对文档的DOM操

作。如果将文档中的节点添加到文档片段中，就会从文档树中移除该节点，也

不会从浏览器中再看到该节点。添加到文档片段中的新节点同样也不属于文档

树。可以通过appendChild()或insertBefore()将文档片段中内容添加到文档

中。在将文档片段作为参数传递给这两个方法时，实际上只会将文档片段的所

有子节点添加到相应位置上；文档片段本身永远不会成为文档树的一部分。来

看下面的HTML 示例代码： 

<ul id="myList"></ul> 

假设我们想为这个<ul>元素添加3 个列表项。如果逐个地添加列表项，将

会导致浏览器反复渲染（呈现）新信息。为避免这个问题，可以像下面这样使

用一个文档片段来保存创建的列表项，然后再一次性将它们添加到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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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先创建一个文档片段并取得了对<ul>元素的引用。然

后，通过for 循环创建3 个列表项，并通过文本表示它们的顺序。为此，需要

分别创建<li>元素、创建文本节点，再把文本节点添加到<li>元素。接着使用

appendChild()将<li>元素添加到文档片段中。循环结束后，再调用

appendChild()并传入文档片段，将所有列表项添加到<ul>元素中。此时，文档

片段的所有子节点都被删除并转移到了<ul>元素中。 

6.5.1.9 Attr 类型 

元素的特性在DOM 中以Attr 类型来表示。在所有浏览器中（包括IE8），

都可以访问Attr 类型的构造函数和原型。从技术角度讲，特性就是存在于元素

的attributes 属性中的节点。特性节点具有下列特征： 

 nodeType 的值为2； 

 nodeName 的值是特性的名称； 

 nodeValue 的值是特性的值； 

 parentNode 的值为null； 

 在HTML 中不支持（没有）子节点； 

 在XML 中子节点可以是Text 或EntityReference。 

尽管它们也是节点，但特性却不被认为是DOM 文档树的一部分。开发人员

最常使用的是getAttribute()、setAttribute()和remveAttribute()方法，很

少直接引用特性节点。 

Attr 对象有3 个属性：name、value 和specified。其中，name 是特性名

称（与nodeName 的值相同），value 是特性的值（与nodeValue 的值相同），

而specified 是一个布尔值，用以区别特性是在代码中指定的，还是默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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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ocument.createAttribute()并传入特性的名称可以创建新的特性节

点。例如，要为元素添加align 特性，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这个例子创建了一个新的特性节点。由于在调用createAttribute()时已经

为name 属性赋了值，所以后面就不必给它赋值了。之后，又把value 属性的值

设置为"left"。为了将新创建的特性添加到元素中，必须使用元素的

setAttributeNode()方法。添加特性之后，可以通过下列任何方式访问该特

性：attributes 属性、getAttributeNode()方法以及getAttribute()方法。其

中，attributes和getAttributeNode()都会返回对应特性的Attr 节点，而

getAttribute()则只返回特性的值。 

我们并不建议直接访问特性节点。实际上，使用 getAttribute()、setAt

tribute()和 removeAttribute()方法远比操作特性节点更为方便。 

6.5.2 DOM 操作技术 

很多时候，DOM 操作都比较简明，因此用JavaScript 生成那些通常原本是

用HTML 代码生成的内容并不麻烦。不过，也有一些时候，操作DOM 并不像表面

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由于浏览器中充斥着隐藏的陷阱和不兼容问题，用

JavaScript 代码处理DOM 的某些部分要比处理其他部分更复杂一些。 

1.动态脚本 

使用<script>元素可以向页面中插入JavaScript 代码，一种方式是通过其

src 特性包含外部文件，另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元素本身来包含代码。而这一

节要讨论的动态脚本，指的是在页面加载时不存在，但将来的某一时刻通过修

改DOM 动态添加的脚本。跟操作HTML 元素一样，创建动态脚本也有两种方式：

插入外部文件和直接插入JavaScript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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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加载的外部JavaScript 文件能够立即运行，比如下面的<script>元

素：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lient.js"></script> 

这个<script>元素包含了客户端检测脚本。而创建这个节点的DOM 代码如

下所示：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type = "text/javascript"; 

script.src = "client.js"; 

document.body.appendChild(script); 

显然，这里的DOM 代码如实反映了相应的HTML 代码。不过，在执行最后一

行代码把<script>元素添加到页面中之前，是不会下载外部文件的。也可以把

这个元素添加到<head>元素中，效果相同。 

整个过程可以使用下面的函数来封装： 

function loadScript(url){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type = "text/javascript"; 

    script.src = url; 

    document.body.appendChild(script); 

} 

然后，就可以通过调用这个函数来加载外部的JavaScript 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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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Script("client.js"); 

加载完成后，就可以在页面中的其他地方使用这个脚本了。问题只有一

个：怎么知道脚本加载完成呢？遗憾的是，并没有什么标准方式来探知这一

点。不过，与此相关的一些事件倒是可以派上用场，但要取决于所用的浏览

器。 

另一种指定JavaScript 代码的方式是行内方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sayHi(){ 

        alert("hi"); 

    } 

</script> 

从逻辑上讲，下面的DOM代码是有效的：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type = "text/javascript"; 

script.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function sayHi(){al

ert('hi');}")); 

document.body.appendChild(script); 

在Firefox、Safari、Chrome 和Opera 中，这些DOM 代码可以正常运行。

但在IE 中，则会导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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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将<script>视为一个特殊的元素，不允许DOM 访问其子节点。不过，可

以使用<script>元素的text 属性来指定JavaScript 代码，像下面的例子这

样： 

 

经过这样修改之后的代码可以在IE、Firefox、Opera 和Safari 3 及之后

版本中运行。Safari 3.0 之前的版本虽然不能正确地支持text 属性，但却允

许使用文本节点技术来指定代码。如果需要兼容早期版本的Safari，可以使用

下列代码：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type = "text/javascript"; 

var code = "function sayHi(){alert('hi');}"; 

try { 

    script.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code")); 

} catch (ex){ 

    script.text = "code"; 

} 

document.body.appendChild(script); 

这里，首先尝试标准的DOM 文本节点方法，因为除了IE（在IE 中会导致抛

出错误），所有浏览器都支持这种方式。如果这行代码抛出了错误，那么说明

是IE，于是就必须使用text 属性了。整个过程可以用以下函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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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调用这个函数的示例： 

 

以这种方式加载的代码会在全局作用域中执行，而且当脚本执行后将立即

可用。实际上，这样执行代码与在全局作用域中把相同的字符串传递给eval()

是一样的。 

2. 动态样式 

能够把CSS 样式包含到HTML 页面中的元素有两个。其中，<link>元素用于

包含来自外部的文件，而<style>元素用于指定嵌入的样式。与动态脚本类似，

所谓动态样式是指在页面刚加载时不存在的样式；动态样式是在页面加载完成

后动态添加到页面中的。我们以下面这个典型的<link>元素为例：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tyles.css"> 

使用DOM 代码可以很容易地动态创建出这个元素： 

var link = document.createElement("link"); 

link.rel = "stylesheet"; 

link.type = "text/css"; 

link.href = "style.css"; 

var head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 

head.appendChil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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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在所有主流浏览器中都可以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将

<link>元素添加到<head>而不是<body>元素，才能保证在所有浏览器中的行为

一致。整个过程可以用以下函数来表示： 

function loadStyles(url){ 

    var link = document.createElement("link"); 

    link.rel = "stylesheet"; 

    link.type = "text/css"; 

    link.href = url; 

    var head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 

    head.appendChild(link); 

} 

调用loadStyles()函数的代码如下所示： 

loadStyles("styles.css"); 

加载外部样式文件的过程是异步的，也就是加载样式与执行JavaScript 代

码的过程没有固定的次序。 

一般来说，知不知道样式已经加载完成并不重要；不过，也存在几种利用

事件来检测这个过程是否完成的技术。 

另一种定义样式的方式是使用<style>元素来包含嵌入式CSS，如下所示： 

<style type="text/css"> 

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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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red; 

} 

</style> 

按照相同的逻辑，下列DOM 代码应该是有效的： 

 

以上代码可以在Firefox、Safari、Chrome 和Opera 中运行，在IE 中则会

报错。IE 将<style>视为一个特殊的、与<script>类似的节点，不允许访问其

子节点。事实上，IE 此时抛出的错误与向<script>元素添加子节点时抛出的错

误相同。解决IE 中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访问元素的styleSheet 属性，该属

性又有一个cssText 属性，可以接受CSS 代码，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style = document.createElement("style"); 

style.type = "text/css"; 

try{ 

    style.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body{background-

color:red}")); 

} catch (ex){ 

    style.styleSheet.cssText = "body{background-color:red}"; 

} 

var head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 

head.appendChild(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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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态添加嵌入式脚本类似，重写后的代码使用了try-catch 语句来捕获

IE 抛出的错误，然后再使用针对IE 的特殊方式来设置样式。因此，通用的解

决方案如下。 

 

 

调用这个函数的示例如下： 

loadStyleString("body{background-color:red}"); 

这种方式会实时地向页面中添加样式，因此能够马上看到变化。 

如果专门针对 IE 编写代码，务必小心使用 styleSheet.cssText 属性。

在重用同一个<style>元素并再次设置这个属性时，有可能会导致浏览器崩

溃。同样，将 cssText 属性设置为空字符串也可能导致浏览器崩溃。我们希

望 IE 中的这个 bug 能够在将来被修复。 

3. 操作表格 

<table>元素是HTML 中最复杂的结构之一。要想创建表格，一般都必须涉

及表示表格行、单元格、表头等方面的标签。由于涉及的标签多，因而使用核

心DOM 方法创建和修改表格往往都免不了要编写大量的代码。假设我们要使用

DOM 来创建下面的HTML 表格。 

<table border="1" width="100%"> 

    <tbody>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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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Cell 1,1</td> 

            <td>Cell 2,1</td> 

        </tr> 

        <tr> 

            <td>Cell 1,2</td> 

            <td>Cell 2,2</td> 

        </tr> 

    </tbody> 

</table> 

要使用核心DOM方法创建这些元素，得需要像下面这么多的代码： 

//创建 table 

var table = document.createElement("table"); 

table.border = 1; 

table.width = "100%"; 

//创建 tbody 

var tbody = document.createElement("tbody"); 

table.appendChild(tbody); 

//创建第一行 

var row1 = document.createElement("tr"); 

tbody.appendChild(row1); 

var cell1_1 = document.createElement("td"); 

cell1_1.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Cell 1,1")); 

row1.appendChild(cell1_1); 

var cell2_1 = document.createElement("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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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2_1.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Cell 2,1")); 

row1.appendChild(cell2_1); 

//创建第二行 

var row2 = document.createElement("tr"); 

tbody.appendChild(row2); 

var cell1_2 = document.createElement("td"); 

cell1_2.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Cell 1,2")); 

row2.appendChild(cell1_2); 

var cell2_2= document.createElement("td"); 

cell2_2.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Cell 2,2")); 

row2.appendChild(cell2_2); 

//将表格添加到文档主体中 

document.body.appendChild(table); 

显然，DOM代码很长，还有点不太好懂。为了方便构建表格，HTML DOM 还

为<table>、<tbody>和<tr>元素添加了一些属性和方法。 

为<table>元素添加的属性和方法如下。 

 caption：保存着对<caption>元素（如果有）的指针。 

 tBodies：是一个<tbody>元素的HTMLCollection。 

 tFoot：保存着对<tfoot>元素（如果有）的指针。 

 tHead：保存着对<thead>元素（如果有）的指针。 

 rows：是一个表格中所有行的HTMLCollection。 

 createTHead()：创建<thead>元素，将其放到表格中，返回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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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TFoot()：创建<tfoot>元素，将其放到表格中，返回引用。 

 createCaption()：创建<caption>元素，将其放到表格中，返回引

用。 

 deleteTHead()：删除<thead>元素。 

 deleteTFoot()：删除<tfoot>元素。 

 deleteCaption()：删除<caption>元素。 

 deleteRow(pos)：删除指定位置的行。 

 insertRow(pos)：向rows 集合中的指定位置插入一行。 

为<tbody>元素添加的属性和方法如下。 

 rows：保存着<tbody>元素中行的HTMLCollection。 

 deleteRow(pos)：删除指定位置的行。 

 insertRow(pos)：向rows 集合中的指定位置插入一行，返回对新插入

行的引用。 

为<tr>元素添加的属性和方法如下。 

 cells：保存着<tr>元素中单元格的HTMLCollection。 

 deleteCell(pos)：删除指定位置的单元格。 

 insertCell(pos)：向cells 集合中的指定位置插入一个单元格，返回

对新插入单元格的引用。 

使用这些属性和方法，可以极大地减少创建表格所需的代码数量。例如，

使用这些属性和方法可以将前面的代码重写如下（加阴影的部分是重写后的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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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table 

var table = document.createElement("table"); 

table.border = 1; 

table.width = "100%"; 

//创建 tbody 

var tbody = document.createElement("tbody"); 

table.appendChild(tbody); 

//创建第一行 

tbody.insertRow(0); 

tbody.rows[0].insertCell(0); 

tbody.rows[0].cells[0].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Cel

l 1,1")); 

tbody.rows[0].insertCell(1); 

tbody.rows[0].cells[1].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Cel

l 2,1")); 

//创建第二行 

tbody.insertRow(1); 

tbody.rows[1].insertCell(0); 

tbody.rows[1].cells[0].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Cel

l 1,2")); 

tbody.rows[1].insertCell(1); 

tbody.rows[1].cells[1].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Cel

l 2,2")); 

//将表格添加到文档主体中 

document.body.appendChild(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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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代码中，创建<table>和<tbody>的代码没有变化。不同的是创建

两行的部分，其中使用了HTML DOM 定义的表格属性和方法。在创建第一行时，

通过<tbody>元素调用了insertRow()方法，传入了参数0——表示应该将插入的

行放在什么位置上。执行这一行代码后，就会自动创建一行并将其插入到

<tbody>元素的位置0 上，因此就可以马上通过tbody.rows[0]来引用新插入的

行。 

创建单元格的方式也十分相似，即通过<tr>元素调用insertCell()方法并

传入放置单元格的位置。然后，就可以通过tbody.rows[0].cells[0]来引用新

插入的单元格，因为新创建的单元格被插入到了这一行的位置0 上。 

总之，使用这些属性和方法创建表格的逻辑性更强，也更容易看懂，尽管

技术上这两套代码都是正确的。 

4. 使用NodeList 

理解NodeList 及其“近亲”NamedNodeMap 和HTMLCollection，是从整体

上透彻理解DOM的关键所在。这三个集合都是“动态的”；换句话说，每当文档

结构发生变化时，它们都会得到更新。因此，它们始终都会保存着最新、最准

确的信息。从本质上说，所有NodeList 对象都是在访问DOM文档时实时运行的

查询。例如，下列代码会导致无限循环： 

var div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div"), 

i, 

div; 

for (i=0; i < divs.length; i++){ 

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document.body.appendChild(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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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代码会取得文档中所有<div>元素的HTMLCollection。由于这个集合

是“动态的”，因此只要有新<div>元素被添加到页面中，这个元素也会被添加

到该集合中。浏览器不会将创建的所有集合都保存在一个列表中，而是在下一

次访问集合时再更新集合。结果，在遇到上例中所示的循环代码时，就会导致

一个有趣的问题。每次循环都要对条件i < divs.length 求值，意味着会运行

取得所有<div>元素的查询。考虑到循环体每次都会创建一个新<div>元素并将

其添加到文档中，因此divs.length 的值在每次循环后都会递增。既然i 和

divs.length 每次都会同时递增，结果它们的值永远也不会相等。 

如果想要迭代一个NodeList，最好是使用length 属性初始化第二个变量，

然后将迭代器与该变量进行比较，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div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div"), 

i, 

len, 

div; 

for (i=0, len=divs.length; i < len; i++){ 

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document.body.appendChild(div); 

} 

这个例子中初始化了第二个变量len。由于len 中保存着对divs.length 在

循环开始时的一个快照，因此就会避免上一个例子中出现的无限循环问题。在

本章演示迭代NodeList 对象的例子中，使用的都是这种更为保险的方式。 

一般来说，应该尽量减少访问NodeList 的次数。因为每次访问NodeList，

都会运行一次基于文档的查询。所以，可以考虑将从NodeList 中取得的值缓存

起来。 

6.5.3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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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TML 中定义样式的方式有3 种：通过<link/>元素包含外部样式表文

件、使用<style/>元素定义嵌入式样式，以及使用style 特性定义针对特定元

素的样式。“DOM2 级样式”模块围绕这3 种应用样式的机制提供了一套API。

要确定浏览器是否支持DOM2 级定义的CSS 能力，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var supportsDOM2CSS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CSS",

 "2.0"); 

var supportsDOM2CSS2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CSS2

", "2.0"); 

6.5.3.1 访问元素的样式 

任何支持style 特性的HTML 元素在JavaScript 中都有一个对应的style 

属性。这个style 对象是CSSStyleDeclaration 的实例，包含着通过HTML 的

style 特性指定的所有样式信息，但不包含与外部样式表或嵌入样式表经层叠

而来的样式。在style 特性中指定的任何CSS 属性都将表现为这个style 对象

的相应属性。对于使用短划线（分隔不同的词汇，例如background-image）的

CSS 属性名，必须将其转换成驼峰大小写形式，才能通过JavaScript 来访问。

下表列出了几个常见的CSS 属性及其在style 对象中对应的属性名。 

 

多数情况下，都可以通过简单地转换属性名的格式来实现转换。其中一个

不能直接转换的CSS 属性就是float。由于float 是JavaScript 中的保留字，

因此不能用作属性名。“DOM2 级样式”规范规定样式对象上相应的属性名应该

是cssFloat；Firefox、Safari、Opera 和Chrome 都支持这个属性，而IE支持

的则是styleFloat。 

只要取得一个有效的DOM元素的引用，就可以随时使用JavaScript 为其设

置样式。以下是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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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my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Div"); 

//设置背景颜色 

myDiv.style.backgroundColor = "red"; 

//改变大小 

myDiv.style.width = "100px"; 

myDiv.style.height = "200px"; 

//指定边框 

myDiv.style.border = "1px solid black"; 

在以这种方式改变样式时，元素的外观会自动被更新。 

在标准模式下，所有度量值都必须指定一个度量单位。在混杂模式下，

可以将 style.width 设置为"20"，浏览器会假设它是"20px"；但在标准模式

下，将 style.width 设置为"20"会导致被忽略——因为没有度量单位。在实

践中，最好始终都指定度量单位。 

通过style 对象同样可以取得在style 特性中指定的样式。以下面的HTML 

代码为例。 

<div id="myDiv" style="background-color:blue; width:10px; heigh

t:25px"></div> 

在style 特性中指定的样式信息可以通过下列代码取得。 

alert(myDiv.style.backgroundColor); //"blue" 

alert(myDiv.style.width); //"10px" 

alert(myDiv.style.height); //"2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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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为元素设置style 特性，那么style 对象中可能会包含一些默认

的值，但这些值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该元素的样式信息。 

1. DOM 样式属性和方法 

“DOM2级样式”规范还为style 对象定义了一些属性和方法。这些属性和

方法在提供元素的style特性值的同时，也可以修改样式。下面列出了这些属性

和方法。 

 cssText：如前所述，通过它能够访问到style 特性中的CSS 代码。 

 length：应用给元素的CSS 属性的数量。 

 parentRule：表示CSS 信息的CSSRule 对象。本节后面将讨论CSSRule 

类型。 

 getPropertyCSSValue(propertyName)：返回包含给定属性值的

CSSValue 对象。 

 getPropertyPriority(propertyName)：如果给定的属性使用

了!important 设置，则返回 

 "important"；否则，返回空字符串。 

 getPropertyValue(propertyName)：返回给定属性的字符串值。 

 item(index)：返回给定位置的CSS 属性的名称。 

 removeProperty(propertyName)：从样式中删除给定属性。 

 setProperty(propertyName,value,priority)：将给定属性设置为相

应的值，并加上优先权标志（"important"或者一个空字符串）。 

通过cssText 属性可以访问style 特性中的CSS代码。在读取模式下，

cssText 返回浏览器对style特性中CSS 代码的内部表示。在写入模式下，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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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Text 的值会重写整个style 特性的值；也就是说，以前通过style 特性指

定的样式信息都将丢失。例如，如果通过style 特性为元素设置了边框，然后

再以不包含边框的规则重写cssText，那么就会抹去元素上的边框。下面是使用

cssText 属性的一个例子。 

myDiv.style.cssText = "width: 25px; height: 100px; background-c

olor: green"; 

alert(myDiv.style.cssText); 

设置cssText 是为元素应用多项变化最快捷的方式，因为可以一次性地应

用所有变化。 

设计length 属性的目的，就是将其与item()方法配套使用，以便迭代在元

素中定义的CSS 属性。在使用length 和item()时，style 对象实际上就相当于

一个集合，都可以使用方括号语法来代替item()来取得给定位置的CSS 属性，

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for (var i=0, len=myDiv.style.length; i < len; i++){ 

alert(myDiv.style[i]); //或者 myDiv.style.item(i) 

} 

无论是使用方括号语法还是使用item()方法，都可以取得CSS 属性名

（"background-color"， 

不是"backgroundColor"）。然后，就可以在getPropertyValue()中使用取

得的属性名进一步取得属性的值，如下所示。 

var prop, value, i, len; 

for (i=0, len=myDiv.style.length; i < le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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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 = myDiv.style[i]; //或者 myDiv.style.item(i) 

value = myDiv.style.getPropertyValue(prop); 

alert(prop + " : " + value); 

} 

getPropertyValue()方法取得的始终都是CSS 属性值的字符串表示。如果

你需要更多信息，可以使用getPropertyCSSValue()方法，它返回一个包含两个

属性的CSSValue 对象，这两个属性分别是：cssText 和cssValueType。其中，

cssText 属性的值与getPropertyValue()返回的值相同，而cssValueType 属性

则是一个数值常量，表示值的类型：0 表示继承的值，1 表示基本的值，2 表

示值列表，3 表示自定义的值。以下代码既输出CSS 属性值，也输出值的类

型。 

 

在实际开发中，getPropertyCSSValue()使用得比getPropertyValue()少得

多。IE9+、Safarie3+以及Chrome 支持这个方法。Firefox 7 及之前版本也提

供这个访问，但调用总返回null。 

要从元素的样式中移除某个CSS 属性，需要使用removeProperty()方法。

使用这个方法移除一个属性，意味着将会为该属性应用默认的样式（从其他样

式表经层叠而来）。例如，要移除通过style特性设置的 border 属性，可以使

用下面的代码。 

myDiv.style.removeProperty("border"); 

在不确定某个给定的CSS 属性拥有什么默认值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这个

方法。只要移除相应的属性，就可以为元素应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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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说明，本节讨论的属性和方法都得到了 IE9+、Firefox、Safar

i、Opera 9+以及 Chrome 的支持。 

2. 计算的样式 

虽然style 对象能够提供支持style 特性的任何元素的样式信息，但它不

包含那些从其他样式表层叠而来并影响到当前元素的样式信息。“DOM2 级样

式”增强了document.defaultView，提供了getComputedStyle()方法。这个方

法接受两个参数：要取得计算样式的元素和一个伪元素字符串（例如

":after"）。如果不需要伪元素信息，第二个参数可以是null。

etComputedStyle()方法返回一个CSSStyleDeclaration 对象（与style 属性的

类型相同），其中包含当前元素的所有计算的样式。以下面这个HTML 页面为

例。 

 

应用给这个例子中<div>元素的样式一方面来自嵌入式样式表（<style>元

素中的样式），另一方面来自其style 特性。但是，style 特性中设置了

backgroundColor 和border，没有设置width和height，后者是通过样式表规则

应用的。以下代码可以取得这个元素计算后的样式。 

 

在这个元素计算后的样式中，背景颜色的值是"red"，宽度值是"100px"，

高度值是"200px"。我们注意到，背景颜色不是"blue"，因为这个样式在自身的

style 特性中已经被覆盖了。边框属性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返回样式表中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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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 规则（Opera 会返回，但其他浏览器不会）。存在这个差别的原因是不

同浏览器解释综合（rollup）属性（如border）的方式不同，因为设置这种属

性实际上会涉及很多其他属性。在设置border 时， 实际上是设置了四个边的

边框宽度、颜色、样式属性（ border-left-width 、border-top-color 、

border-bottom-style ， 等等）。因此， 即使computedStyle.border 不会在

所有浏览器中都返回值，但computedStyle.borderLeftWidth 会返回值。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有些浏览器支持这种功能，但表示值的方式可能会

有所区别。例如，Firefox 和 Safari 会将所有颜色转换成 RGB 格式（例如

红色是 rgb(255,0,0)）。因此，在使用 getComputedStyle()方法时，最好多

在几种浏览器中测试一下。 

IE 不支持getComputedStyle()方法，但它有一种类似的概念。在IE 中，

每个具有style 属性的元素还有一个currentStyle 属性。这个属性是

CSSStyleDeclaration 的实例，包含当前元素全部计算后的样式。取得这些样

式的方式也差不多，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与DOM 版本的方式一样，IE 也没有返回border 样式，因为这是一个综合

属性。 

无论在哪个浏览器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记住所有计算的样式都是只读

的；不能修改计算后样式对象中的CSS 属性。此外，计算后的样式也包含属于

浏览器内部样式表的样式信息，因此任何具有默认值的CSS 属性都会表现在计

算后的样式中。例如，所有浏览器中的visibility 属性都有一个默认值，但这

个值会因实现而异。在默认情况下，有的浏览器将visibility 属性设置为

"visible"，而有的浏览器则将其设置为"inherit"。换句话说，不能指望某个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347                                 

 

CSS 属性的默认值在不同浏览器中是相同的。如果你需要元素具有某个特定的

默认值，应该手工在样式表中指定该值。 

6.5.3.2 操作样式表 

CSSStyleSheet 类型表示的是样式表，包括通过<link>元素包含的样式表

和在<style>元素中定义的样式表。有读者可能记得，这两个元素本身分别是由

HTMLLinkElement 和HTMLStyleElement 类型表示的。但是，CSSStyleSheet 类

型相对更加通用一些，它只表示样式表，而不管这些样式表在HTML中是如何定

义的。此外，上述两个针对元素的类型允许修改HTML 特性，但CSSStyleSheet 

对象则是一套只读的接口（有一个属性例外）。使用下面的代码可以确定浏览

器是否支持DOM2 级样式表。 

var supportsDOM2StyleSheets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StyleSheets", "2.0"); 

CSSStyleSheet 继承自StyleSheet，后者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接口来定义非

CSS 样式表。从StyleSheet 接口继承而来的属性如下。 

 disabled：表示样式表是否被禁用的布尔值。这个属性是可读/写的，

将这个值设置为 true 可以禁用样式表。 

 href：如果样式表是通过<link>包含的，则是样式表的URL；否则，是

null。 

 media：当前样式表支持的所有媒体类型的集合。与所有DOM 集合一

样，这个集合也有一个length 属性和一个item()方法。也可以使用方

括号语法取得集合中特定的项。如果集合是空列表，表示样式表适用

于所有媒体。在IE 中，media 是一个反映<link>和<style>元素media

特性值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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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erNode：指向拥有当前样式表的节点的指针，样式表可能是在HTML 

中通过<link>或<style/>引入的（在XML 中可能是通过处理指令引入

的）。如果当前样式表是其他样式表通过@import 导入的，则这个属

性值为null。IE 不支持这个属性。 

 parentStyleSheet：在当前样式表是通过@import 导入的情况下，这

个属性是一个指向导入它的样式表的指针。 

 title：ownerNode 中title 属性的值。 

 type：表示样式表类型的字符串。对CSS 样式表而言，这个字符串是

"type/css"。 

除了disabled 属性之外，其他属性都是只读的。在支持以上所有这些属性

的基础上，CSSStyleSheet 类型还支持下列属性和方法： 

 cssRules：样式表中包含的样式规则的集合。IE 不支持这个属性，但

有一个类似的rules 属性。 

 ownerRule：如果样式表是通过@import 导入的，这个属性就是一个指

针，指向表示导入的规则；否则，值为null。IE 不支持这个属性。 

 deleteRule(index)：删除cssRules 集合中指定位置的规则。IE 不支

持这个方法，但支持一个类似的removeRule()方法。 

 insertRule(rule,index)：向cssRules 集合中指定的位置插入rule 

字符串。IE 不支持这个方法，但支持一个类似的addRule()方法。 

应用于文档的所有样式表是通过document.styleSheets 集合来表示的。通

过这个集合的length属性可以获知文档中样式表的数量，而通过方括号语法或

item()方法可以访问每一个样式表。来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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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可以输出文档中使用的每一个样式表的href 属性（<style>元素

包含的样式表没有href 属性）。 

不同浏览器的document.styleSheets 返回的样式表也不同。所有浏览器都

会包含<style>元素和rel 特性被设置为"stylesheet"的<link>元素引入的样式

表。IE 和Opera 也包含rel 特性被设置为"alternate stylesheet"的<link>元

素引入的样式表。 

也可以直接通过<link>或<style>元素取得CSSStyleSheet 对象。DOM 规定

了一个包含CSSStyleSheet 对象的属性，名叫sheet；除了IE，其他浏览器都支

持这个属性。IE 支持的是styleSheet 属性。要想在不同浏览器中都能取得样

式表对象，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这里的getStyleSheet()返回的样式表对象与document.styleSheets 集合

中的样式表对象相同。 

1. CSS 规则 

CSSRule 对象表示样式表中的每一条规则。实际上，CSSRule 是一个供其

他多种类型继承的基类型，其中最常见的就是CSSStyleRule 类型，表示样式信

息（其他规则还有@import、@font-face、@page 和@charset，但这些规则很少

有必要通过脚本来访问）。CSSStyleRule 对象包含下列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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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sText：返回整条规则对应的文本。由于浏览器对样式表的内部处理

方式不同，返回的文本可能会与样式表中实际的文本不一样；Safari 

始终都会将文本转换成全部小写。IE 不支持这个属性。 

 parentRule：如果当前规则是导入的规则，这个属性引用的就是导入

规则；否则，这个值为null。IE 不支持这个属性。 

 parentStyleSheet：当前规则所属的样式表。IE 不支持这个属性。 

 selectorText：返回当前规则的选择符文本。由于浏览器对样式表的

内部处理方式不同，返回的文本可能会与样式表中实际的文本不一样

（例如，Safari 3 之前的版本始终会将文本转换成全部小写）。在

Firefox、Safari、Chrome 和IE 中这个属性是只读的。Opera 允许修

改selectorText。 

 style：一个CSSStyleDeclaration 对象，可以通过它设置和取得规则

中特定的样式值。 

 type：表示规则类型的常量值。对于样式规则，这个值是1。IE 不支

持这个属性。 

其中三个最常用的属性是cssText、selectorText 和style。cssText 属性

与style.cssText属性类似，但并不相同。前者包含选择符文本和围绕样式信息

的花括号，后者只包含样式信息（类似于元素的style.cssText）。此外，

cssText 是只读的，而style.cssText 也可以被重写。 

大多数情况下，仅使用style 属性就可以满足所有操作样式规则的需求

了。这个对象就像每个元素上的style 属性一样，可以通过它读取和修改规则

中的样式信息。以下面的CSS 规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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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这条规则位于页面中的第一个样式表中，而且这个样式表中只有这一

条样式规则，那么通过下列代码可以取得这条规则的各种信息。 

 

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像确定元素的行内样式信息一样，确定与规则相关的

样式信息。与使用元素的方式一样，在这种方式下也可以修改样式信息，如下

面的例子所示。 

 

必须要注意的是，以这种方式修改规则会影响页面中适用于该规则的所有

元素。换句话说，如果有两个带有box 类的<div>元素，那么这两个元素都会应

用修改后的样式。 

2. 创建规则 

DOM 规定，要向现有样式表中添加新规则，需要使用insertRule()方法。

这个方法接受两个参数：规则文本和表示在哪里插入规则的索引。下面是一个

例子。 

sheet.insertRule("body { background-color: silver }", 0); //DOM

 方法 

这个例子插入的规则会改变元素的背景颜色。插入的规则将成为样式表中

的第一条规则（插入到了位置0）——规则的次序在确定层叠之后应用到文档的

规则时至关重要。Firefox、Safari、Opera 和Chrome都支持insertRule()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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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8 及更早版本支持一个类似的方法，名叫addRule()，也接收两必选参

数：选择符文本和CSS样式信息；一个可选参数：插入规则的位置。在IE 中插

入与前面例子相同的规则，可使用如下代码。 

sheet.addRule("body", "background-color: silver", 0); //仅对 IE

 有效 

有关这个方法的规定中说，最多可以使用addRule()添加4 095 条样式规

则。超出这个上限的调用将会导致错误。 

要以跨浏览器的方式向样式表中插入规则，可以使用下面的函数。这个函

数接受4 个参数：要向其中添加规则的样式表以及与addRule()相同的3 个参

数，如下所示。 

 

下面是调用这个函数的示例代码。 

insertRule(document.styleSheets[0], "body", "background-color: 

silver", 0); 

虽然可以像这样来添加规则，但随着要添加规则的增多，这种方法就会变

得非常繁琐。因此，如果要添加的规则非常多，我们建议还是采用第10 章介绍

过的动态加载样式表的技术。 

3. 删除规则 

从样式表中删除规则的方法是deleteRule()，这个方法接受一个参数：要

删除的规则的位置。例如，要删除样式表中的第一条规则，可以使用以下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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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deleteRule(0); //DOM 方法 

IE 支持的类似方法叫removeRule()，使用方法相同，如下所示： 

sheet.removeRule(0); //仅对 IE 有效 

下面是一个能够跨浏览器删除规则的函数。第一个参数是要操作的样式

表，第二个参数是要删除的规则的索引。 

 

调用这个函数的方式如下。 

deleteRule(document.styleSheets[0], 0); 

与添加规则相似，删除规则也不是实际Web 开发中常见的做法。考虑到删

除规则可能会影响CSS层叠的效果，因此请大家慎重使用。 

6.5.3.3 元素大小 

本节介绍的属性和方法并不属于“DOM2 级样式”规范，但却与HTML 元素

的样式息息相关。DOM中没有规定如何确定页面中元素的大小。IE 为此率先引

入了一些属性，以便开发人员使用。目前，所有主要的浏览器都已经支持这些

属性。 

1. 偏移量 

首先要介绍的属性涉及偏移量（offset dimension），包括元素在屏幕上

占用的所有可见的空间。元素的可见大小由其高度、宽度决定，包括所有内边

距、滚动条和边框大小（注意，不包括外边距）。通过下列4 个属性可以取得

元素的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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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etHeight：元素在垂直方向上占用的空间大小，以像素计。包括

元素的高度、（可见的）水平滚动条的高度、上边框高度和下边框高

度。 

 offsetWidth：元素在水平方向上占用的空间大小，以像素计。包括元

素的宽度、（可见的）垂直滚动条的宽度、左边框宽度和右边框宽

度。 

 offsetLeft：元素的左外边框至包含元素的左内边框之间的像素距

离。 

 offsetTop：元素的上外边框至包含元素的上内边框之间的像素距离。 

其中，offsetLeft 和offsetTop 属性与包含元素有关，包含元素的引用保

存在offsetParent属性中。offsetParent 属性不一定与parentNode 的值相

等。例如，<td>元素的offsetParent 是作为其祖先元素的<table>元素，因为

<table>是在DOM层次中距<td>最近的一个具有大小的元素。 

下图形象地展示了上面几个属性表示的不同大小。 

 

图6-19 表示不同大小 

要想知道某个元素在页面上的偏移量，将这个元素的offsetLeft 和

offsetTop 与其offsetParent的相同属性相加，如此循环直至根元素，就可以

得到一个基本准确的值。以下两个函数就可以用于分别取得元素的左和上偏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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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函数利用offsetParent 属性在DOM 层次中逐级向上回溯，将每个层

次中的偏移量属性合计到一块。对于简单的CSS 布局的页面，这两函数可以得

到非常精确的结果。对于使用表格和内嵌框架布局的页面，由于不同浏览器实

现这些元素的方式不同，因此得到的值就不太精确了。一般来说，页面中的所

有元素都会被包含在几个<div>元素中，而这些<div>元素的offsetParent 又是

<body>元素，所以getElementLeft()与getElementTop()会返回与offsetLeft 

和offsetTop相同的值。 

所有这些偏移量属性都是只读的，而且每次访问它们都需要重新计算。

因此，应该尽量避免重复访问这些属性；如果需要重复使用其中某些属性的

值，可以将它们保存在局部变量中，以提高性能。 

2. 客户区大小 

元素的客户区大小（client dimension），指的是元素内容及其内边距所

占据的空间大小。有关客户区大小的属性有两个：clientWidth 和

clientHeight。其中，clientWidth 属性是元素内容区宽度加上左右内边距宽

度；clientHeight 属性是元素内容区高度加上上下内边距高度。下图形象地说

明了这些属性表示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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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 以上属性表示的大小 

从字面上看，客户区大小就是元素内部的空间大小，因此滚动条占用的空

间不计算在内。最常用到 

这些属性的情况，就是像第8 章讨论的确定浏览器视口大小的时候。如下

面的例子所示，要确定浏览器 

视口大小，可以使用document.documentElement 或document.body（在IE7 

之前的版本中）的clientWidth 和clientHeight。 

function getViewport(){ 

    if (document.compatMode == "BackCompat"){ 

        return { 

            width: document.body.clientWidth, 

            height: document.body.clientHeight 

        }; 

    } else { 

        return { 

            width: 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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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Height 

        }; 

    } 

} 

这个函数首先检查document.compatMode 属性，以确定浏览器是否运行在

混杂模式。Safari 3.1之前的版本不支持这个属性，因此就会自动执行else 语

句。Chrome、Opera 和Firefox 大多数情况下都运行在标准模式下，因此它们

也会前进到else 语句。这个函数会返回一个对象，包含两个属性：width和

height；表示浏览器视口（<html>或<body>元素）的大小。 

与偏移量相似，客户区大小也是只读的，也是每次访问都要重新计算

的。 

3. 滚动大小 

最后要介绍的是滚动大小（scroll dimension），指的是包含滚动内容的

元素的大小。有些元素（例如<html>元素），即使没有执行任何代码也能自动

地添加滚动条；但另外一些元素，则需要通过CSS 的overflow 属性进行设置才

能滚动。以下是4 个与滚动大小相关的属性。 

 scrollHeight：在没有滚动条的情况下，元素内容的总高度。 

 scrollWidth：在没有滚动条的情况下，元素内容的总宽度。 

 scrollLeft：被隐藏在内容区域左侧的像素数。通过设置这个属性可

以改变元素的滚动位置。 

 scrollTop：被隐藏在内容区域上方的像素数。通过设置这个属性可以

改变元素的滚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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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展示了这些属性代表的大小。 

scrollWidth 和scrollHeight 主要用于确定元素内容的实际大小。例如，

通常认为<html>元素是在Web 浏览器的视口中滚动的元素（IE6 之前版本运行

在混杂模式下时是<body>元素）。因此，带有垂直滚动条的页面总高度就是

document.documentElement.scrollHeight。 

对于不包含滚动条的页面而言， scrollWidth 和scrollHeight 与

clientWidth 和clientHeight 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基于

document.documentElement 查看这些属性会在不同浏览器间发现一些不一致性

问题，如下所述。 

 Firefox 中这两组属性始终都是相等的，但大小代表的是文档内容区

域的实际尺寸，而非视口的尺寸。 

 Opera、Safari 3.1 及更高版本、Chrome 中的这两组属性是有差别

的，其中scrollWidth 和scrollHeight 等于视口大小，而

clientWidth 和clientHeight 等于文档内容区域的大小。 

 IE（在标准模式）中的这两组属性不相等，其中scrollWidth 和

scrollHeight 等于文档内容区域的大小，而clientWidth 和

clientHeight 等于视口大小。 

 

图6-21 属性代表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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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文档的总高度时（包括基于视口的最小高度时），必须取得

scrollWidth/clientWidth 和scrollHeight/clientHeight 中的最大值，才能

保证在跨浏览器的环境下得到精确的结果。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var docHeight = Math.max(document.documentElement.scrollHeight, 

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Height); 

var docWidth = Math.max(document.documentElement.scrollWidth, 

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Width); 

注意，对于运行在混杂模式下的IE，则需要用document.body 代替

document.documentElement。 

通过scrollLeft 和scrollTop 属性既可以确定元素当前滚动的状态，也可

以设置元素的滚动位置。在元素尚未被滚动时，这两个属性的值都等于0。如果

元素被垂直滚动了，那么scrollTop 的值会大于0，且表示元素上方不可见内容

的像素高度。如果元素被水平滚动了，那么scrollLeft 的值会大于0，且表示

元素左侧不可见内容的像素宽度。这两个属性都是可以设置的，因此将元素的

scrollLeft 和scrollTop 设置为0，就可以重置元素的滚动位置。下面这个函

数会检测元素是否位于顶部，如果不是就将其回滚到顶部。 

function scrollToTop(element){ 

    if (element.scrollTop != 0){ 

        element.scrollTop = 0; 

    } 

} 

这个函数既取得了scrollTop 的值，也设置了它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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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定元素大小 

IE、Firefox 3+、Safari 4+、Opera 9.5 及Chrome 为每个元素都提供了

一个getBoundingClientRect()方法。这个方法返回会一个矩形对象，包含4 个

属性：left、top、right 和bottom。这些属性给出了元素在页面中相对于视口

的位置。但是，浏览器的实现稍有不同。IE8 及更早版本认为文档的左上角坐

标是(2, 2)，而其他浏览器包括IE9 则将传统的(0,0)作为起点坐标。因此，就

需要在一开始检查一下位于(0,0)处的元素的位置，在IE8 及更早版本中，会返

回(2,2)，而在其他浏览器中会返回(0,0)。来看下面的函数： 

 

这个函数使用了它自身的属性来确定是否要对坐标进行调整。第一步是检

测属性是否有定义，如果没有就定义一个。最终的offset 会被设置为新元素上

坐标的负值，实际上就是在IE 中设置为-2，在Firefox 和Opera 中设置为-0。

为此，需要创建一个临时的元素，将其位置设置在(0,0)，然后再调用其

getBoundingClientRect()。而之所以要减去视口的scrollTop，是为了防止调

用这个函数时窗口被滚动了。这样编写代码，就无需每次调用这个函数都执行

两次getBoundingClientRect()了。接下来，再在传入的元素上调用这个方法并

基于新的计算公式创建一个对象。 

对于不支持getBoundingClientRect()的浏览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取得相

同的信息。一般来说，right 和left 的差值与offsetWidth 的值相等，而

bottom 和top 的差值与offsetHeight相等。而且，left 和top 属性大致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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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章前面定义的getElementLeft()和getElementTop()函数取得的值。综合

上述，就可以创建出下面这个跨浏览器的函数： 

 

 

这个函数在getBoundingClientRect()有效时，就使用这个原生方法，而在

这个方法无效时则使用默认的计算公式。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函数返回的值可

能会有所不同，例如使用表格布局或使用滚动元素的情况下。 

由于这里使用了 arguments.callee，所以这个方法不能在严格模式下使

用。 

6.5.4 遍历 

“DOM2 级遍历和范围”模块定义了两个用于辅助完成顺序遍历DOM 结构的

类型：NodeIterator和TreeWalker。这两个类型能够基于给定的起点对DOM 结

构执行深度优先（depth-first）的遍历操作。在与DOM 兼容的浏览器中

（Firefox 1 及更高版本、Safari 1.3 及更高版本、Opera 7.6 及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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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0.2 及更高版本），都可以访问到这些类型的对象。IE 不支持DOM 遍

历。使用下列代码可以检测浏览器对DOM2 级遍历能力的支持情况。 

var supportsTraversals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Tr

aversal", "2.0"); 

var supportsNodeIterator = (typeof document.createNodeIterator 

== "function"); 

var supportsTreeWalker = (typeof document.createTreeWalker == "

function"); 

如前所述，DOM 遍历是深度优先的DOM 结构遍历，也就是说，移动的方向

至少有两个（取决于使用的遍历类型）。遍历以给定节点为根，不可能向上超

出DOM 树的根节点。以下面的HTML 页面为例。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Example</title> 

    </head> 

    <body> 

        <p><b>Hello</b> world!</p> 

    </body> 

</html> 

下图展示了这个页面的DOM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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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 DOM树 

任何节点都可以作为遍历的根节点。如果假设<body>元素为根节点，那么

遍历的第一步就是访问<p>元素，然后再访问同为<body>元素后代的两个文本节

点。不过，这次遍历永远不会到达<html>、<head>元素，也不会到达不属于

<body>元素子树的任何节点。而以document 为根节点的遍历则可以访问到文档

中的全部节点。下图展示了对以document 为根节点的DOM树进行深度优先遍历

的先后顺序。 

 

图6-23 先后顺序 

从document 开始依序向前，访问的第一个节点是document，访问的最后一

个节点是包含"world!"的文本节点。从文档最后的文本节点开始，遍历可以反

向移动到DOM 树的顶端。此时，访问的第一个节点是包含"Hello"的文本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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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的最后一个节点是document 节点。NodeIterator和TreeWalker 都以这种

方式执行遍历。 

1.NodeIterator 

NodeIterator 类型是两者中比较简单的一个，可以使用

document.createNodeIterator()方法创建它的新实例。这个方法接受下列4 个

参数。 

 root：想要作为搜索起点的树中的节点。 

 whatToShow：表示要访问哪些节点的数字代码。 

 filter：是一个NodeFilter 对象，或者一个表示应该接受还是拒绝某

种特定节点的函数。 

 entityReferenceExpansion：布尔值，表示是否要扩展实体引用。这

个参数在HTML 页面中没有用，因为其中的实体引用不能扩展。 

whatToShow 参数是一个位掩码，通过应用一或多个过滤器（filter）来确

定要访问哪些节点。这个参数的值以常量形式在NodeFilter 类型中定义，如下

所示。 

 NodeFilter.SHOW_ALL：显示所有类型的节点。 

 NodeFilter.SHOW_ELEMENT：显示元素节点。 

 NodeFilter.SHOW_ATTRIBUTE：显示特性节点。由于DOM结构原因，实

际上不能使用这个值。 

 NodeFilter.SHOW_TEXT：显示文本节点。 

 NodeFilter.SHOW_CDATA_SECTION：显示CDATA 节点。对HTML 页面没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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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Filter.SHOW_ENTITY_REFERENCE：显示实体引用节点。对HTML 页

面没有用。 

 NodeFilter.SHOW_ENTITYE：显示实体节点。对HTML 页面没有用。 

 NodeFilter.SHOW_PROCESSING_INSTRUCTION：显示处理指令节点。对

HTML 页面没有用。 

 NodeFilter.SHOW_COMMENT：显示注释节点。 

 NodeFilter.SHOW_DOCUMENT：显示文档节点。 

 NodeFilter.SHOW_DOCUMENT_TYPE：显示文档类型节点。 

 NodeFilter.SHOW_DOCUMENT_FRAGMENT：显示文档片段节点。对HTML 

页面没有用。 

 NodeFilter.SHOW_NOTATION：显示符号节点。对HTML 页面没有用。 

除了NodeFilter.SHOW_ALL 之外，可以使用按位或操作符来组合多个选

项，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whatToShow = NodeFilter.SHOW_ELEMENT | NodeFilter.SHOW_TEX

T; 

可以通过createNodeIterator()方法的filter 参数来指定自定义的

NodeFilter 对象，或者指定一个功能类似节点过滤器（node filter）的函

数。每个NodeFilter 对象只有一个方法，即accept-Node()；如果应该访问给

定的节点，该方法返回NodeFilter.FILTER_ACCEPT，如果不应该访问给定的节

点，该方法返回NodeFilter.FILTER_SKIP。由于NodeFilter 是一个抽象的类

型，因此不能直接创建它的实例。在必要时，只要创建一个包含acceptNode()

方法的对象，然后将这个对象传入createNodeIterator()中即可。例如，下列

代码展示了如何创建一个只显示<p>元素的节点迭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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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filter = { 

    acceptNode: function(node){ 

        return node.tagName.toLowerCase() == "p" ? 

        NodeFilter.FILTER_ACCEPT : 

        NodeFilter.FILTER_SKIP; 

    } 

}; 

var iterator = document.createNodeIterator(root, NodeFilter.SHO

W_ELEMENT, 

filter, false); 

第三个参数也可以是一个与acceptNode()方法类似的函数，如下所示。 

var filter = function(node){ 

    return node.tagName.toLowerCase() == "p" ? 

    NodeFilter.FILTER_ACCEPT : 

    NodeFilter.FILTER_SKIP; 

}; 

var iterator = document.createNodeIterator(root, NodeFilter.SHO

W_ELEMENT, 

filter,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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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这就是在JavaScript 中使用这个方法的形式，这种形式比较简

单，而且也跟其他的JavaScript 代码很相似。如果不指定过滤器，那么应该在

第三个参数的位置上传入null。 

下面的代码创建了一个能够访问所有类型节点的简单的NodeIterator。 

var iterator = document.createNodeIterator(document, NodeFilte

r.SHOW_ALL, 

null, false); 

NodeIterator 类型的两个主要方法是nextNode()和previousNode()。顾名

思义，在深度优先的DOM 子树遍历中，nextNode()方法用于向前前进一步，而

previousNode()用于向后后退一步。 

在刚刚创建的NodeIterator 对象中，有一个内部指针指向根节点，因此第

一次调用nextNode()会返回根节点。当遍历到DOM 子树的最后一个节点时，

nextNode()返回null。previousNode()方法的工作机制类似。当遍历到DOM 子

树的最后一个节点，且previousNode()返回根节点之后，再次调用它就会返回

null。 

以下面的HTML 片段为例。 

 

假设我们想要遍历<div>元素中的所有元素，那么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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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第一次调用nextNode()返回<p>元素。因为在到达DOM子树

末端时nextNode()返回null，所以这里使用了while 语句在每次循环时检查对

nextNode()的调用是否返回了null。 

执行上面的代码会显示如下标签名： 

DIV 

P 

B 

UL 

LI 

LI 

LI 

也许用不着显示那么多信息，你只想返回遍历中遇到的<li>元素。很简

单，只要使用一个过滤器即可，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在这个例子中，迭代器只会返回<li>元素。 

由于nextNode()和previousNode()方法都基于NodeIterator 在DOM 结构中

的内部指针工作，所以DOM 结构的变化会反映在遍历的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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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ox 3.5 之前的版本没有实现 createNodeIterator()方法，但却支

持下一节要讨论的 createTreeWalker()方法。 

2.TreeWalker 

TreeWalker 是NodeIterator 的一个更高级的版本。除了包括nextNode()

和previousNode()在内的相同的功能之外，这个类型还提供了下列用于在不同

方向上遍历DOM 结构的方法。 

 parentNode()：遍历到当前节点的父节点； 

 firstChild()：遍历到当前节点的第一个子节点； 

 lastChild()：遍历到当前节点的最后一个子节点； 

 nextSibling()：遍历到当前节点的下一个同辈节点； 

 previousSibling()：遍历到当前节点的上一个同辈节点。 

创建TreeWalker 对象要使用document.createTreeWalker()方法，这个方

法接受的4 个参数与document.createNodeIterator()方法相同：作为遍历起点

的根节点、要显示的节点类型、过滤器和一个表示是否扩展实体引用的布尔

值。由于这两个创建方法很相似，所以很容易用TreeWalker来代替

NodeIterator，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在这里，filter 可以返回的值有所不同。除了NodeFilter.FILTER_ACCEPT 

和NodeFilter.FILTER_SKIP 之外，还可以使用NodeFilter.FILTER_REJECT。在

使用NodeIterator 对象时，NodeFilter.FILTER_SKIP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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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Filter.FILTER_REJECT 的作用相同：跳过指定的节点。但在使用

TreeWalker 对象时，NodeFilter.FILTER_SKIP 会跳过相应节点继续前进到子

树中的下一个节点，而NodeFilter.FILTER_REJECT 则会跳过相应节点及该节点

的整个子树。例如，将前面例子中的NodeFilter.FILTER_SKIP 修改成

NodeFilter.FILTER_REJECT，结果就是不会访问任何节点。这是因为第一个返

回的节点是<div>，它的标签名不是"li"，于是就会返回

NodeFilter.FILTER_REJECT，这意味着遍历会跳过整个子树。在这个例子中，

<div>元素是遍历的根节点，于是结果就会停止遍历。 

当然，TreeWalker 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能够在DOM结构中沿任何方向移

动。使用TreeWalker遍历DOM 树，即使不定义过滤器，也可以取得所有<li>元

素，如下面的代码所示。 

 

因为我们知道<li>元素在文档结构中的位置，所以可以直接定位到那里，

即使用firstChild()转到<p>元素，使用nextSibling()转到<ul>元素，然后再

使用firstChild()转到第一个<li>元素。注意，此处TreeWalker 只返回元素

（由传入到createTreeWalker()的第二个参数决定）。因此，可以放心地使用

nextSibling()访问每一个<li>元素，直至这个方法最后返回null。 

TreeWalker 类型还有一个属性，名叫currentNode，表示任何遍历方法在

上一次遍历中返回的节点。通过设置这个属性也可以修改遍历继续进行的起

点，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node = walker.nextNode(); 

alert(node === walker.currentNod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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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er.currentNode = document.body; //修改起点 

与NodeIterator 相比，TreeWalker 类型在遍历DOM时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由于IE 中没有对应的类型和方法，所以使用遍历的跨浏览器解决方案非常少

见。 

6.5.5 范围 

为了让开发人员更方便地控制页面，“DOM2 级遍历和范围”模块定义了

“范围”（range）接口。通过范围可以选择文档中的一个区域，而不必考虑节

点的界限（选择在后台完成，对用户是不可见的）。 

在常规的DOM 操作不能更有效地修改文档时，使用范围往往可以达到目

的。Firefox、Opera、Safari 和Chrome 都支持DOM 范围。IE 以专有方式实现

了自己的范围特性。 

6.5.5.1 DOM 中的范围 

DOM2 级在Document 类型中定义了createRange()方法。在兼容DOM 的浏览

器中，这个方法属于document 对象。使用hasFeature()或者直接检测该方法，

都可以确定浏览器是否支持范围。 

var supportsRange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Range",

 "2.0"); 

var alsoSupportsRange = (typeof document.createRange == "functi

on"); 

如果浏览器支持范围，那么就可以使用createRange()来创建DOM范围，如

下所示： 

var range = document.create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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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节点类似，新创建的范围也直接与创建它的文档关联在一起，不能用于

其他文档。创建了范围之后，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它在后台选择文档中的特定部

分。而创建范围并设置了其位置之后，还可以针对范围的内容执行很多种操

作，从而实现对底层DOM 树的更精细的控制。 

每个范围由一个Range 类型的实例表示，这个实例拥有很多属性和方法。

下列属性提供了当前范围在文档中的位置信息。 

 startContainer：包含范围起点的节点（即选区中第一个节点的父节

点）。 

 startOffset：范围在startContainer 中起点的偏移量。如果

startContainer 是文本节点、注释节点或CDATA 节点，那么

startOffset 就是范围起点之前跳过的字符数量。否则，startOffset 

就是范围中第一个子节点的索引。 

 endContainer：包含范围终点的节点（即选区中最后一个节点的父节

点）。 

 endOffset：范围在endContainer 中终点的偏移量（与startOffset 

遵循相同的取值规则）。 

 commonAncestorContainer：startContainer 和endContainer 共同的

祖先节点在文档树中位置最深的那个。 

在把范围放到文档中特定的位置时，这些属性都会被赋值。 

1. 用DOM 范围实现简单选择 

要使用范围来选择文档中的一部分，最简的方式就是使用selectNode()或

selectNode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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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法都接受一个参数，即一个DOM 节点，然后使用该节点中的信息

来填充范围。其中，selectNode()方法选择整个节点，包括其子节点；而

selectNodeContents()方法则只选择节点的子节点。以下面的HTML 代码为例。 

<!DOCTYPE html> 

<html> 

    <body> 

        <p id="p1"><b>Hello</b> world!</p> 

    </body> 

</html> 

我们可以使用下列代码来创建范围： 

 

这里创建的两个范围包含文档中不同的部分：rang1 包含<p/>元素及其所

有子元素，而rang2 包含<b/>元素、文本节点"Hello"和文本节点"world!"。 

 

图6-24 两个范围包含文档的不同部分 

在调用selectNode()时，startContainer、endContainer 和

commonAncestorContainer都等于传入节点的父节点，也就是这个例子中的

document.body。而startOffset 属性等于给定节点在其父节点的child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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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中的索引（在这个例子中是1——因为兼容DOM的浏览器将空格算作一个文

本节点），endOffset 等于startOffset 加1（因为只选择了一个节点）。 

在调用selectNodeContents()时，startContainer、endContainer和

commonAncestorConta-iner等于传入的节点，即这个例子中的<p>元素。而

startOffset属性始终等于0，因为范围从给定节点的第一个子节点开始。最

后，endOffset等于子节点的数量（node.childNodes.length），在这个例子中

是2。 

此外，为了更精细地控制将哪些节点包含在范围中，还可以使用下列方

法。 

 setStartBefore(refNode)：将范围的起点设置在 refNode 之前，因此

refNode 也就是范围选区中的第一个子节点。同时会将

startContainer 属性设置为 refNode.parentNode，将 startOffset 

属性设置为 refNode 在其父节点的 childNodes 集合中的索引。 

 setStartAfter(refNode)：将范围的起点设置在refNode 之后，因此

refNode 也就不在范围之内了，其下一个同辈节点才是范围选区中的

第一个子节点。同时会将startContainer 属性设置为

refNode.parentNode，将startOffset 属性设置为refNode 在其父节

点的childNodes 集合中的索引加1。 

 setEndBefore(refNode)：将范围的终点设置在refNode 之前，因此

refNode 也就不在范围之内了，其上一个同辈节点才是范围选区中的

最后一个子节点。同时会将endContainer 属性设置为

refNode.parentNode，将endOffset 属性设置为refNode 在其父节点

的childNodes集合中的索引。 

 setEndAfter(refNode)：将范围的终点设置在refNode 之后，因此

refNode 也就是范围选区中的最后一个子节点。同时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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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Container 属性设置为refNode.parentNode，将endOffset 属性设

置为refNode 在其父节点的childNodes 集合中的索引加1。 

在调用这些方法时，所有属性都会自动为你设置好。不过，要想创建复杂

的范围选区，也可以直接指定这些属性的值。 

2. 用DOM 范围实现复杂选择 

要创建复杂的范围就得使用setStart()和setEnd()方法。这两个方法都接

受两个参数：一个参照节点和一个偏移量值。对setStart()来说，参照节点会

变成startContainer，而偏移量值会变成startOffset。对于setEnd()来说，参

照节点会变成endContainer，而偏移量值会变成endOffset。 

可以使用这两个方法来模仿selectNode()和selectNodeContents()。来看

下面的例子： 

 

显然，要选择这个节点（使用range1），就必须确定当前节点（p1）在其

父节点的childNodes集合中的索引。而要选择这个节点的内容（使用

range2），也不必计算什么；只要通过setStart()和setEnd()设置默认值即

可。模仿selectNode()和selectNodeContents()并不是setStart()和setEnd()

的主要用途，它们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能够选择节点的一部分。 

假设你只想选择前面HTML 示例代码中从"Hello"的"llo"到"world!"的

"o"——很容易做到。第一步是取得所有节点的引用，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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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Hello"文本节点是<p>元素的孙子节点，因为它本身是<b>元素的

一个子节点。因此，p1.firstChild 取得的是<b>，而

p1.firstChild.firstChild 取得的才是这个文本节点。"world!"文本节点是

<p>元素的第二个子节点（也是最后一个子节点），因此可以使用p1.lastChild 

取得该节点。然后，必须在创建范围时指定相应的起点和终点，如下面的例子

所示。 

 

因为这个范围的选区应该从"Hello"中"e"的后面开始，所以在setStart()

中传入helloNode的同时，传入了偏移量2（即"e"的下一个位置；"H"的位置是

0）。设置选区的终点时，在setEnd()中传入worldNode 的同时传入了偏移量

3，表示选区之外的第一个字符的位置，这个字符是"r"，它的位置是3（位置0 

上还有一个空格）。 

 

图6-25  

由于helloNode 和worldNode 都是文本节点，因此它们分别变成了新建范

围的startContainer和endContainer。此时startOffset 和endOffset 分别用

以确定两个节点所包含的文本中的位置，而不是用以确定子节点的位置（就像

传入的参数为元素节点时那样）。此时的commonAncestor-Container 是<p>元

素，也就是同时包含这两个节点的第一个祖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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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是选择了文档中的某一部分用处并不大。但重要的是，选择之

后才可以对选区进行操作。 

3. 操作DOM 范围中的内容 

在创建范围时 ，内部会为这个范围创建一个文档片段，范围所属的全部节

点都被添加到了这个文档片段中。为了创建这个文档片段，范围内容的格式必

须正确有效。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创建的选区分别开始和结束于两个文本节

点的内部，因此不能算是格式良好的DOM结构，也就无法通过DOM来表示。但

是，范围知道自身缺少哪些开标签和闭标签，它能够重新构建有效的DOM结构以

便我们对其进行操作。 

对于前面的例子而言，范围经过计算知道选区中缺少一个开始的<b>标签，

因此就会在后台动态加入一个该标签，同时还会在前面加入一个表示结束的

</b>标签以结束"He"。于是，修改后的DOM 就变成了如下所示。 

<p><b>He</b><b>llo</b> world!</p> 

另外，文本节点"world!"也被拆分为两个文本节点，一个包含"wo"，另一

个包含"rld!"。最终的DOM 树右侧是表示范围的文档片段的内容。 

像这样创建了范围之后，就可以使用各种方法对范围的内容进行操作了

（注意，表示范围的内部文档片段中的所有节点，都只是指向文档中相应节点

的指针）。 

第一个方法，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方法，就是deleteContents()。这个方法

能够从文档中删除范围所包含的内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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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 DOM树 

执行以上代码后，页面中会显示如下HTML 代码： 

<p><b>He</b>rld!</p> 

由于范围选区在修改底层DOM 结构时能够保证格式良好，因此即使内容被

删除了，最终的DOM结构依旧是格式良好的。 

与deleteContents()方法相似，extractContents()也会从文档中移除范围

选区。但这两个方法的区别在于，extractContents()会返回范围的文档片段。

利用这个返回的值，可以将范围的内容插入到文档中的其他地方。如下面的例

子所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提取出来的文档片段添加到了文档<body>元素的末

尾。（记住，在将文档片段传入appendChild()方法中时，添加到文档中的只是

片段的子节点，而非片段本身。）结果得到如下HTML 代码： 

<p><b>He</b>r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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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lo</b> wo 

还一种做法，即使用cloneContents()创建范围对象的一个副本，然后在文

档的其他地方插入该副本。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这个方法与extractContents()非常类似，因为它们都返回文档片段。它们

的主要区别在于，cloneContents()返回的文档片段包含的是范围中节点的副

本，而不是实际的节点。执行上面的操作后，页面中的HTML 代码应该如下所

示： 

<p><b>Hello</b> world!</p> 

<b>llo</b> wo 

有一点请读者注意，那就是在调用上面介绍的方法之前，拆分的节点并不

会产生格式良好的文档片段。换句话说，原始的HTML 在DOM 被修改之前会始终

保持不变。 

4. 插入DOM 范围中的内容 

利用范围，可以删除或复制内容，还可以像前面介绍的那样操作范围中的

内容。使用insertNode()方法可以向范围选区的开始处插入一个节点。假设我

们想在前面例子中的HTML 前面插入以下HTML代码： 

<span style="color: red">Inserted text</span> 

那么，就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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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以上JavaScript 代码，就会得到如下HTML 代码： 

<p id="p1"><b>He<span style="color: red">Inserted text</span>ll

o</b> world</p> 

注意，<span>正好被插入到了"Hello"中的"llo"前面，而该位置就是范围

选区的开始位置。还要注意的是，由于这里没有使用上一节介绍的方法，结果

原始的HTML 并没有添加或删除<b>元素。使用这种技术可以插入一些帮助提示

信息，例如在打开新窗口的链接旁边插入一幅图像。 

除了向范围内部插入内容之外，还可以环绕范围插入内容，此时就要使用

surroundContents()方法。这个方法接受一个参数，即环绕范围内容的节点。

在环绕范围插入内容时，后台会执行下列步骤。 

(1) 提取出范围中的内容（类似执行extractContent()）； 

(2) 将给定节点插入到文档中原来范围所在的位置上； 

(3) 将文档片段的内容添加到给定节点中。 

可以使用这种技术来突出显示网页中的某些词句，例如下列代码： 

 

会给范围选区加上一个黄色的背景。得到的HTML 代码如下所示：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381                                 

 

<p><b><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yellow">Hello</span></b> wo

rld!</p> 

为了插入<span>，范围必须包含整个DOM 选区（不能仅仅包含选中的DOM 

节点）。 

5. 折叠DOM 范围 

所谓折叠范围，就是指范围中未选择文档的任何部分。可以用文本框来描

述折叠范围的过程。假设文本框中有一行文本，你用鼠标选择了其中一个完整

的单词。然后，你单击鼠标左键，选区消失，而光标则落在了其中两个字母之

间。同样，在折叠范围时，其位置会落在文档中的两个部分之间，可能是范围

选区的开始位置，也可能是结束位置。 

使用collapse()方法来折叠范围，这个方法接受一个参数，一个布尔值，

表示要折叠到范围的哪一端。参数true 表示折叠到范围的起点，参数false 表

示折叠到范围的终点。要确定范围已经折叠完毕，可以检查collapsed 属性，

如下所示： 

range.collapse(true); //折叠到起点 

alert(range.collapsed); //输出 true 

 

图6-27 折叠范围发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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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某个范围是否处于折叠状态，可以帮我们确定范围中的两个节点是否

紧密相邻。例如，对于下面的HTML 代码： 

<p id="p1">Paragraph 1</p><p id="p2">Paragraph 2</p> 

如果我们不知道其实际构成（比如说，这行代码是动态生成的），那么可

以像下面这样创建一个范围。 

var p1 = document.getElementById("p1"), 

p2 = document.getElementById("p2"), 

range = document.createRange(); 

range.setStartAfter(p1); 

range.setStartBefore(p2); 

alert(range.collapsed); //输出 true 

在这个例子中，新创建的范围是折叠的，因为p1 的后面和p2 的前面什么

也没有。 

6. 比较DOM 范围 

在有多个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compareBoundaryPoints()方法来确定这

些范围是否有公共的边界（起点或终点）。这个方法接受两个参数：表示比较

方式的常量值和要比较的范围。表示比较方式的常量值如下所示。 

 Range.START_TO_START(0)：比较第一个范围和第二个范围的起点； 

 Range.START_TO_END(1)：比较第一个范围的起点和第二个范围的终

点； 

 Range.END_TO_END(2)：比较第一个范围和第二个范围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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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END_TO_START(3)：比较第一个范围的终点和第一个范围的起

点。 

compareBoundaryPoints()方法可能的返回值如下：如果第一个范围中的点

位于第二个范围中的点之前，返回-1；如果两个点相等，返回0；如果第一个范

围中的点位于第二个范围中的点之后，返回1。来看下面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两个范围的起点实际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的起点都是由

selectNodeContents()方法设置的默认值来指定的。因此，第一次比较返回0。

但是，range2 的终点由于调用setEndBefore()已经改变了，结果是range1 的

终点位于range2 的终点后面，因此第二次比较返回1。 

 

图6-28 

7. 复制DOM 范围 

可以使用cloneRange()方法复制范围。这个方法会创建调用它的范围的一

个副本。 

var newRange = range.cloneRange(); 

新创建的范围与原来的范围包含相同的属性，而修改它的端点不会影响原

来的范围。 

8. 清理DOM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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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完范围之后，最好是调用detach()方法，以便从创建范围的文档中

分离出该范围。调用detach()之后，就可以放心地解除对范围的引用，从而让

垃圾回收机制回收其内存了。来看下面的例子。 

range.detach(); //从文档中分离 

range = null; //解除引用 

在使用范围的最后再执行这两个步骤是我们推荐的方式。一旦分离范围，

就不能再恢复使用了。 

6.5.5.2 IE8 及更早版本中的范围 

虽然IE9 支持DOM 范围，但IE8 及之前版本不支持DOM范围。不过，IE8 及

早期版本支持一种类似的概念，即文本范围（text range）。文本范围是IE 专

有的特性，其他浏览器都不支持。顾名思义，文本范围处理的主要是文本（不

一定是DOM 节点）。通过<body>、<button>、<input>和<textarea>等这几个元

素，可以调用createTextRange()方法来创建文本范围。以下是一个例子： 

var range = document.body.createTextRange(); 

像这样通过document 创建的范围可以在页面中的任何地方使用（通过其他

元素创建的范围则只能在相应的元素中使用）。与DOM 范围类似，使用IE 文本

范围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1. 用IE 范围实现简单的选择 

选择页面中某一区域的最简单方式，就是使用范围的findText()方法。这

个方法会找到第一次出现的给定文本，并将范围移过来以环绕该文本。如果没

有找到文本，这个方法返回false；否则返回true。同样，仍然以下面的HTML 

代码为例。 

<p id="p1"><b>Hello</b> wor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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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Hello"，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在执行完第二行代码之后，文本"Hello"就被包围在范围之内了。为此，可

以检查范围的text 属性来确认（这个属性返回范围中包含的文本），或者也可

以检查findText()的返回值——在找到了文本的情况下返回值为true。例如： 

alert(found); //true 

alert(range.text); //"Hello" 

还可以为findText()传入另一个参数，即一个表示向哪个方向继续搜索的

数值。负值表示应该从当前位置向后搜索，而正值表示应该从当前位置向前搜

索。因此，要查找文档中前两个"Hello"的实例，应该使用下列代码。 

var found = range.findText("Hello"); 

var foundAgain = range.findText("Hello", 1); 

IE 中与DOM 中的selectNode()方法最接近的方法是

moveToElementText()，这个方法接受一个DOM 元素，并选择该元素的所有文

本，包括HTML 标签。下面是一个例子。 

 

在文本范围中包含HTML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htmlText 属性取得范围的全

部内容，包括HTML和文本，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alert(range.htmlText); 

IE 的范围没有任何属性可以随着范围选区的变化而动态更新。不过，其

parentElement()方法倒是与DOM 的commonAncestorContainer 属性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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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ncestor = range.parentElement(); 

这样得到的父元素始终都可以反映文本选区的父节点。 

2. 使用IE 范围实现复杂的选择 

在IE 中创建复杂范围的方法，就是以特定的增量向四周移动范围。为此，

IE 提供了4 个方法：move()、moveStart()、moveEnd()和expand()。这些方法

都接受两个参数：移动单位和移动单位的数量。其中，移动单位是下列一种字

符串值。 

 "character"：逐个字符地移动。 

 "word"：逐个单词（一系列非空格字符）地移动。 

 "sentence"：逐个句子（一系列以句号、问号或叹号结尾的字符）地

移动。 

 "textedit"：移动到当前范围选区的开始或结束位置。 

通过moveStart()方法可以移动范围的起点，通过moveEnd()方法可以移动

范围的终点，移动的幅度由单位数量指定，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range.moveStart("word", 2); //起点移动 2 个单词 

range.moveEnd("character", 1); //终点移动 1 个字符 

使用expand()方法可以将范围规范化。换句话说，expand()方法的作用是

将任何部分选择的文本全部选中。例如，当前选择的是一个单词中间的两个字

符，调用expand("word")可以将整个单词都包含在范围之内。 

而move()方法则首先会折叠当前范围（让起点和终点相等），然后再将范

围移动指定的单位数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range.move("character", 5); //移动 5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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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move()之后，范围的起点和终点相同，因此必须再使用moveStart()或

moveEnd()创建新的选区。 

3. 操作IE 范围中的内容 

在IE 中操作范围中的内容可以使用text 属性或pasteHTML()方法。如前所

述，通过text 属性可以取得范围中的内容文本；但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属性设

置范围中的内容文本。来看一个例子。 

var range = document.body.createTextRange(); 

range.findText("Hello"); 

range.text = "Howdy"; 

如果仍以前面的Hello World 代码为例，执行以上代码后的HTML 代码如

下。 

<p id="p1"><b>Howdy</b> world!</p> 

注意，在设置text 属性的情况下，HTML 标签保持不变。 

要向范围中插入HTML 代码，就得使用pasteHTML()方法，如下面的例子所

示。 

 

执行这些代码后，会得到如下HTML。 

<p id="p1"><b><em>Howdy</em></b> world!</p> 

不过，在范围中包含HTML 代码时，不应该使用pasteHTML()，因为这样很

容易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很可能是格式不正确的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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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折叠IE 范围 

IE 为范围提供的collapse()方法与相应的DOM 方法用法一样：传入true 

把范围折叠到起点，传入false 把范围折叠到终点。例如： 

range.collapse(true); //折叠到起点 

可惜的是，没有对应的collapsed 属性让我们知道范围是否已经折叠完

毕。为此，必须使用boundingWidth 属性，该属性返回范围的宽度（以像素为

单位）。如果boundingWidth 属性等于0，就说明范围已经折叠了： 

var isCollapsed = (range.boundingWidth == 0); 

此外，还有boundingHeight、boundingLeft 和boundingTop 等属性，虽然

它们都不像boundingWidth 那么有用，但也可以提供一些有关范围位置的信

息。 

5. 比较IE 范围 

IE 中的compareEndPoints()方法与DOM范围的compareBoundaryPoints()方

法类似。这个方法接受两个参数：比较的类型和要比较的范围。比较类型的取

值范围是下列几个字符串值："StartToStart"、"StartToEnd"、"EndToEnd"和

"EndToStart"。这几种比较类型与比较DOM范围时使用的几个值是相同的。 

同样与DOM类似的是，compareEndPoints()方法也会按照相同的规则返回

值，即如果第一个范围的边界位于第二个范围的边界前面，返回-1；如果二者

边界相同，返回0；如果第一个范围的边界位于第二个范围的边界后面，返回

1。仍以前面的Hello World 代码为例，下列代码将创建两个范围，一个选择

"Hello world!"（包括<b>标签），另一个选择"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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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个范围共享同一个起点，所以使用compareEndPoints()比较起点

返回0。而range1的终点在range2 的终点后面，所以compareEndPoints()返回

1。 

IE 中还有两个方法，也是用于比较范围的：isEqual()用于确定两个范围

是否相等，inRange()用于确定一个范围是否包含另一个范围。下面是相应的示

例。 

 

这个例子使用了与前面相同的范围来示范这两个方法。由于这两个范围的

终点不同，所以它们不相等，调用isEqual()返回false。由于range2 实际位于

range1 内部，它的终点位于后者的终点之前、起点之后，所以range2 被包含

在range1 内部，调用inRange()返回true。 

6. 复制IE 范围 

在IE 中使用duplicate()方法可以复制文本范围，结果会创建原范围的一

个副本，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newRange = range.duplicate(); 

新创建的范围会带有与原范围完全相同的属性。 

6.6 事件  

6.6.1 事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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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浏览器发展到第四代时（IE4 及Netscape Communicator 4），浏览器开

发团队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页面的哪一部分会拥有某个特定的事件？

要明白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可以想象画在一张纸上的一组同心圆。如果你把

手指放在圆心上，那么你的手指指向的不是一个圆，而是纸上的所有圆。两家

公司的浏览器开发团队在看待浏览器事件方面还是一致的。如果你单击了某个

按钮，他们都认为单击事件不仅仅发生在按钮上。换句话说，在单击按钮的同

时，你也单击了按钮的容器元素，甚至也单击了整个页面。 

事件流描述的是从页面中接收事件的顺序。但有意思的是，IE 和Netscape 

开发团队居然提出了差不多是完全相反的事件流的概念。IE 的事件流是事件冒

泡流，而Netscape Communicator 的事件流是事件捕获流。 

6.6.1.1 事件冒泡 

IE 的事件流叫做事件冒泡（event bubbling），即事件开始时由最具体的

元素（文档中嵌套层次最深的那个节点）接收，然后逐级向上传播到较为不具

体的节点（文档）。以下面的HTML 页面为例： 

<!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Event Bubbling Example</title> 

</head> 

<body> 

    <div id="myDiv">Click Me</div>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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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如果你单击了页面中的<div>元素，那么这个click 事件会按照如下顺序传

播： 

(1) <div> 

(2) <body> 

(3) <html> 

(4) document 

也就是说，click 事件首先在<div>元素上发生，而这个元素就是我们单击

的元素。然后，click事件沿DOM树向上传播，在每一级节点上都会发生，直至

传播到document 对象。下图展示了事件冒泡的过程。 

 

图6-29 事件的冒泡过程 

所有现代浏览器都支持事件冒泡，但在具体实现上还是有一些差别。IE5.5 

及更早版本中的事件冒泡会跳过<html>元素（从<body>直接跳到document）。

IE9、Firefox、Chrome 和Safari 则将事件一直冒泡到window 对象。 

6.6.1.2 事件捕获 

Netscape Communicator 团队提出的另一种事件流叫做事件捕获（event 

capturing）。事件捕获的思想是不太具体的节点应该更早接收到事件，而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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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节点应该最后接收到事件。事件捕获的用意在于在事件到达预定目标之前

捕获它。如果仍以前面的HTML 页面作为演示事件捕获的例子，那么单击<div>

元素就会以下列顺序触发click 事件。 

(1) document 

(2) <html> 

(3) <body> 

(4) <div> 

在事件捕获过程中，document 对象首先接收到click 事件，然后事件沿

DOM 树依次向下，一直传播到事件的实际目标，即<div>元素。下图展示了事件

捕获的过程。 

 

图6-30 事件的捕获过程 

虽然事件捕获是Netscape Communicator 唯一支持的事件流模型，但IE9、

Safari、Chrome、Opera和Firefox 目前也都支持这种事件流模型。尽管“DOM2 

级事件”规范要求事件应该从document 对象开始传播，但这些浏览器都是从

window 对象开始捕获事件的。 

由于老版本的浏览器不支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事件捕获。我们也建议读

者放心地使用事件冒泡，在有特殊需要时再使用事件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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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3 DOM 事件流 

“DOM2级事件”规定的事件流包括三个阶段：事件捕获阶段、处于目标阶

段和事件冒泡阶段。首先发生的是事件捕获，为截获事件提供了机会。然后是

实际的目标接收到事件。最后一个阶段是冒泡阶段，可以在这个阶段对事件做

出响应。以前面简单的HTML 页面为例，单击<div>元素会按照图6.3所示顺序触

发事件。 

 

图6-31 顺序触发事件 

在DOM 事件流中，实际的目标（<div>元素）在捕获阶段不会接收到事件。

这意味着在捕获阶段，事件从document 到<html>再到<body>后就停止了。下一

个阶段是“处于目标”阶段，于是事件在<div>上发生，并在事件处理（后面将

会讨论这个概念）中被看成冒泡阶段的一部分。然后，冒泡阶段发生，事件又

传播回文档。 

多数支持DOM 事件流的浏览器都实现了一种特定的行为；即使“DOM2 级事

件”规范明确要求捕获阶段不会涉及事件目标，但IE9、Safari、Chrome、

Firefox 和Opera 9.5 及更高版本都会在捕获阶段触发事件对象上的事件。结

果，就是有两个机会在目标对象上面操作事件。 

IE9、Opera、Firefox、Chrome 和 Safari 都支持 DOM 事件流；IE8 及

更早版本不支持 DOM 事件流。 

6.6.2 事件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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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就是用户或浏览器自身执行的某种动作。诸如click、load 和

mouseover，都是事件的名字。而响应某个事件的函数就叫做事件处理程序（或

事件侦听器）。事件处理程序的名字以"on"开头，因此click 事件的事件处理

程序就是onclick，load 事件的事件处理程序就是onload。为事件指定处理程

序的方式有好几种。 

6.6.2.1 HTML 事件处理程序 

某个元素支持的每种事件，都可以使用一个与相应事件处理程序同名的

HTML 特性来指定。这个特性的值应该是能够执行的JavaScript 代码。例如，

要在按钮被单击时执行一些JavaScript，可以像下面这样编写代码：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onclick="alert('Clicked')

" /> 

当单击这个按钮时，就会显示一个警告框。这个操作是通过指定onclick 

特性并将一些JavaScript代码作为它的值来定义的。由于这个值是

JavaScript，因此不能在其中使用未经转义的HTML 语法字符，例如和号

（&）、双引号（""）、小于号（<）或大于号（>）。为了避免使用HTML 实

体，这里使用了单引号。如果想要使用双引号，那么就要将代码改写成如下所

示：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onclick="alert(&quot; Cli

cked&quot; )" /> 

在HTML 中定义的事件处理程序可以包含要执行的具体动作，也可以调用在

页面其他地方定义的脚本，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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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单击按钮就会调用showMessage()函数。这个函数是在一个

独立的<script>元素中定义的，当然也可以被包含在一个外部文件中。事件处

理程序中的代码在执行时，有权访问全局作用域中的任何代码。 

这样指定事件处理程序具有一些独到之处。首先，这样会创建一个封装着

元素属性值的函数。这个函数中有一个局部变量event，也就是事件对象（本章

稍后讨论）： 

<! -- 输出 "click" -->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onclick="alert(event.typ

e)"> 

通过event 变量，可以直接访问事件对象，你不用自己定义它，也不用从

函数的参数列表中读取。 

在这个函数内部，this 值等于事件的目标元素，例如： 

<!-- 输出 "Click Me" -->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onclick="alert(this.valu

e)"> 

关于这个动态创建的函数，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扩展作用域的方式。

在这个函数内部，可以像访问局部变量一样访问document 及该元素本身的成

员。这个函数使用with 像下面这样扩展作用域： 

function(){ 

    with(document){ 

        with(this){ 

            //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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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如此一来，事件处理程序要访问自己的属性就简单多了。下面这行代码与

前面的例子效果相同： 

<!-- 输出 "Click Me" -->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onclick="alert(value)"> 

如果当前元素是一个表单输入元素，则作用域中还会包含访问表单元素

（父元素）的入口，这个函数就变成了如下所示： 

function(){ 

    with(document){ 

        with(this.form){ 

            with(this){ 

                //元素属性值 

            } 

        } 

    } 

} 

实际上，这样扩展作用域的方式，无非就是想让事件处理程序无需引用表

单元素就能访问其他表单字段。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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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单击按钮会显示文本框中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直

接引用了username 元素。 

不过，在HTML 中指定事件处理程序有两个缺点。首先，存在一个时差问

题。因为用户可能会在HTML 元素一出现在页面上就触发相应的事件，但当时的

事件处理程序有可能尚不具备执行条件。以前面的例子来说明，假设

showMessage()函数是在按钮下方、页面的最底部定义的。如果用户在页面解析

showMessage()函数之前就单击了按钮，就会引发错误。为此，很多HTML 事件

处理程序都会被封装在一个try-catch 块中，以便错误不会浮出水面，如下面

的例子所示：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onclick="try{showMessage

();}catch(ex){}"> 

这样，如果在showMessage()函数有定义之前单击了按钮，用户将不会看到

JavaScript 错误，因为在浏览器有机会处理错误之前，错误就被捕获了。 

另一个缺点是，这样扩展事件处理程序的作用域链在不同浏览器中会导致

不同结果。不同JavaScript引擎遵循的标识符解析规则略有差异，很可能会在

访问非限定对象成员时出错。 

通过HTML 指定事件处理程序的最后一个缺点是HTML 与JavaScript 代码紧

密耦合。如果要更换事件处理程序，就要改动两个地方：HTML 代码和

JavaScript 代码。而这正是许多开发人员摒弃HTML 事件处理程序，转而使用

JavaScript 指定事件处理程序的原因所在。 

6.6.2.2 DOM0 级事件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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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JavaScript 指定事件处理程序的传统方式，就是将一个函数赋值给一

个事件处理程序属性。这种为事件处理程序赋值的方法是在第四代Web 浏览器

中出现的，而且至今仍然为所有现代浏览器所支持。原因一是简单，二是具有

跨浏览器的优势。要使用JavaScript 指定事件处理程序，首先必须取得一个要

操作的对象的引用。 

每个元素（包括window 和document）都有自己的事件处理程序属性，这些

属性通常全部小写，例如onclick。将这种属性的值设置为一个函数，就可以指

定事件处理程序，如下所示：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btn.onclick = function(){ 

    alert("Clicked"); 

}; 

在此，我们通过文档对象取得了一个按钮的引用，然后为它指定了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但要注意，在这些代码运行以前不会指定事件处理程序，因此

如果这些代码在页面中位于按钮后面，就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怎么单击都没有

反应。 

使用DOM0 级方法指定的事件处理程序被认为是元素的方法。因此，这时候

的事件处理程序是在元素的作用域中运行；换句话说，程序中的this 引用当前

元素。来看一个例子。 

 

单击按钮显示的是元素的ID，这个ID 是通过this.id 取得的。不仅仅是

ID，实际上可以在事件处理程序中通过this 访问元素的任何属性和方法。以这

种方式添加的事件处理程序会在事件流的冒泡阶段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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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删除通过DOM0 级方法指定的事件处理程序，只要像下面这样将事件

处理程序属性的值设置为null 即可： 

btn.onclick = null; //删除事件处理程序 

将事件处理程序设置为null 之后，再单击按钮将不会有任何动作发生。 

如果你使用HTML 指定事件处理程序，那么onclick 属性的值就是一个包含

着在同名HTML 特性中指定的代码的函数。而将相应的属性设置为null，也可以

删除以这种方式指定的事件处理程序。 

6.6.2.3 DOM2 级事件处理程序 

“DOM2级事件”定义了两个方法，用于处理指定和删除事件处理程序的操

作：addEventListener()和removeEventListener()。所有DOM节点中都包含这

两个方法，并且它们都接受3 个参数：要处理的事件名、作为事件处理程序的

函数和一个布尔值。最后这个布尔值参数如果是true，表示在捕获阶段调用事

件处理程序；如果是false，表示在冒泡阶段调用事件处理程序。 

要在按钮上为click 事件添加事件处理程序，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 function(){ 

    alert(this.id); 

}, false); 

上面的代码为一个按钮添加了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而且该事件会在冒

泡阶段被触发（因为最后一个参数是false）。与DOM0 级方法一样，这里添加

的事件处理程序也是在其依附的元素的作用域中运行。使用DOM2 级方法添加事

件处理程序的主要好处是可以添加多个事件处理程序。来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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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为按钮添加了两个事件处理程序。这两个事件处理程序会按照添加它

们的顺序触发，因此首先会显示元素的ID，其次会显示"Hello world!"消息。 

通过addEventListener()添加的事件处理程序只能使用

removeEventListener()来移除；移除时传入的参数与添加处理程序时使用的参

数相同。这也意味着通过addEventListener()添加的匿名函数将无法移除，如

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 function(){ 

    alert(this.id); 

}, false); 

//这里省略了其他代码 

btn.removeEventListener("click", function(){ //没有用！ 

    alert(this.id); 

}, false);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addEventListener()添加了一个事件处理程序。

虽然调用remove-EventListener()时看似使用了相同的参数，但实际上，第二

个参数与传入addEventListener()中的那一个是完全不同的函数。而传入

removeEventListener()中的事件处理程序函数必须与传入addEventListener()

中的相同，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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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后的这个例子没有问题，是因为在addEventListener()和

removeEventListener()中使用了相同的函数。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将事件处理程序添加到事件流的冒泡阶段，这样可以

最大限度地兼容各种浏览器。最好只在需要在事件到达目标之前截获它的时候

将事件处理程序添加到捕获阶段。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我们不建议在事件捕获

阶段注册事件处理程序。 

IE9、Firefox、Safari、Chrome 和 Opera 支持 DOM2 级事件处理程序。 

6.6.2.4 IE 事件处理程序 

IE 实现了与DOM 中类似的两个方法：attachEvent()和detachEvent()。这

两个方法接受相同的两个参数：事件处理程序名称与事件处理程序函数。由于

IE8 及更早版本只支持事件冒泡，所以通过attachEvent()添加的事件处理程序

都会被添加到冒泡阶段。 

要使用attachEvent()为按钮添加一个事件处理程序，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注意，attachEvent()的第一个参数是"onclick"，而非DOM 的

addEventListener()方法中的"click"。 

在IE 中使用attachEvent()与使用DOM0 级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事件处理程

序的作用域。在使用DOM0 级方法的情况下，事件处理程序会在其所属元素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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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域内运行；在使用attachEvent()方法的情况下，事件处理程序会在全局作用

域中运行，因此this 等于window。来看下面的例子。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btn.attachEvent("onclick", function(){ 

    alert(this === window); //true 

}); 

在编写跨浏览器的代码时，牢记这一区别非常重要。 

与addEventListener()类似，attachEvent()方法也可以用来为一个元素添

加多个事件处理程序。来看下面的例子。 

 

这里调用了两次attachEvent()，为同一个按钮添加了两个不同的事件处理

程序。不过，与DOM方法不同的是，这些事件处理程序不是以添加它们的顺序执

行，而是以相反的顺序被触发。单击这个例子中的按钮，首先看到的是"Hello 

world!"，然后才是"Clicked"。 

使用attachEvent()添加的事件可以通过detachEvent()来移除，条件是必

须提供相同的参数。与DOM 方法一样，这也意味着添加的匿名函数将不能被移

除。不过，只要能够将对相同函数的引用传给detachEvent()，就可以移除相应

的事件处理程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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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将保存在变量handler 中的函数作为事件处理程序。因此，后面

的detachEvent()可以使用相同的函数来移除事件处理程序。 

支持 IE 事件处理程序的浏览器有 IE 和 Opera。 

6.6.2.5 跨浏览器的事件处理程序 

为了以跨浏览器的方式处理事件，不少开发人员会使用能够隔离浏览器差

异的JavaScript 库，还有一些开发人员会自己开发最合适的事件处理的方法。

自己编写代码其实也不难，只要恰当地使用能力检测即可（能力检测在第9 章

介绍过）。要保证处理事件的代码能在大多数浏览器下一致地运行，只需关注

冒泡阶段。 

第一个要创建的方法是addHandler()，它的职责是视情况分别使用DOM0 级

方法、DOM2 级方法或IE 方法来添加事件。这个方法属于一个名叫EventUtil 

的对象，本书将使用这个对象来处理浏览器间的差异。addHandler()方法接受3 

个参数：要操作的元素、事件名称和事件处理程序函数。 

与addHandler()对应的方法是removeHandler()，它也接受相同的参数。这

个方法的职责是移除之前添加的事件处理程序——无论该事件处理程序是采取

什么方式添加到元素中的，如果其他方法无效，默认采用DOM0 级方法。 

EventUtil 的用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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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法首先都会检测传入的元素中是否存在DOM2 级方法。如果存在

DOM2 级方法，则使用该方法：传入事件类型、事件处理程序函数和第三个参数

false（表示冒泡阶段）。如果存在的是IE 的方法，则采取第二种方案。注

意，为了在IE8 及更早版本中运行，此时的事件类型必须加上"on"前缀。 

最后一种可能就是使用DOM0 级方法（在现代浏览器中，应该不会执行这里

的代码）。此时，我们使用的是方括号语法来将属性名指定为事件处理程序，

或者将属性设置为null。 

可以像下面这样使用EventUtil 对象： 

 

addHandler()和removeHandler()没有考虑到所有的浏览器问题，例如在IE 

中的作用域问题。不过，使用它们添加和移除事件处理程序还是足够了。此外

还要注意，DOM0 级对每个事件只支持一个事件处理程序。好在，只支持DOM0 

级的浏览器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因此这对你而言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6.6.3 事件对象 

在触发DOM上的某个事件时，会产生一个事件对象event，这个对象中包含

着所有与事件有关的信息。包括导致事件的元素、事件的类型以及其他与特定

事件相关的信息。例如，鼠标操作导致的事件对象中，会包含鼠标位置的信

息，而键盘操作导致的事件对象中，会包含与按下的键有关的信息。所有浏览

器都支持event 对象，但支持方式不同。 

6.6.3.1 DOM 中的事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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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DOM 的浏览器会将一个event 对象传入到事件处理程序中。无论指定

事件处理程序时使用什么方法（DOM0 级或DOM2 级），都会传入event 对象。

来看下面的例子。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btn.onclick = function(event){ 

    alert(event.type); //"click" 

};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 function(event){ 

    alert(event.type); //"click" 

}, false); 

这个例子中的两个事件处理程序都会弹出一个警告框，显示由event.type 

属性表示的事件类型。这个属性始终都会包含被触发的事件类型， 例如

"click" （ 与传入addEventListener() 和removeEventListener()中的事件类

型一致）。 

在通过HTML 特性指定事件处理程序时，变量event 中保存着event 对象。

请看下面的例子。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onclick="alert(event.typ

e)"/> 

以这种方式提供event 对象，可以让HTML 特性事件处理程序与JavaScript 

函数执行相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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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对象包含与创建它的特定事件有关的属性和方法。触发的事件类型

不一样，可用的属性和方法也不一样。不过，所有事件都会有下表列出的成

员。 

 

在事件处理程序内部，对象this 始终等于currentTarget 的值，而target 

则只包含事件的实际目标。如果直接将事件处理程序指定给了目标元素，则

this、currentTarget 和target 包含相同的值。来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例子检测了currentTarget 和target 与this 的值。由于click 事件

的目标是按钮，因此这三个值是相等的。如果事件处理程序存在于按钮的父节

点中（例如document.body），那么这些值是不相同的。再看下面的例子。 

 

当单击这个例子中的按钮时，this 和currentTarget 都等于

document.body，因为事件处理程序是注册到这个元素上的。然而，target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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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却等于按钮元素，因为它是click 事件真正的目标。由于按钮上并没有注册

事件处理程序，结果click 事件就冒泡到了document.body，在那里事件才得到

了处理。 

在需要通过一个函数处理多个事件时，可以使用type 属性。例如： 

 

 

这个例子定义了一个名为handler 的函数，用于处理3 种事件：click、

mouseover 和mouseout。当单击按钮时，会出现一个与前面例子中一样的警告

框。当按钮移动到按钮上面时，背景颜色应该会变成红色，而当鼠标移动出按

钮的范围时，背景颜色应该会恢复为默认值。这里通过检测event.type属性，

让函数能够确定发生了什么事件，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要阻止特定事件的默认行为，可以使用preventDefault()方法。例如，链

接的默认行为就是在被单击时会导航到其href 特性指定的URL。如果你想阻止

链接导航这一默认行为，那么通过链接的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可以取消它，

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只有cancelable 属性设置为true 的事件，才可以使用preventDefault()

来取消其默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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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stopPropagation()方法用于立即停止事件在DOM 层次中的传播，即

取消进一步的事件捕获或冒泡。例如，直接添加到一个按钮的事件处理程序可

以调用stopPropagation()，从而避免触发注册在document.body 上面的事件处

理程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对于这个例子而言，如果不调用stopPropagation()，就会在单击按钮时出

现两个警告框。可是，由于click 事件根本不会传播到document.body，因此就

不会触发注册在这个元素上的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 

事件对象的eventPhase 属性，可以用来确定事件当前正位于事件流的哪个

阶段。如果是在捕获阶段调用的事件处理程序，那么eventPhase 等于1；如果

事件处理程序处于目标对象上，则eventPhase 等于2；如果是在冒泡阶段调用

的事件处理程序，eventPhase 等于3。这里要注意的是，尽管“处于目标”发

生在冒泡阶段，但eventPhase 仍然一直等于2。来看下面的例子。 

 

当单击这个例子中的按钮时，首先执行的事件处理程序是在捕获阶段触发

的添加到document.body中的那一个，结果会弹出一个警告框显示表示

eventPhase 的1。接着，会触发在按钮上注册的事件处理程序，此时的

eventPhase 值为2。最后一个被触发的事件处理程序，是在冒泡阶段执行的添

加到document.body 上的那一个，显示eventPhase 的值为3。而当eventPhase 

等于2 时，this、target和currentTarget 始终都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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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事件处理程序执行期间，event 对象才会存在；一旦事件处理程序

执行完成，event 对象就会被销毁。 

6.6.3.2 IE 中的事件对象 

与访问DOM中的event 对象不同，要访问IE 中的event 对象有几种不同的

方式，取决于指定事件处理程序的方法。在使用DOM0 级方法添加事件处理程序

时，event 对象作为window 对象的一个属性存在。来看下面的例子。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btn.onclick = function(){ 

    var event = window.event; 

    alert(event.type); //"click" 

}; 

在此，我们通过window.event 取得了event 对象，并检测了被触发事件的

类型（IE 中的type属性与DOM中的type 属性是相同的）。可是，如果事件处理

程序是使用attachEvent()添加的，那么就会有一个event 对象作为参数被传入

事件处理程序函数中，如下所示。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btn.attachEvent("onclick", function(event){ 

    alert(event.type); //"click" 

}); 

在像这样使用attachEvent()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window 对象来访问

event 对象，就像使用DOM0 级方法时一样。不过为方便起见，同一个对象也会

作为参数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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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通过HTML特性指定的事件处理程序，那么还可以通过一个名叫event 

的变量来访问event对象（与DOM 中的事件模型相同）。再看一个例子。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onclick="alert(event.typ

e)"> 

IE 的event 对象同样也包含与创建它的事件相关的属性和方法。其中很多

属性和方法都有对应的或者相关的DOM属性和方法。与DOM的event 对象一样，

这些属性和方法也会因为事件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事件对象都会包含下

表所列的属性和方法。 

 

因为事件处理程序的作用域是根据指定它的方式来确定的，所以不能认为

this 会始终等于事件目标。故而，最好还是使用event.srcElement 比较保

险。例如： 

 

在第一个事件处理程序中（使用DOM0 级方法指定的），srcElement 属性

等于this，但在第二个事件处理程序中，这两者的值不相同。 

如前所述，returnValue 属性相当于DOM 中的preventDefault()方法，它

们的作用都是取消给定事件的默认行为。只要将returnValue 设置为false，就

可以阻止默认行为。来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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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在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中使用returnValue 达到了阻止链接默

认行为的目的。与DOM不同的是，在此没有办法确定事件是否能被取消。 

相应地，cancelBubble 属性与DOM 中的stopPropagation()方法作用相

同，都是用来停止事件冒泡的。由于IE 不支持事件捕获，因而只能取消事件冒

泡；但stopPropagatioin()可以同时取消事件捕获和冒泡。例如： 

 

通过在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中将cancelBubble 设置为true，就可阻止事

件通过冒泡而触发document.body 中注册的事件处理程序。结果，在单击按钮

之后，只会显示一个警告框。 

6.6.3.3. 跨浏览器的事件对象 

虽然DOM 和IE 中的event 对象不同，但基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依旧可以拿

出跨浏览器的方案来。 

IE 中event 对象的全部信息和方法DOM 对象中都有，只不过实现方式不一

样。不过，这种对应关系让实现两种事件模型之间的映射非常容易。可以对前

面介绍的EventUtil 对象加以增强，添加如下方法以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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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显示，我们为EventUtil 添加了4 个新方法。第一个是

getEvent()，它返回对event对象的引用。考虑到IE 中事件对象的位置不同，

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取得event 对象，而不必担心指定事件处理程序的方式。

在使用这个方法时，必须假设有一个事件对象传入到事件处理程序中，而且要

把该变量传给这个方法，如下所示。 

 

在兼容DOM 的浏览器中，event 变量只是简单地传入和返回。而在IE 中，

event 参数是未定义的（undefined），因此就会返回window.event。将这一行

代码添加到事件处理程序的开头，就可以确保随时都能使用event 对象，而不

必担心用户使用的是什么浏览器。 

第二个方法是getTarget()，它返回事件的目标。在这个方法内部，会检测

event 对象的target属性，如果存在则返回该属性的值；否则，返回

srcElement 属性的值。可以像下面这样使用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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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法是preventDefault()，用于取消事件的默认行为。在传入event 

对象后，这个方法会检查是否存在preventDefault()方法，如果存在则调用该

方法。如果preventDefault()方法不存在，则将returnValue 设置为false。下

面是使用这个方法的例子。 

 

以上代码可以确保在所有浏览器中单击该链接都不会打开另一个页面。首

先，使用EventUtil. 

getEvent()取得event 对象，然后将其传入到

EventUtil.preventDefault()以取消默认行为。 

第四个方法是stopPropagation()，其实现方式类似。首先尝试使用DOM 方

法阻止事件流，否则就使用cancelBubble 属性。下面看一个例子。 

 

在此，首先使用EventUtil.getEvent()取得了event 对象，然后又将其传

入到EventUtil. 

stopPropagation()。别忘了由于IE 不支持事件捕获，因此这个方法在跨

浏览器的情况下，也只能用来阻止事件冒泡。 

6.6.4 事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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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浏览器中可能发生的事件有很多类型。如前所述，不同的事件类型具

有不同的信息，而“DOM3级事件”规定了以下几类事件。 

 UI（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事件，当用户与页面上的元素交互

时触发； 

 焦点事件，当元素获得或失去焦点时触发； 

 鼠标事件，当用户通过鼠标在页面上执行操作时触发； 

 滚轮事件，当使用鼠标滚轮（或类似设备）时触发； 

 文本事件，当在文档中输入文本时触发； 

 键盘事件，当用户通过键盘在页面上执行操作时触发； 

 合成事件，当为IME（Input Method Editor，输入法编辑器）输入字

符时触发； 

 变动（mutation）事件，当底层DOM 结构发生变化时触发。 

 变动名称事件，当元素或属性名变动时触发。此类事件已经被废弃，

没有任何浏览器实现它们，因此本章不做介绍。 

除了这几类事件之外，HTML5 也定义了一组事件，而有些浏览器还会在DOM 

和BOM中实现其他专有事件。这些专有的事件一般都是根据开发人员需求定制

的，没有什么规范，因此不同浏览器的实现有可能不一致。 

DOM3 级事件模块在DOM2 级事件模块基础上重新定义了这些事件，也添加

了一些新事件。包括IE9 在内的所有主流浏览器都支持DOM2 级事件。IE9 也支

持DOM3 级事件。 

6.6.4.1 UI事件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415                                 

 

UI 事件指的是那些不一定与用户操作有关的事件。这些事件在DOM规范出

现之前，都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而在DOM 规范中保留是为了向后兼

容。现有的UI 事件如下。 

 DOMActivate：表示元素已经被用户操作（通过鼠标或键盘）激活。这

个事件在DOM3 级事件中被废弃，但Firefox 2+和Chrome 支持它。考

虑到不同浏览器实现的差异，不建议使用这个事件。 

 load：当页面完全加载后在window 上面触发，当所有框架都加载完毕

时在框架集上面触发，当图像加载完毕时在<img>元素上面触发，或者

当嵌入的内容加载完毕时在<object>元素上面触发。 

 unload：当页面完全卸载后在window 上面触发，当所有框架都卸载后

在框架集上面触发，或者当嵌入的内容卸载完毕后在<object>元素上

面触发。 

 abort：在用户停止下载过程时，如果嵌入的内容没有加载完，则在

<object>元素上面触发。 

 error：当发生JavaScript 错误时在window 上面触发，当无法加载图

像时在<img>元素上面触发，当无法加载嵌入内容时在<object>元素上

面触发，或者当有一或多个框架无法加载时在框架集上面触发。第17 

章将继续讨论这个事件。 

 select：当用户选择文本框（<input>或<texterea>）中的一或多个字

符时触发。第14 章将继续讨论这个事件。 

 resize：当窗口或框架的大小变化时在window 或框架上面触发。 

 scroll：当用户滚动带滚动条的元素中的内容时，在该元素上面触

发。<body>元素中包含所加载页面的滚动条。 

多数这些事件都与window 对象或表单控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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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DOMActivate 之外，其他事件在DOM2 级事件中都归为HTML 事件

（DOMActivate 在DOM2级中仍然属于UI 事件）。要确定浏览器是否支持DOM2 

级事件规定的HTML 事件，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var isSupported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HTMLEvent

s", "2.0"); 

注意，只有根据“DOM2 级事件”实现这些事件的浏览器才会返回true。而

以非标准方式支持这些事件的浏览器则会返回false。要确定浏览器是否支持

“DOM3 级事件”定义的事件，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var isSupported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UIEvent",

 "3.0"); 

1. load 事件 

JavaScript 中最常用的一个事件就是load。当页面完全加载后（包括所有

图像、JavaScript 文件、CSS 文件等外部资源），就会触发window 上面的

load 事件。有两种定义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使用如下所示的JavaScript 代码： 

 

这是通过JavaScript 来指定事件处理程序的方式，使用了本章前面定义的

跨浏览器的EventUtil对象。与添加其他事件一样，这里也给事件处理程序传入

了一个event 对象。这个event 对象中不包含有关这个事件的任何附加信息，

但在兼容DOM 的浏览器中，event.target 属性的值会被设置为document，而IE 

并不会为这个事件设置srcElement 属性。 

第二种指定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的方式是为<body>元素添加一个onload 

特性，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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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window 上面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可以在<body>元素中通过相应

的特性来指定，因为在HTML 中无法访问window 元素。实际上，这只是为了保

证向后兼容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所有浏览器都能很好地支持这种方式。我们建

议读者尽可能使用JavaScript 方式。 

根据“DOM2 级事件”规范，应该在 document 而非 window 上面触发 load

 事件。但是，所有浏览器都在 window 上面实现了该事件，以确保向后兼容。 

图像上面也可以触发load 事件，无论是在DOM 中的图像元素还是HTML 中

的图像元素。因此，可以在HTML 中为任何图像指定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例

如： 

 

这样，当例子中的图像加载完毕后就会显示一个警告框。同样的功能也可

以使用JavaScript 来实现，例如： 

 

这里，使用JavaScript 指定了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同时也传入了event 

对象，尽管它也不包含什么有用的信息。不过，事件的目标是<img>元素，因此

可以通过src 属性访问并显示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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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新的<img>元素时，可以为其指定一个事件处理程序，以便图像加载

完毕后给出提示。此时，最重要的是要在指定src 属性之前先指定事件，如下

面的例子所示。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load", function(){ 

 

在这个例子中，首先为window 指定了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原因在于，

我们是想向DOM中添加一个新元素，所以必须确定页面已经加载完毕——如果在

页面加载前操作document.body 会导致错误。然后，创建了一个新的图像元

素，并设置了其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最后又将这个图像添加到页面中，还设

置了它的src 属性。这里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新图像元素不一定要从添加到

文档后才开始下载，只要设置了src 属性就会开始下载。 

同样的功能也可以通过使用DOM0 级的Image 对象实现。在DOM出现之前，

开发人员经常使用Image 对象在客户端预先加载图像。可以像使用<img>元素一

样使用Image 对象，只不过无法将其添加到DOM 树中。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在此，我们使用Image 构造函数创建了一个新图像的实例，然后又为它指

定了事件处理程序。有的浏览器将Image 对象实现为<img>元素，但并非所有浏

览器都如此，所以最好将它们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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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属于DOM 文档的图像（包括未添加到文档的<img>元素和Image 对象）

上触发load 事件时，IE8 及之前版本不会生成event 对象。IE9 修复了这个问

题。 

还有一些元素也以非标准的方式支持load 事件。在IE9+、Firefox、

Opera、Chrome 和Safari 3+及更高版本中，<script>元素也会触发load 事

件，以便开发人员确定动态加载的JavaScript 文件是否加载完毕。与图像不

同，只有在设置了<script>元素的src 属性并将该元素添加到文档后，才会开

始下载JavaScript 文件。换句话说，对于<script>元素而言，指定src 属性和

指定事件处理程序的先后顺序就不重要了。以下代码展示了怎样为<script>元

素指定事件处理程序。 

 

这个例子使用了跨浏览器的EventUtil 对象为新创建的<script>元素指定

了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此时，大多数浏览器中event 对象的target 属性引

用的都是<script>节点，而在Firefox 3 之前的版本中，引用的则是

document。IE8 及更早版本不支持<script>元素上的load 事件。 

IE 和Opera 还支持<link>元素上的load 事件，以便开发人员确定样式表

是否加载完毕。例如： 

 

与<script>节点类似，在未指定href 属性并将<link>元素添加到文档之前

也不会开始下载样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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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load 事件 

与load 事件对应的是unload 事件，这个事件在文档被完全卸载后触发。

只要用户从一个页面切换到另一个页面，就会发生unload 事件。而利用这个事

件最多的情况是清除引用，以避免内存泄漏。 

与load 事件类似，也有两种指定onunload 事件处理程序的方式。第一种

方式是使用JavaScript，如下所示：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unload", function(event){ 

   alert("Unloaded"); 

}); 

此时生成的event 对象在兼容DOM 的浏览器中只包含target 属性（值为

document）。IE8 及之前版本则为这个事件对象提供了srcElement 属性。 

指定事件处理程序的第二种方式，也是为<body>元素添加一个特性（与

load 事件相似），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无论使用哪种方式，都要小心编写onunload 事件处理程序中的代码。既然

unload 事件是在一切都被卸载之后才触发，那么在页面加载后存在的那些对

象，此时就不一定存在了。此时，操作DOM节点或者元素的样式就会导致错误。 

根据“DOM2 级事件”，应该在<body>元素而非window 对象上面触发

unload事件。不过，所有浏览器都在window 上实现了unload 事件，以确保向

后兼容。 

3. resize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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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浏览器窗口被调整到一个新的高度或宽度时，就会触发resize 事件。这

个事件在window（窗 

口）上面触发，因此可以通过JavaScript 或者<body>元素中的onresize 

特性来指定事件处理程序。如 

前所述，我们还是推荐使用如下所示的JavaScript 方式：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resize", function(event){ 

   alert("Resized"); 

}); 

与其他发生在window 上的事件类似，在兼容DOM 的浏览器中，传入事件处

理程序中的event 对 

象有一个target 属性，值为document；而IE8 及之前版本则未提供任何属

性。 

关于何时会触发resize 事件，不同浏览器有不同的机制。IE、Safari、

Chrome 和Opera 会在浏览器窗口变化了1 像素时就触发resize 事件，然后随

着变化不断重复触发。Firefox 则只会在用户停止调整窗口大小时才会触发

resize 事件。由于存在这个差别，应该注意不要在这个事件的处理程序中加入

大计算量的代码，因为这些代码有可能被频繁执行，从而导致浏览器反应明显

变慢。 

浏览器窗口最小化或最大化时也会触发 resize 事件。 

4. scroll 事件 

虽然scroll 事件是在window 对象上发生的，但它实际表示的则是页面中

相应元素的变化。在混杂模式下，可以通过<body>元素的scrollLeft 和

scrollTop 来监控到这一变化；而在标准模式下，除Safari 之外的所有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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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通过<html>元素来反映这一变化（Safari 仍然基于<body>跟踪滚动位

置），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以上代码指定的事件处理程序会输出页面的垂直滚动位置——根据呈现模

式不同使用了不同的元素。由于Safari 3.1 之前的版本不支持

document.compatMode，因此旧版本的浏览器就会满足第二个条件。 

与resize 事件类似，scroll 事件也会在文档被滚动期间重复被触发，所

以有必要尽量保持事件处理程序的代码简单。 

6.6.4.2 焦点事件 

焦点事件会在页面元素获得或失去焦点时触发。利用这些事件并与

document.hasFocus()方法及document.activeElement 属性配合，可以知晓用

户在页面上的行踪。有以下6 个焦点事件。 

 blur：在元素失去焦点时触发。这个事件不会冒泡；所有浏览器都支

持它。 

 DOMFocusIn：在元素获得焦点时触发。这个事件与HTML 事件focus 等

价，但它冒泡。只有Opera 支持这个事件。DOM3 级事件废弃了

DOMFocusIn，选择了focusin。 

 DOMFocusOut：在元素失去焦点时触发。这个事件是HTML 事件blur 的

通用版本。只有Opera支持这个事件。DOM3 级事件废弃了

DOMFocusOut，选择了focusout。 

 focus：在元素获得焦点时触发。这个事件不会冒泡；所有浏览器都支

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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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cusin：在元素获得焦点时触发。这个事件与HTML 事件focus 等

价，但它冒泡。支持这个事件的浏览器有IE5.5+、Safari 5.1+、

Opera 11.5+和Chrome。 

 focusout：在元素失去焦点时触发。这个事件是HTML 事件blur 的通

用版本。支持这个事件的浏览器有IE5.5+、Safari 5.1+、Opera 

11.5+和Chrome。 

这一类事件中最主要的两个是focus 和blur，它们都是JavaScript 早期就

得到所有浏览器支持的事件。这些事件的最大问题是它们不冒泡。因此，IE 的

focusin 和focusout 与Opera 的DOMFocusIn和DOMFocusOut 才会发生重叠。IE 

的方式最后被DOM3 级事件采纳为标准方式。 

当焦点从页面中的一个元素移动到另一个元素，会依次触发下列事件： 

 focusout 在失去焦点的元素上触发； 

 focusin 在获得焦点的元素上触发； 

 blur 在失去焦点的元素上触发； 

 DOMFocusOut 在失去焦点的元素上触发； 

 focus 在获得焦点的元素上触发； 

 DOMFocusIn 在获得焦点的元素上触发。 

其中，blur、DOMFocusOut 和focusout 的事件目标是失去焦点的元素；而

focus、DOMFocusIn和focusin 的事件目标是获得焦点的元素。 

要确定浏览器是否支持这些事件，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var isSupported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FocusEven

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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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focus 和 blur 不冒泡，也可以在捕获阶段侦听到它们。Peter-Paul

 Koch 就此写过一篇非常棒的文章：www.quirksmode.org/blog/archives/20

08/04/delegating_the.html。 

6.6.4.3 鼠标与滚轮事件 

鼠标事件是Web 开发中最常用的一类事件，毕竟鼠标还是最主要的定位设

备。DOM3 级事件中定义了9 个鼠标事件，简介如下。 

 click：在用户单击主鼠标按钮（一般是左边的按钮）或者按下回车键

时触发。这一点对确保易访问性很重要，意味着onclick 事件处理程

序既可以通过键盘也可以通过鼠标执行。 

 dblclick：在用户双击主鼠标按钮（一般是左边的按钮）时触发。从

技术上说，这个事件并不是DOM2 级事件规范中规定的，但鉴于它得到

了广泛支持，所以DOM3 级事件将其纳入了标准。 

 mousedown：在用户按下了任意鼠标按钮时触发。不能通过键盘触发这

个事件。 

 mouseenter：在鼠标光标从元素外部首次移动到元素范围之内时触

发。这个事件不冒泡，而且在光标移动到后代元素上不会触发。DOM2 

级事件并没有定义这个事件，但DOM3 级事件将它纳入了规范。IE、

Firefox 9+和Opera 支持这个事件。 

 mouseleave：在位于元素上方的鼠标光标移动到元素范围之外时触

发。这个事件不冒泡，而且在光标移动到后代元素上不会触发。DOM2 

级事件并没有定义这个事件，但DOM3 级事件将它纳入了规范。IE、

Firefox 9+和Opera 支持这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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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semove：当鼠标指针在元素内部移动时重复地触发。不能通过键盘

触发这个事件。 

 mouseout：在鼠标指针位于一个元素上方，然后用户将其移入另一个

元素时触发。又移入的另一个元素可能位于前一个元素的外部，也可

能是这个元素的子元素。不能通过键盘触发这个事件。 

 mouseover：在鼠标指针位于一个元素外部，然后用户将其首次移入另

一个元素边界之内时触发。不能通过键盘触发这个事件。 

 mouseup：在用户释放鼠标按钮时触发。不能通过键盘触发这个事件。 

页面上的所有元素都支持鼠标事件。除了mouseenter 和mouseleave，所有

鼠标事件都会冒泡，也可以被取消，而取消鼠标事件将会影响浏览器的默认行

为。取消鼠标事件的默认行为还会影响其他事件，因为鼠标事件与其他事件是

密不可分的关系。 

只有在同一个元素上相继触发mousedown 和mouseup 事件，才会触发click 

事件；如果mousedown 或mouseup 中的一个被取消，就不会触发click 事件。

类似地，只有触发两次click 事件，才会触发一次dblclick 事件。如果有代码

阻止了连续两次触发click 事件（可能是直接取消click事件，也可能通过取消

mousedown 或mouseup 间接实现），那么就不会触发dblclick 事件了。这4个

事件触发的顺序始终如下： 

1. mousedown 

2. mouseup 

3. click 

4. mousedown 

5. mous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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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lick 

7. dblclick 

显然，click 和dblclick 事件都会依赖于其他先行事件的触发；而

mousedown 和mouseup 则不受其他事件的影响。 

IE8 及之前版本中的实现有一个小bug，因此在双击事件中，会跳过第二个

mousedown 和click事件，其顺序如下： 

1. mousedown 

2. mouseup 

3. click 

4. mouseup 

5. dblclick 

IE9 修复了这个bug，之后顺序就正确了。 

使用以下代码可以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以上DOM2 级事件（除dbclick、

mouseenter 和mouseleave 之外）： 

var isSupported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MouseEven

ts", "2.0"); 

要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上面的所有事件，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var isSupported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MouseEven

t", "3.0") 

注意，DOM3 级事件的feature 名是"MouseEvent"，而非"Mouse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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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事件中还有一类滚轮事件。而说是一类事件，其实就是一个

mousewheel 事件。这个事件跟踪鼠标滚轮，类似于Mac 的触控板。 

1. 客户区坐标位置 

鼠标事件都是在浏览器视口中的特定位置上发生的。这个位置信息保存在

事件对象的clientX 和clientY 属性中。所有浏览器都支持这两个属性，它们

的值表示事件发生时鼠标指针在视口中的水平和垂直坐标。图6.4 展示了视口

中客户区坐标位置的含义。 

 

图6-32 视口中客户区坐标位置的含义 

可以使用类似下列代码取得鼠标事件的客户端坐标信息： 

 

这里为一个<div>元素指定了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当用户单击这个元素

时，就会看到事件的客户端坐标信息。注意，这些值中不包括页面滚动的距

离，因此这个位置并不表示鼠标在页面上的位置。 

2. 页面坐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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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客户区坐标能够知道鼠标是在视口中什么位置发生的，而页面坐标通

过事件对象的pageX 和pageY 属性，能告诉你事件是在页面中的什么位置发生

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属性表示鼠标光标在页面中的位置，因此坐标是从页面

本身而非视口的左边和顶边计算的。 

以下代码可以取得鼠标事件在页面中的坐标： 

 

在页面没有滚动的情况下，pageX 和pageY 的值与clientX 和clientY 的

值相等。 

IE8 及更早版本不支持事件对象上的页面坐标，不过使用客户区坐标和滚

动信息可以计算出来。这时候需要用到document.body（混杂模式）或

document.documentElement（标准模式）中的scrollLeft 和scrollTop 属性。

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3. 屏幕坐标位置 

鼠标事件发生时，不仅会有相对于浏览器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相对于整

个电脑屏幕的位置。而通过screenX 和screenY 属性就可以确定鼠标事件发生

时鼠标指针相对于整个屏幕的坐标信息。图6.5展示了浏览器中屏幕坐标的含

义。可以使用类似下面的代码取得鼠标事件的屏幕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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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3 鼠标事件的屏幕坐标 

 

与前一个例子类似，这里也是为<div>元素指定了一个onclick 事件处理程

序。当这个元素被单击时，就会显示出事件的屏幕坐标信息了。 

4. 修改键 

虽然鼠标事件主要是使用鼠标来触发的，但在按下鼠标时键盘上的某些键

的状态也可以影响到所要采取的操作。这些修改键就是Shift、Ctrl、Alt 和

Meta（在Windows 键盘中是Windows 键，在苹果机中是Cmd 键），它们经常被

用来修改鼠标事件的行为。DOM 为此规定了4 个属性，表示这些修改键的状

态：shiftKey、ctrlKey、altKey 和metaKey。这些属性中包含的都是布尔值，

如果相应的键被按下了，则值为true，否则值为false。当某个鼠标事件发生

时，通过检测这几个属性就可以确定用户是否同时按下了其中的键。来看下面

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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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通过一个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检测了不同修改键的

状态。数组keys 中包含着被按下的修改键的名称。换句话说，如果有属性值为

true，就会将对应修改键的名称添加到keys数组中。在事件处理程序的最后，

有一个警告框将检测到的键的信息显示给用户。 

IE9、Firefox、Safari、Chrome 和 Opera 都支持这 4 个键。IE8 及之

前版本不支持 metaKey 属性。 

5. 相关元素 

在发生mouseover 和mouserout 事件时，还会涉及更多的元素。这两个事

件都会涉及把鼠标指针从一个元素的边界之内移动到另一个元素的边界之内。

对mouseover 事件而言，事件的主目标是获得光标的元素，而相关元素就是那

个失去光标的元素。类似地，对mouseout 事件而言，事件的主目标是失去光标

的元素，而相关元素则是获得光标的元素。来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例子会在页面上显示一个<div>元素。如果鼠标指针一开始位于这个

<div>元素上，然后移出了这个元素，那么就会在<div>元素上触发mouseout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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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关元素就是<body>元素。与此同时，<body>元素上面会触发mouseover 

事件，而相关元素变成了<div>。 

DOM通过event 对象的relatedTarget 属性提供了相关元素的信息。这个属

性只对于mouseover和mouseout 事件才包含值；对于其他事件，这个属性的值

是null。IE8及之前版本不支持relatedTarget属性，但提供了保存着同样信息

的不同属性。在mouseover 事件触发时，IE 的fromElement 属性中保存了相关

元素；在mouseout 事件触发时，IE 的toElement 属性中保存着相关元素。

（IE9 支持所有这些属性。）可以把下面这个跨浏览器取得相关元素的方法添

加到EventUtil 对象中。 

 

与以前添加的跨浏览器方法一样，这个方法也使用了特性检测来确定返回

哪个值。可以像下面这样使用EventUtil.getRelatedTarget()方法： 

 

这个例子为<div>元素的mouseout 事件注册了一个事件处理程序。当事件

触发时，会有一个警告框显示鼠标移出和移入的元素信息。 

6. 鼠标按钮 

只有在主鼠标按钮被单击（或键盘回车键被按下）时才会触发click 事

件，因此检测按钮的信息并不是必要的。但对于mousedown 和mouseup 事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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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则在其event 对象存在一个button 属性，表示按下或释放的按钮。DOM的

button 属性可能有如下3 个值：0 表示主鼠标按钮，1 表示中间的鼠标按钮

（鼠标滚轮按钮），2 表示次鼠标按钮。在常规的设置中，主鼠标按钮就是鼠

标左键，而次鼠标按钮就是鼠标右键。 

IE8 及之前版本也提供了button 属性，但这个属性的值与DOM 的button 

属性有很大差异。 

 0：表示没有按下按钮。 

 1：表示按下了主鼠标按钮。 

 2：表示按下了次鼠标按钮。 

 3：表示同时按下了主、次鼠标按钮。 

 4：表示按下了中间的鼠标按钮。 

 5：表示同时按下了主鼠标按钮和中间的鼠标按钮。 

 6：表示同时按下了次鼠标按钮和中间的鼠标按钮。 

 7：表示同时按下了三个鼠标按钮。 

不难想见，DOM 模型下的button 属性比IE 模型下的button 属性更简单也

更为实用，因为同时按下多个鼠标按钮的情形十分罕见。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将

IE 模型规范化为DOM 方式，毕竟除IE8 及更早版本之外的其他浏览器都原生支

持DOM 模型。而对主、中、次按钮的映射并不困难，只要将IE 的其他选项分别

转换成如同按下这三个按键中的一个即可（同时将主按钮作为优先选取的对

象）。换句话说，IE 中返回的5 和7 会被转换成DOM 模型中的0。 

由于单独使用能力检测无法确定差异（两种模型有同名的button 属性），

因此必须另辟蹊径。我们知道，支持DOM 版鼠标事件的浏览器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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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Fearture()方法来检测，所以可以再为EventUtil 对象添加如下

getButton()方法。 

 

 

通过检测"MouseEvents"这个特性，就可以确定event 对象中存在的button 

属性中是否包含正确的值。如果测试失败，说明是IE，就必须对相应的值进行

规范化。以下是使用该方法的示例。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为一个<div>元素添加了一个onmousedown 事件处理程

序。当在这个元素上按下鼠标按钮时，会有警告框显示按钮的代码。 

在使用 onmouseup 事件处理程序时，button 的值表示释放的是哪个按

钮。此外，如果不是按下或释放了主鼠标按钮，Opera 不会触发 mouseup 或

mousedown 事件。 

7. 更多的事件信息 

“DOM2 级事件”规范在event 对象中还提供了detail 属性，用于给出有

关事件的更多信息。对于鼠标事件来说，detail 中包含了一个数值，表示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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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置上发生了多少次单击。在同一个元素上相继地发生一次mousedown 和一

次mouseup 事件算作一次单击。detail 属性从1 开始计数，每次单击发生后都

会递增。如果鼠标在mousedown 和mouseup 之间移动了位置，则detail 会被重

置为0。 

IE 也通过下列属性为鼠标事件提供了更多信息。 

 altLeft：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Alt 键。如果altLeft 的值为

true，则altKey 的值也为true。 

 ctrlLeft：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Ctrl 键。如果ctrlLeft 的值为

true，则ctrlKey 的值也为true。 

 offsetX：光标相对于目标元素边界的x 坐标。 

 offsetY：光标相对于目标元素边界的y 坐标。 

 shiftLeft：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Shift 键。如果shiftLeft 的值

为true，则shiftKey的值也为true。 

这些属性的用处并不大，原因一方面是只有IE 支持它们，另一方是它们提

供的信息要么没有什么价值，要么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计算得来。 

8. 鼠标滚轮事件 

IE 6.0 首先实现了mousewheel 事件。此后，Opera、Chrome 和Safari 也

都实现了这个事件。当用户通过鼠标滚轮与页面交互、在垂直方向上滚动页面

时（无论向上还是向下），就会触发mousewheel事件。这个事件可以在任何元

素上面触发，最终会冒泡到document（IE8）或window（IE9、Opera、Chrome 

及Safari）对象。与mousewheel 事件对应的event 对象除包含鼠标事件的所有

标准信息外，还包含一个特殊的wheelDelta 属性。当用户向前滚动鼠标滚轮

时，wheelDelta 是120 的倍数；当用户向后滚动鼠标滚轮时，wheelDelta 是-

120 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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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4 鼠标滚轮事件【1】 

将mousewheel 事件处理程序指定给页面中的任何元素或document 对象，

即可处理鼠标滚轮的交互操作。来看下面的例子。 

EventUtil.addHandler(document, "mousewheel", function(event){ 

    event = EventUtil.getEvent(event); 

    alert(event.wheelDelta); 

}); 

这个例子会在发生mousewheel 事件时显示wheelDelta 的值。多数情况

下，只要知道鼠标滚轮滚动的方向就够了，而这通过检测wheelDelta 的正负号

就可以确定。 

有一点要注意：在Opera 9.5 之前的版本中，wheelDelta 值的正负号是颠

倒的。如果你打算支持早期的Opera 版本，就需要使用浏览器检测技术来确定

实际的值，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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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使用第9 章创建的client 对象检测了浏览器是不是早期版本的

Opera。 

由于 mousewheel 事件非常流行，而且所有浏览器都支持它，所以 HTML 

5 也加入了该事件。 

Firefox 支持一个名为DOMMouseScroll 的类似事件，也是在鼠标滚轮滚动

时触发。与mousewheel事件一样，DOMMouseScroll 也被视为鼠标事件，因而包

含与鼠标事件有关的所有属性。而有关鼠标滚轮的信息则保存在detail 属性

中，当向前滚动鼠标滚轮时，这个属性的值是-3 的倍数，当向后滚动鼠标滚轮

时，这个属性的值是3 的倍数。 

 

图6-35 鼠标滚轮事件【2】 

可以将DOMMouseScroll 事件添加到页面中的任何元素，而且该事件会冒泡

到window 对象。因此，可以像下面这样针对这个事件来添加事件处理程序。 

 

这个简单的事件处理程序会在鼠标滚轮滚动时显示detail 属性的值。 

若要给出跨浏览器环境下的解决方案，第一步就是创建一个能够取得鼠标

滚轮增量值（delta）的方法。下面是我们添加到EventUtil 对象中的这个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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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getWheelDelta()方法首先检测了事件对象是否包含wheelDelta 属

性，如果是则通过浏览器检测代码确定正确的值。如果wheelDelta 不存在，则

假设相应的值保存在detail 属性中。由于Firefox 的值有所不同，因此首先要

将这个值的符号反向，然后再乘以40，就可以保证与其他浏览器的值相同了。

有了这个方法之后，就可以将相同的事件处理程序指定给mousewheel 和

DOMMouseScroll 事件了，例如： 

 

我们将相关代码放在了一个私有作用域中，从而不会让新定义的函数干扰

全局作用域。这里定义的handleMouseWheel()函数可以用作两个事件的处理程

序（如果指定的事件不存在，则为该事件指定处理程序的代码就会静默地失

败）。由于使用了EventUtil.getWheelDelta()方法，我们定义的这个事件处理

程序函数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情况。 

9. 触摸设备 

iOS 和Android 设备的实现非常特别，因为这些设备没有鼠标。在面向

iPhone 和iPod 中的Safari开发时，要记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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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dblclick 事件。双击浏览器窗口会放大画面，而且没有办法改

变该行为。 

 轻击可单击元素会触发mousemove 事件。如果此操作会导致内容变

化，将不再有其他事件发生；如果屏幕没有因此变化，那么会依次发

生mousedown、mouseup 和click 事件。轻击不可单击的元素不会触发

任何事件。可单击的元素是指那些单击可产生默认操作的元素（如链

接），或者那些已经被指定了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的元素。 

 mousemove 事件也会触发mouseover 和mouseout 事件。 

 两个手指放在屏幕上且页面随手指移动而滚动时会触发mousewheel 和

scroll 事件。 

10. 无障碍性问题 

如果你的Web 应用程序或网站要确保残疾人特别是那些使用屏幕阅读器的

人都能访问，那么在使用鼠标事件时就要格外小心。前面提到过，可以通过键

盘上的回车键来触发click 事件，但其他鼠标事件却无法通过键盘来触发。为

此，我们不建议使用click 之外的其他鼠标事件来展示功能或引发代码执行。

因为这样会给盲人或视障用户造成极大不便。以下是在使用鼠标事件时应当注

意的几个易访问性问题。 

 使用click 事件执行代码。有人指出通过onmousedown 执行代码会让

人觉得速度更快，对视力正常的人来说这是没错的。但是，在屏幕阅

读器中，由于无法触发mousedown 事件，结果就会造成代码无法执

行。 

 不要使用onmouseover 向用户显示新的选项。原因同上，屏幕阅读器

无法触发这个事件。如果确实非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新选项，可以

考虑添加显示相同信息的键盘快捷方式。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439                                 

 

 不要使用dblclick 执行重要的操作。键盘无法触发这个事件。 

遵照以上提示可以极大地提升残疾人在访问你的Web 应用程序或网站时的

易访问性。 

6.6.4.4 键盘与文本事件 

用户在使用键盘时会触发键盘事件。“DOM2 级事件”最初规定了键盘事

件，但在最终定稿之前又删除了相应的内容。结果，对键盘事件的支持主要遵

循的是DOM0 级。 

“DOM3 级事件”为键盘事件制定了规范，IE9 率先完全实现了该规范。其

他浏览器也在着手实现这一标准，但仍然有很多遗留的问题。 

有3 个键盘事件，简述如下。 

 keydown：当用户按下键盘上的任意键时触发，而且如果按住不放的

话，会重复触发此事件。 

 keypress：当用户按下键盘上的字符键时触发，而且如果按住不放的

话，会重复触发此事件。 

 按下Esc 键也会触发这个事件。Safari 3.1 之前的版本也会在用户按

下非字符键时触发keypress事件。 

 keyup：当用户释放键盘上的键时触发。 

虽然所有元素都支持以上3 个事件，但只有在用户通过文本框输入文本时

才最常用到。 

只有一个文本事件：textInput。这个事件是对keypress 的补充，用意是

在将文本显示给用户之前更容易拦截文本。在文本插入文本框之前会触发

textInput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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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按了一下键盘上的字符键时，首先会触发keydown 事件，然后紧跟

着是keypress 事件，最后会触发keyup 事件。其中，keydown 和keypress 都

是在文本框发生变化之前被触发的；而keyup事件则是在文本框已经发生变化之

后被触发的。如果用户按下了一个字符键不放，就会重复触发keydown 和

keypress 事件，直到用户松开该键为止。 

如果用户按下的是一个非字符键，那么首先会触发keydown 事件，然后就

是keyup 事件。如果按住这个非字符键不放，那么就会一直重复触发keydown 

事件，直到用户松开这个键，此时会触发keyup事件。 

键盘事件与鼠标事件一样，都支持相同的修改键。而且，键盘事件的事

件对象中也有 shiftKey、ctrlKey、altKey 和 metaKey 属性。IE 不支持 met

aKey。 

1. 键码 

在发生keydown 和keyup 事件时，event 对象的keyCode 属性中会包含一

个代码，与键盘上一个特定的键对应。对数字字母字符键，keyCode 属性的值

与ASCII 码中对应小写字母或数字的编码相同。因此，数字键7 的keyCode 值

为55，而字母A 键的keyCode 值为65——与Shift 键的状态无关。 

DOM 和IE 的event 对象都支持keyCode 属性。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用户每次在文本框中按键触发keyup 事件时，都会显示

keyCode 的值。下表列出了所有非字符键的键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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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非字符键的键码 

无论keydown 或keyup 事件都会存在的一些特殊情况。在Firefox 和Opera 

中，按分号键时keyCode值为59，也就是ASCII 中分号的编码；但IE 和Safari 

返回186，即键盘中按键的键码。 

2. 字符编码 

发生keypress 事件意味着按下的键会影响到屏幕中文本的显示。在所有浏

览器中，按下能够插入或删除字符的键都会触发keypress 事件；按下其他键能

否触发此事件因浏览器而异。由于截止到2008年，尚无浏览器实现“DOM3 级事

件”规范，所以浏览器之间的键盘事件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IE9、Firefox、Chrome 和Safari 的event 对象都支持一个charCode 属

性，这个属性只有在发生keypress 事件时才包含值，而且这个值是按下的那个

键所代表字符的ASCII 编码。此时的keyCode通常等于0 或者也可能等于所按键

的键码。IE8 及之前版本和Opera 则是在keyCode 中保存字符的ASCII编码。要

想以跨浏览器的方式取得字符编码，必须首先检测charCode 属性是否可用，如

果不可用则使用keyCode，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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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首先检测charCode 属性是否包含数值（在不支持这个属性的浏览

器中，值为undefined）， 

如果是，则返回该值。否则，就返回keyCode 属性值。下面是使用这个方

法的示例。 

 

 

在取得了字符编码之后，就可以使用String.fromCharCode()将其转换成实

际的字符。 

3. DOM3 级变化 

尽管所有浏览器都实现了某种形式的键盘事件，DOM3 级事件还是做出了一

些改变。比如，DOM3级事件中的键盘事件，不再包含charCode 属性，而是包含

两个新属性：key 和char。 

其中，key 属性是为了取代keyCode 而新增的，它的值是一个字符串。在

按下某个字符键时，key的值就是相应的文本字符（如“k”或“M”）；在按下

非字符键时， key 的值是相应键的名（如“Shift”或“Down”）。而char 属

性在按下字符键时的行为与key 相同，但在按下非字符键时值为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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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9 支持key 属性，但不支持char 属性。Safari 5 和Chrome 支持名为

keyIdentifier 的属性，在按下非字符键（例如Shift）的情况下与key 的值相

同。对于字符键，keyIdentifier 返回一个格式类似“U+0000”的字符串，表

示Unicode 值。 

 

由于存在跨浏览器问题，因此本书不推荐使用key、keyIdentifier 或

char。 

DOM3 级事件还添加了一个名为location 的属性，这是一个数值，表示按

下了什么位置上的键：0 表示默认键盘，1 表示左侧位置（例如左位的Alt 

键），2 表示右侧位置（例如右侧的Shift 键），3 表示数字小键盘，4 表示

移动设备键盘（也就是虚拟键盘），5 表示手柄（如任天堂Wii 控制器）。IE9 

支持这个属性。Safari 和Chrome 支持名为keyLocation 的等价属性，但即有

bug——值始终是0，除非按下了数字键盘（此时，值 为3）；否则，不会是1、

2、4、5。 

 

与key 属性一样，支持location 的浏览器也不多，所以在跨浏览器开发中

不推荐使用。 

最后是给event 对象添加了getModifierState()方法。这个方法接收一个

参数，即等于Shift、Control、AltGraph 或Meta 的字符串，表示要检测的修

改键。如果指定的修改键是活动的（也就是处于被按下的状态），这个方法返

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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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通过event 对象的shiftKey、altKey、ctrlKey 和metaKey 属性

已经可以取得类似的属性了。IE9 是唯一支持getModifierState()方法的浏览

器。 

4. textInput 事件 

“DOM3 级事件”规范中引入了一个新事件，名叫textInput。根据规范，

当用户在可编辑区域中输入字符时，就会触发这个事件。这个用于替代

keypress 的textInput 事件的行为稍有不同。区别之一就是任何可以获得焦点

的元素都可以触发keypress 事件，但只有可编辑区域才能触发textInput事

件。区别之二是textInput 事件只会在用户按下能够输入实际字符的键时才会

被触发，而keypress事件则在按下那些能够影响文本显示的键时也会触发（例

如退格键）。 

由于textInput 事件主要考虑的是字符，因此它的event 对象中还包含一

个data 属性，这个属性的值就是用户输入的字符（而非字符编码）。换句话

说，用户在没有按上档键的情况下按下了S 键，data 的值就是"s"，而如果在

按住上档键时按下该键，data 的值就是"S"。 

以下是一个使用textInput 事件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插入到文本框中的字符会通过一个警告框显示出来。 

另外，event 对象上还有一个属性，叫inputMethod，表示把文本输入到文

本框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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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表示浏览器不确定是怎么输入的。 

 1，表示是使用键盘输入的。 

 2，表示文本是粘贴进来的。 

 3，表示文本是拖放进来的。 

 4，表示文本是使用IME 输入的。 

 5，表示文本是通过在表单中选择某一项输入的。 

 6，表示文本是通过手写输入的（比如使用手写笔）。 

 7，表示文本是通过语音输入的。 

 8，表示文本是通过几种方法组合输入的。 

 9，表示文本是通过脚本输入的。 

使用这个属性可以确定文本是如何输入到控件中的，从而可以验证其有效

性。支持textInput 属性的浏览器有IE9+、Safari 和Chrome。只有IE 支持

inputMethod 属性。 

5. 设备中的键盘事件 

任天堂Wii 会在用户按下Wii 遥控器上的按键时触发键盘事件。尽管没有

办法访问Wii 遥控器中的所有按键，但还是有一些键可以触发键盘事件。图6.6

展示了一些键的键码，通过这些键码可以知道用户按下了哪个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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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7 设备中的键盘事件 

当用户按下十字键盘（键码为175～178）、减号（170）、加号（174）、1

（172）或2（173）键时就会触发键盘事件。但没有办法得知用户是否按下了电

源开关、A、B 或主页键。 

iOS 版Safari 和Android 版WebKit 在使用屏幕键盘时会触发键盘事件。 

6.6.4.5 复合事件 

复合事件（composition event）是DOM3 级事件中新添加的一类事件，用

于处理IME 的输入序列。 

IME（Input Method Editor，输入法编辑器）可以让用户输入在物理键盘

上找不到的字符。例如，使用拉丁文键盘的用户通过IME 照样能输入日文字

符。IME 通常需要同时按住多个键，但最终只输入一个字符。复合事件就是针

对检测和处理这种输入而设计的。有以下三种复合事件。 

 compositionstart：在IME 的文本复合系统打开时触发，表示要开始

输入了。 

 compositionupdate：在向输入字段中插入新字符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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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sitionend：在IME 的文本复合系统关闭时触发，表示返回正常

键盘输入状态。 

复合事件与文本事件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在触发复合事件时，目标是接

收文本的输入字段。但它比文本事件的事件对象多一个属性data，其中包含以

下几个值中的一个： 

 如果在compositionstart 事件发生时访问，包含正在编辑的文本（例

如，已经选中的需要马上替换的文本）； 

 如果在compositionupdate 事件发生时访问，包含正插入的新字符； 

 如果在compositionend 事件发生时访问，包含此次输入会话中插入的

所有字符。 

与文本事件一样，必要时可以利用复合事件来筛选输入。可以像下面这样

使用它们： 

 

IE9+是到2011 年唯一支持复合事件的浏览器。由于缺少支持，对于需要开

发跨浏览器应用的开发人员，它的用处不大。要确定浏览器是否支持复合事

件，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var isSupported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Compositi

onEvent", "3.0"); 

6.6.4.6 变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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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2 级的变动（mutation）事件能在DOM 中的某一部分发生变化时给出提

示。变动事件是为XML或HTML DOM设计的，并不特定于某种语言。DOM2 级定义

了如下变动事件。 

 DOMSubtreeModified：在DOM 结构中发生任何变化时触发。这个事件

在其他任何事件触发后都会触发。 

 DOMNodeInserted：在一个节点作为子节点被插入到另一个节点中时触

发。 

 DOMNodeRemoved：在节点从其父节点中被移除时触发。 

 DOMNodeInsertedIntoDocument：在一个节点被直接插入文档或通过子

树间接插入文档之后触发。这个事件在DOMNodeInserted 之后触发。 

 DOMNodeRemovedFromDocument：在一个节点被直接从文档中移除或通

过子树间接从文档中移除之前触发。这个事件在DOMNodeRemoved 之后

触发。 

 DOMAttrModified：在特性被修改之后触发。 

 DOMCharacterDataModified：在文本节点的值发生变化时触发。 

使用下列代码可以检测出浏览器是否支持变动事件： 

var isSupported = document.implementation.hasFeature("MutationE

vents", "2.0"); 

IE8 及更早版本不支持任何变动事件。下表列出了不同浏览器对不同变动

事件的支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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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DOM3 级事件模块作废了很多变动事件，所以本节只介绍那些将来仍然

会得到支持的事件。 

1. 删除节点 

在使用removeChild()或replaceChild()从DOM中删除节点时，首先会触发

DOMNodeRemoved事件。这个事件的目标（event.target）是被删除的节点，而

event.relatedNode 属性中包含着对目标节点父节点的引用。在这个事件触发

时，节点尚未从其父节点删除，因此其parentNode 属性仍然指向父节点（与

event.relatedNode 相同）。这个事件会冒泡，因而可以在DOM 的任何层次上

面处理它。 

如果被移除的节点包含子节点，那么在其所有子节点以及这个被移除的节

点上会相继触发DOMNodeRemovedFromDocument 事件。但这个事件不会冒泡，所

以只有直接指定给其中一个子节点的事件处理程序才会被调用。这个事件的目

标是相应的子节点或者那个被移除的节点，除此之外event对象中不包含其他信

息。 

紧随其后触发的是DOMSubtreeModified 事件。这个事件的目标是被移除节

点的父节点；此时的event 对象也不会提供与事件相关的其他信息。 

为了理解上述事件的触发过程，下面我们就以一个简单的HTML 页面为例。 

<!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Node Removal Events Example</title> 

</head> 

<body>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450                                 

 

    <ul id="myList"> 

        <li>Item 1</li> 

        <li>Item 2</li> 

        <li>Item 3</li> 

    </ul> 

</body> 

</html>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假设要移除<ul>元素。此时，就会依次触发以下事

件。 

(1) 在<ul>元素上触发DOMNodeRemoved 事件。relatedNode 属性等于

document.body。 

(2) 在<ul>元素上触发DOMNodeRemovedFromDocument 事件。 

(3) 在身为<ul>元素子节点的每个<li>元素及文本节点上触发

DOMNodeRemovedFromDocument事件。 

(4) 在document.body 上触发DOMSubtreeModified 事件，因为<ul>元素是

document.body的直接子元素。 

运行下列代码可以验证以上事件发生的顺序。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load", function(event){ 

   var lis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List"); 

   EventUtil.addHandler(document, "DOMSubtreeModified", functio

n(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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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rt(event.type); 

      alert(event.target); 

   }); 

   EventUtil.addHandler(document, "DOMNodeRemoved", function(ev

ent){ 

      alert(event.type); 

      alert(event.target); 

      alert(event.relatedNode); 

   }); 

   EventUtil.addHandler(list.firstChild, "DOMNodeRemovedFromDoc

ument", function(event){ 

      alert(event.type); 

      alert(event.target); 

   }); 

   list.parentNode.removeChild(list); 

}); 

以上代码为document 添加了针对DOMSubtreeModified 和DOMNodeRemoved 

事件的处理程序，以便在页面上处理这些事件。由于

DOMNodeRemovedFromDocument 不会冒泡，所以我们将针对它的事件处理程序直

接添加给了<ul>元素的第一个子节点（在兼容DOM 的浏览器中是一个文本节

点）。在设置了以上事件处理程序后，代码从文档中移除了<ul>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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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入节点 

在使用appendChild()、replaceChild()或insertBefore()向DOM中插入节

点时，首先会触发DOMNodeInserted 事件。这个事件的目标是被插入的节点，

而event.relatedNode 属性中包含一个对父节点的引用。在这个事件触发时，

节点已经被插入到了新的父节点中。这个事件是冒泡的，因此可以在DOM 的各

个层次上处理它。 

紧接着，会在新插入的节点上面触发DOMNodeInsertedIntoDocument 事

件。这个事件不冒泡，因此必须在插入节点之前为它添加这个事件处理程序。

这个事件的目标是被插入的节点，除此之外event 对象中不包含其他信息。 

最后一个触发的事件是DOMSubtreeModified，触发于新插入节点的父节

点。 

我们仍以前面的HTML 文档为例，可以通过下列JavaScript 代码来验证上

述事件的触发顺序。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load", function(event){ 

    var lis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List"); 

    var item = document.createElement("li"); 

    item.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Item 4")); 

    EventUtil.addHandler(document, "DOMSubtreeModified", functi

on(event){ 

        alert(event.type); 

        alert(event.targ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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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Util.addHandler(document, "DOMNodeInserted", function

(event){ 

        alert(event.type); 

        alert(event.target); 

        alert(event.relatedNode); 

    }); 

    EventUtil.addHandler(item, "DOMNodeInsertedIntoDocument", f

unction(event){ 

    alert(event.type); 

    }); 

    list.appendChild(item); 

}); 

以上代码首先创建了一个包含文本"Item 4"的新<li>元素。由于

DOMSubtreeModified 和DOMNodeInserted 事件是冒泡的，所以把它们的事件处

理程序添加到了文档中。在将列表项插入到其父节点之前，先将

DOMNodeInsertedIntoDocument 事件的事件处理程序添加给它。最后一步就是

使用appendChild()来添加这个列表项；此时，事件开始依次被触发。首先是在

新<li>元素项上触发DOMNodeInserted 事件，其relatedNode 是<ul>元素。然

后是触发新<li>元素上的DOMNodeInsertedIntoDocument 事件，最后触发的是

<ul>元素上的DOMSubtreeModified 事件。 

6.6.4.7 HTML5 事件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454                                 

 

DOM 规范没有涵盖所有浏览器支持的所有事件。很多浏览器出于不同的目

的——满足用户需求或解决特殊问题，还实现了一些自定义的事件。HTML5 详

尽列出了浏览器应该支持的所有事件。本节只讨论其中得到浏览器完善支持的

事件，但并非全部事件。（其他事件会在本书其他章节讨论。） 

1. contextmenu 事件 

Windows 95 在PC 中引入了上下文菜单的概念，即通过单击鼠标右键可以

调出上下文菜单。不久，这个概念也被引入了Web 领域。为了实现上下文菜

单，开发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应该显示上下文菜单（在Windows 

中，是右键单击；在Mac 中，是Ctrl+单击），以及如何屏蔽与该操作关联的默

认上下文菜单。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contextmenu 这个事件，用以表示

何时应该显示上下文菜单，以便开发人员取消默认的上下文菜单而提供自定义

的菜单。 

由于contextmenu 事件是冒泡的，因此可以为document 指定一个事件处理

程序，用以处理页面中发生的所有此类事件。这个事件的目标是发生用户操作

的元素。在所有浏览器中都可以取消这个事件： 

在兼容DOM的浏览器中，使用event.preventDefalut()；在IE 中，将

event.returnValue 的值设置为false。因为contextmenu 事件属于鼠标事件，

所以其事件对象中包含与光标位置有关的所有属性。通常使用contextmenu 事

件来显示自定义的上下文菜单，而使用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来隐藏该菜单。

以下面的HTML 页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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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div>元素包含一个自定义的上下文菜单。其中，<ul>元素作为自定

义上下文菜单，并且在 

初始时是隐藏的。实现这个例子的JavaScript 代码如下所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为<div>元素添加了oncontextmenu 事件的处理程序。

这个事件处理程序首先会取消默认行为，以保证不显示浏览器默认的上下文菜

单。然后，再根据event 对象clientX 和clientY 属性的值，来确定放置<ul>

元素的位置。最后一步就是通过将visibility 属性设置为"visible"来显示自

定义上下文菜单。另外，还为document 添加了一个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以

便用户能够通过鼠标单击来隐藏菜单（单击也是隐藏系统上下文菜单的默认操

作）。 

虽然这个例子很简单，但它却展示了Web 上所有自定义上下文菜单的基本

结构。只需为这个例子中的上下文菜单添加一些CSS 样式，就可以得到非常棒

的效果。 

支持contextmenu 事件的浏览器有IE、Firefox、Safari、Chrome 和Opera 

11+。 

2. beforeunload 事件 

之所以有发生在window 对象上的beforeunload 事件，是为了让开发人员

有可能在页面卸载前阻止这一操作。这个事件会在浏览器卸载页面之前触发，

可以通过它来取消卸载并继续使用原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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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能彻底取消这个事件，因为那就相当于让用户无法离开当前页面

了。为此，这个事件的意图是将控制权交给用户。显示的消息会告知用户页面

行将被卸载（正因为如此才会显示这个消息），询问用户是否真的要关闭页

面，还是希望继续留下来。 

 

图6-38 弹出对话框 

为了显示这个弹出对话框，必须将event.returnValue 的值设置为要显示

给用户的字符串（对IE 及Fiefox 而言），同时作为函数的值返回（对Safari 

和Chrome 而言），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IE 和Firefox、Safari 和Chrome 都支持beforeunload 事件，也都会弹出

这个对话框询问用户是否真想离开。Opera 11 及之前的版本不支持

beforeunload 事件。 

3. DOMContentLoaded 事件 

如前所述，window 的load 事件会在页面中的一切都加载完毕时触发，但

这个过程可能会因为要加载的外部资源过多而颇费周折。而DOMContentLoaded 

事件则在形成完整的DOM 树之后就会触发，不理会图像、JavaScript 文件、

CSS 文件或其他资源是否已经下载完毕。与load 事件不同，DOMContentLo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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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页面下载的早期添加事件处理程序，这也就意味着用户能够尽早地与页

面进行交互。 

要处理DOMContentLoaded 事件，可以为document 或window 添加相应的事

件处理程序（尽管这个事件会冒泡到window，但它的目标实际上是

document）。来看下面的例子。 

 

DOMContentLoaded 事件对象不会提供任何额外的信息（其target 属性是

document）。 

IE9+、Firefox、Chrome、Safari 3.1+和Opera 9+都支持

DOMContentLoaded 事件，通常这个事件既可以添加事件处理程序，也可以执行

其他DOM 操作。这个事件始终都会在load 事件之前触发。 

对于不支持DOMContentLoaded 的浏览器，我们建议在页面加载期间设置一

个时间为0 毫秒的超时调用，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setTimeout(function(){ 

    //在此添加事件处理程序 

}, 0); 

这段代码的实际意思就是：“在当前JavaScript 处理完成后立即运行这个

函数。”在页面下载和构建期间，只有一个JavaScript 处理过程，因此超时调

用会在该过程结束时立即触发。至于这个时间与DOMContentLoaded 被触发的时

间能否同步，主要还是取决于用户使用的浏览器和页面中的其他代码。 

为了确保这个方法有效，必须将其作为页面中的第一个超时调用；即便如

此，也还是无法保证在所有环境中该超时调用一定会早于load 事件被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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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adystatechange 事件 

IE 为DOM文档中的某些部分提供了readystatechange 事件。这个事件的目

的是提供与文档或元素的加载状态有关的信息，但这个事件的行为有时候也很

难预料。支持readystatechange 事件的每个对象都有一个readyState 属性，

可能包含下列5 个值中的一个。 

 uninitialized（未初始化）：对象存在但尚未初始化。 

 loading（正在加载）：对象正在加载数据。 

 loaded（加载完毕）：对象加载数据完成。 

 interactive（交互）：可以操作对象了，但还没有完全加载。 

 complete（完成）：对象已经加载完毕。 

这些状态看起来很直观，但并非所有对象都会经历readyState 的这几个阶

段。换句话说，如果某个阶段不适用某个对象，则该对象完全可能跳过该阶

段；并没有规定哪个阶段适用于哪个对象。显然，这意味着readystatechange 

事件经常会少于4 次，而readyState 属性的值也不总是连续的。 

对于document 而言，值为"interactive"的readyState 会在与

DOMContentLoaded 大致相同的时刻触发readystatechange 事件。此时，DOM树

已经加载完毕，可以安全地操作它了，因此就会进入交互（interactive）阶

段。但与此同时，图像及其他外部文件不一定可用。下面来看一段处理

readystatechange 事件的代码。 

EventUtil.addHandler(document, "readystatechange", function(eve

nt){ 

    if (document.readyState == "interactive"){ 

        alert("Content lo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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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事件的event 对象不会提供任何信息，也没有目标对象。 

在与load 事件一起使用时，无法预测两个事件触发的先后顺序。在包含较

多或较大的外部资源的页面中，会在load 事件触发之前先进入交互阶段；而在

包含较少或较小的外部资源的页面中，则很难说readystatechange 事件会发生

在load 事件前面。 

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交互阶段可能会早于也可能会晚于完成阶段出

现，无法确保顺序。在包含较多外部资源的页面中，交互阶段更有可能早于完

成阶段出现；而在页面中包含较少外部资源的情况下， 

完成阶段先于交互阶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为了尽可能抢到先机，

有必要同时检测交互和完成阶段，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ventUtil.addHandler(document, "readystatechange", function(eve

nt){ 

    if (document.readyState == "interactive" || document.readyS

tate == "complete"){ 

        EventUtil.removeHandler(document, "readystatechange", a

rguments.callee); 

        alert("Content load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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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面的代码来说，当readystatechange 事件触发时，会检测

document.readyState 的值，看当前是否已经进入交互阶段或完成阶段。如果

是，则移除相应的事件处理程序以免在其他阶段再执行。 

注意，由于事件处理程序使用的是匿名函数，因此这里使用了

arguments.callee 来引用该函数。然后，会显示一个警告框，说明内容已经加

载完毕。这样编写代码可以达到与使用DOMContentLoaded十分相近的效果。 

支持readystatechange 事件的浏览器有IE、Firfox 4+和Opera。 

虽然使用 readystatechange 可以十分近似地模拟 DOMContentLoaded 事

件，但它们本质上还是不同的。在不同页面中，load 事件与 readystatechan

ge 事件并不能保证以相同的顺序触发。 

另外， <script>（在IE 和Opera 中）和<link>（仅IE 中）元素也会触发

readystatechange事件，可以用来确定外部的JavaScript 和CSS 文件是否已经

加载完成。与在其他浏览器中一样，除非把动态创建的元素添加到页面中，否

则浏览器不会开始下载外部资源。基于元素触发的readystatechange 事件也存

在同样的问题， 即readyState 属性无论等于"loaded" 还是"complete"都可以

表示资源已经可用。有时候，readyState 会停在"loaded"阶段而永远不会“完

成”；有时候，又会跳过"loaded"阶段而直接“完成”。于是，还需要像对待

document 一样采取相同的编码方式。例如，下面展示了一段加载外部

JavaScript 文件的代码。 

 

这个例子为新创建的<script>节点指定了一个事件处理程序。事件的目标

是该节点本身，因此当触发readystatechange 事件时， 要检测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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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State 属性是不是等于"loaded" 或"complete"。如果进入了其中任何一

个阶段，则移除事件处理程序（以防止被执行两次），并显示一个警告框。与

此同时，就可以执行已经加载完毕的外部文件中的函数了。 

同样的编码方式也适用于通过<link>元素加载CSS 文件的情况，如下面的

例子所示。 

 

同样，最重要的是要一并检测readyState 的两个状态，并在调用了一次事

件处理程序后就将其移除。 

5. pageshow 和pagehide 事件 

Firefox 和Opera 有一个特性，名叫“往返缓存”（back-forward 

cache，或bfcache），可以在用户使 

用浏览器的“后退”和“前进”按钮时加快页面的转换速度。这个缓存中

不仅保存着页面数据，还保存了DOM 和JavaScript 的状态；实际上是将整个页

面都保存在了内存里。如果页面位于bfcache 中，那么再次打开该页面时就不

会触发load 事件。尽管由于内存中保存了整个页面的状态，不触发load 事件

也不应该会导致什么问题，但为了更形象地说明bfcache 的行为，Firefox 还

是提供了一些新事件。 

第一个事件就是pageshow，这个事件在页面显示时触发，无论该页面是否

来自bfcache。在重新加载的页面中，pageshow 会在load 事件触发后触发；而

对于bfcache 中的页面，pageshow 会在页面状态完全恢复的那一刻触发。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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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个事件的目标是document，但必须将其事件处理程序添加

到window。来看下面的例子。 

(function(){ 

    var showCount = 0;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load", function(){ 

        alert("Load fired"); 

    });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pageshow", function(){ 

        showCount++; 

        alert("Show has been fired " + showCount + " times."); 

    }); 

})(); 

这个例子使用了私有作用域，以防止变量showCount 进入全局作用域。当

页面首次加载完成时，showCount 的值为0。此后，每当触发pageshow 事件，

showCount 的值就会递增并通过警告框显示出来。如果你在离开包含以上代码

的页面之后，又单击“后退”按钮返回该页面，就会看到showCount每次递增的

值。这是因为该变量的状态，乃至整个页面的状态，都被保存在了内存中，当

你返回这个页面时，它们的状态得到了恢复。如果你单击了浏览器的“刷新”

按钮，那么showCount 的值就会被重置为0，因为页面已经完全重新加载了。 

除了通常的属性之外，pageshow 事件的event 对象还包含一个名为

persisted 的布尔值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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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页面被保存在了bfcache 中，则这个属性的值为true；否则，这个属

性的值为false。可以像下面这样在事件处理程序中检测这个属性。 

 

通过检测persisted 属性，就可以根据页面在bfcache 中的状态来确定是

否需要采取其他操作。 

与pageshow 事件对应的是pagehide 事件，该事件会在浏览器卸载页面的

时候触发，而且是在unload 事件之前触发。与pageshow 事件一样，pagehide 

在document 上面触发，但其事件处理程序必须要添加到window 对象。这个事

件的event 对象也包含persisted 属性，不过其用途稍有不同。 

来看下面的例子。 

 

有时候，可能需要在pagehide 事件触发时根据persisted 的值采取不同的

操作。对于pageshow事件，如果页面是从bfcache 中加载的，那么persisted 

的值就是true；对于pagehide 事件，如果页面在卸载之后会被保存在bfcache 

中，那么persisted 的值也会被设置为true。因此，当第一次触发pageshow 

时，persisted 的值一定是false，而在第一次触发pagehide 时，persisted 

就会变成true（除非页面不会被保存在bfcache 中）。 

支持pageshow 和pagehide 事件的浏览器有Firefox、Safari 5+、Chrome 

和Opera。IE9 及之前版本不支持这两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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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了 onunload 事件处理程序的页面会被自动排除在 bfcache 之外，

即使事件处理程序是空的。原因在于，onunload 最常用于撤销在 onload 中

所执行的操作，而跳过 onload 后再次显示页面很可能就会导致页面不正常。 

6. hashchange 事件 

HTML5 新增了hashchange 事件，以便在URL 的参数列表（及URL 中“#”

号后面的所有字符串）发生变化时通知开发人员。之所以新增这个事件，是因

为在Ajax 应用中，开发人员经常要利用URL 参数列表来保存状态或导航信息。 

必须要把hashchange 事件处理程序添加给window 对象，然后URL 参数列

表只要变化就会调用它。此时的event 对象应该额外包含两个属性：oldURL 和

newURL。这两个属性分别保存着参数列表变化前后的完整URL。例如： 

 

支持hashchange 事件的浏览器有IE8+、Firefox 3.6+、Safari 5+、

Chrome 和Opera 10.6+。在这些浏览器中，只有Firefox 6+、Chrome 和Opera 

支持oldURL 和newURL 属性。为此，最好是使用location对象来确定当前的参

数列表。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hashchange", function(event){ 

    alert("Current hash: " + location.hash); 

}); 

使用以下代码可以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hashchange 事件： 

var isSupported = ("onhashchange" in window); //这里有 bug 

如果IE8是在IE7文档模式下运行，即使功能无效它也会返回true。为解决

这个问题，可以使用以下这个更稳妥的检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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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sSupported = ("onhashchange" in window) && (document.docum

entMode ===undefined || document.documentMode > 7); 

6.6.4.8 设备事件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为用户与浏览器交互引入了一种新的方式，

而一类新事件也应运而生。 

设备事件（device event）可以让开发人员确定用户在怎样使用设备。W3C 

从2011 年开始着手制定一份关于设备事件的新草案

（http://dev.w3.org/geo/api/spec-source-orientation.html），以涵盖不

断增长的设备类型并为它们定义相关的事件。本节会同时讨论这份草案中涉及

的API 和特定于浏览器开发商的事件。 

1. orientationchange 事件 

苹果公司为移动Safari 中添加了orientationchange 事件，以便开发人员

能够确定用户何时将设备由横向查看模式切换为纵向查看模式。移动Safari 的

window.orientation 属性中可能包含3 个值： 

0 表示肖像模式，90 表示向左旋转的横向模式（“主屏幕”按钮在右

侧），-90 表示向右旋转的横向模式（“主屏幕”按钮在左侧）。相关文档中

还提到一个值，即180 表示iPhone 头朝下；但这种模式至今尚未得到支持。下

图展示了window.orientation 的每个值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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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9 window.orientation的每个值的含义 

只要用户改变了设备的查看模式，就会触发orientationchange 事件。此

时的event 对象不包含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因为唯一相关的信息可以通过

window.orientation 访问到。下面是使用这个事件的典型示例。 

 

 

在这个例子中，当触发load 事件时会显示最初的方向信息。然后，添加了

处理orientationchange事件的处理程序。只要发生这个事件，就会有表示新方

向的信息更新页面中的消息。 

所有iOS 设备都支持orientationchange 事件和window.orientation 属

性。 

由于可以将 orientationchange 看成 window 事件，所以也可以通过指

定<body>元素的 onorientationchange 特性来指定事件处理程序。 

2. MozOrientation 事件 

Firefox 3.6 为检测设备的方向引入了一个名为MozOrientation 的新事

件。（前缀Moz 表示这是特定于浏览器开发商的事件，不是标准事件。）当设

备的加速计检测到设备方向改变时，就会触发这个事件。但这个事件与iOS 中

的orientationchange 事件不同，该事件只能提供一个平面的方向变化。由于

MozOrientation 事件是在window 对象上触发的，所以可以使用以下代码来处

理。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MozOrientation", function(event){ 

    //响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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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event 对象包含三个属性：x、y 和z。这几个属性的值都介于1 到-

1 之间，表示不同坐标轴上的方向。在静止状态下，x 值为0，y 值为0，z 值

为1（表示设备处于竖直状态）。如果设备向右倾斜，x 值会减小；反之，向左

倾斜，x 值会增大。类似地，如果设备向远离用户的方向倾斜，y 值会减小，

向接近用户的方向倾斜，y 值会增大。z 轴检测垂直加速度度，1 表示静止不

动，在设备移动时值会减小。（失重状态下值为0。）以下是输出这三个值的一

个简单的例子。 

 

只有带加速计的设备才支持MozOrientation 事件，包括Macbook、Lenovo 

Thinkpad、WindowsMobile 和Android 设备。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实验性

API，将来可能会变（可能会被其他事件取代）。 

3. deviceorientation 事件 

本质上，DeviceOrientation Event 规范定义的deviceorientation 事件

与MozOrientation 事件类似。它也是在加速计检测到设备方向变化时在window 

对象上触发，而且具有与MozOrientation 事件相同的支持限制。不过，

deviceorientation 事件的意图是告诉开发人员设备在空间中朝向哪儿，而不

是如何移动。 

设备在三维空间中是靠x、y 和z 轴来定位的。当设备静止放在水平表面上

时，这三个值都是0。x 

轴方向是从左往右，y 轴方向是从下往上，z 轴方向是从后往前。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468                                 

 

 

图6-40 deviceorientation事件 

触发deviceorientation 事件时，事件对象中包含着每个轴相对于设备静

止状态下发生变化的信息。事件对象包含以下5 个属性。 

 alpha：在围绕z 轴旋转时（即左右旋转时），y 轴的度数差；是一个

介于0 到360 之间的浮点数。 

 beta：在围绕x 轴旋转时（即前后旋转时），z 轴的度数差；是一个

介于 180 到180 之间的浮点数。 

 gamma：在围绕y 轴旋转时（即扭转设备时），z 轴的度数差；是一个

介于 90 到90 之间的浮点数。 

 absolute：布尔值，表示设备是否返回一个绝对值。 

 compassCalibrated：布尔值，表示设备的指南针是否校准过。 

下面是一个输出alpha、beta 和gamma 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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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响应设备的方向，重新排列或修改屏幕上的元素。要

响应设备方向的改变而旋转元素，可以参考如下代码。 

 

 

图6-41 alpha、beta 和gamma 值含义的示意图 

这个例子只能在移动WebKit 浏览器中运行，因为它使用了专有的

webkitTransform 属性（即CSS标准属性transform 的临时版）。元素

“arrow”会随着event.alpha 值的变化而旋转，给人一种指南针的感觉。为了

保证旋转平滑，这里的CSS3 变换使用了舍入之后的值。 

到2011 年，支持deviceorientation 事件的浏览器有iOS 4.2+中的

Safari、Chrome 和Android 版WebKit。 

4. devicemotion 事件 

DeviceOrientation Event 规范还定义了一个devicemotion 事件。这个事

件是要告诉开发人员设备什么时候移动，而不仅仅是设备方向如何改变。例

如，通过devicemotion 能够检测到设备是不是正在往下掉，或者是不是被走着

的人拿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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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devicemotion 事件时，事件对象包含以下属性。 

 acceleration：一个包含x、y 和z 属性的对象，在不考虑重力的情况

下，告诉你在每个方向上的加速度。 

 accelerationIncludingGravity：一个包含x、y 和z 属性的对象，在

考虑z 轴自然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下，告诉你在每个方向上的加速度。 

 interval：以毫秒表示的时间值，必须在另一个devicemotion 事件触

发前传入。这个值在每个事件中应该是一个常量。 

 rotationRate：一个包含表示方向的alpha、beta 和gamma 属性的对

象。 

如果读取不到acceleration、accelerationIncludingGravity 和

rotationRate 值，则它们的值为null。因此，在使用这三个属性之前，应该先

检测确定它们的值不是null。例如： 

 

与deviceorientation 事件类似，只有iOS 4.2+中的Safari、Chrome 和

Android 版WebKit 实现了devicemotion 事件。 

6.6.4.9 触摸与手势事件 

iOS 版Safari 为了向开发人员传达一些特殊信息，新增了一些专有事件。

因为iOS 设备既没有鼠标也没有键盘，所以在为移动Safari 开发交互性网页

时，常规的鼠标和键盘事件根本不够用。随着Android中的WebKit 的加入，很

多这样的专有事件变成了事实标准，导致W3C 开始制定Touch Events 规范（参

见https://dvcs.w3.org/hg/webevents/raw-file/tip/touchevents.html）。

以下介绍的事件只针对触摸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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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触摸事件 

包含iOS 2.0 软件的iPhone 3G 发布时，也包含了一个新版本的Safari 浏

览器。这款新的移动Safari提供了一些与触摸（touch）操作相关的新事件。后

来，Android 上的浏览器也实现了相同的事件。触摸事件会在用户手指放在屏

幕上面时、在屏幕上滑动时或从屏幕上移开时触发。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触

摸事件。 

 touchstart：当手指触摸屏幕时触发；即使已经有一个手指放在了屏

幕上也会触发。 

 touchmove：当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时连续地触发。在这个事件发生期

间，调用preventDefault()可以阻止滚动。 

 touchend：当手指从屏幕上移开时触发。 

 touchcancel：当系统停止跟踪触摸时触发。关于此事件的确切触发时

间，文档中没有明确说明。 

上面这几个事件都会冒泡，也都可以取消。虽然这些触摸事件没有在DOM 

规范中定义，但它们却是以兼容DOM 的方式实现的。因此，每个触摸事件的

event 对象都提供了在鼠标事件中常见的属性：bubbles、cancelable、view、

clientX、clientY、screenX、screenY、detail、altKey、shiftKey、ctrlKey 

和metaKey。 

除了常见的DOM属性外，触摸事件还包含下列三个用于跟踪触摸的属性。 

 touches：表示当前跟踪的触摸操作的Touch 对象的数组。 

 targetTouchs：特定于事件目标的Touch 对象的数组。 

 changeTouches：表示自上次触摸以来发生了什么改变的Touch 对象的

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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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Touch 对象包含下列属性。 

 clientX：触摸目标在视口中的x 坐标。 

 clientY：触摸目标在视口中的y 坐标。 

 identifier：标识触摸的唯一ID。 

 pageX：触摸目标在页面中的x 坐标。 

 pageY：触摸目标在页面中的y 坐标。 

 screenX：触摸目标在屏幕中的x 坐标。 

 screenY：触摸目标在屏幕中的y 坐标。 

 target：触摸的DOM 节点目标。 

使用这些属性可以跟踪用户对屏幕的触摸操作。来看下面的例子。 

 

以上代码会跟踪屏幕上发生的一次触摸操作。为简单起见，只会在有一次

活动触摸操作的情况下输出信息。当touchstart 事件发生时，会将触摸的位置

信息输出到<div>元素中。当touchmove 事件发生时，会取消其默认行为，阻止

滚动（触摸移动的默认行为是滚动页面），然后输出触摸操作的变化信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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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end 事件则会输出有关触摸操作的最终信息。注意，在touchend 事件发

生时，touches集合中就没有任何Touch 对象了，因为不存在活动的触摸操作；

此时，就必须转而使用changeTouchs集合。 

这些事件会在文档的所有元素上面触发，因而可以分别操作页面的不同部

分。在触摸屏幕上的元素时，这些事件（包括鼠标事件）发生的顺序如下： 

(1) touchstart 

(2) mouseover 

(3) mousemove（一次） 

(4) mousedown 

(5) mouseup 

(6) click 

(7) touchend 

支持触摸事件的浏览器包括iOS 版Safari、Android 版WebKit、bada 版

Dolfin、OS6+中的BlackBerryWebKit、Opera Mobile 10.1+和LG 专有OS 中的

Phantom 浏览器。目前只有iOS 版Safari 支持多点触摸。 

桌面版Firefox 6+和Chrome 也支持触摸事件。 

2. 手势事件 

iOS 2.0 中的Safari 还引入了一组手势事件。当两个手指触摸屏幕时就会

产生手势，手势通常会改变显示项的大小，或者旋转显示项。有三个手势事

件，分别介绍如下。 

 gesturestart：当一个手指已经按在屏幕上而另一个手指又触摸屏幕

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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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turechange：当触摸屏幕的任何一个手指的位置发生变化时触发。 

 gestureend：当任何一个手指从屏幕上面移开时触发。 

只有两个手指都触摸到事件的接收容器时才会触发这些事件。在一个元素

上设置事件处理程序，意味着两个手指必须同时位于该元素的范围之内，才能

触发手势事件（这个元素就是目标）。由于这些事件冒泡，所以将事件处理程

序放在文档上也可以处理所有手势事件。此时，事件的目标就是两个手指都位

于其范围内的那个元素。 

触摸事件和手势事件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当一个手指放在屏幕上时，会触

发touchstart 事件。如果另一个手指又放在了屏幕上，则会先触发

gesturestart 事件，随后触发基于该手指的touchstart事件。如果一个或两个

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将会触发gesturechange 事件。但只要有一个手指移开，

就会触发gestureend 事件，紧接着又会触发基于该手指的touchend 事件。 

与触摸事件一样，每个手势事件的event 对象都包含着标准的鼠标事件属

性：bubbles、cancelable、view、clientX、clientY、screenX、screenY、

detail、altKey、shiftKey、ctrlKey 和metaKey。此外，还包含两个额外的属

性：rotation 和scale。其中，rotation 属性表示手指变化引起的旋转角度，

负值表示逆时针旋转，正值表示顺时针旋转（该值从0 开始）。而scale属性表

示两个手指间距离的变化情况（例如向内收缩会缩短距离）；这个值从1 开

始，并随距离拉大而增长，随距离缩短而减小。 

下面是使用手势事件的一个示例。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475                                 

 

 

与前面演示触摸事件的例子一样，这里的代码只是将每个事件都关联到同

一个函数中，然后通过该函数输出每个事件的相关信息。 

触摸事件也会返回 rotation 和 scale 属性，但这两个属性只会在两个

手指与屏幕保持接触时才会发生变化。一般来说，使用基于两个手指的手势

事件，要比管理触摸事件中的所有交互要容易得多。 

6.6.5 内存和性能 

由于事件处理程序可以为现代Web 应用程序提供交互能力，因此许多开发

人员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向页面中添加大量的处理程序。在创建GUI 的语言（如

C#）中，为GUI 中的每个按钮添加一个onclick事件处理程序是司空见惯的事，

而且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什么问题。可是在JavaScript 中，添加到页面上的事件

处理程序数量将直接关系到页面的整体运行性能。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首先，每个函数都是对象，都会占用内存；内存中的对象越多，性能就

越差。其次，必须事先指定所有事件处理程序而导致的DOM访问次数，会延迟整

个页面的交互就绪时间。事实上，从如何利用好事件处理程序的 

6.6.5.1 事件委托 

对“事件处理程序过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事件委托。事件委托利用了

事件冒泡，只指定一个事件处理程序，就可以管理某一类型的所有事件。例

如，click 事件会一直冒泡到document 层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为整个页面

指定一个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而不必给每个可单击的元素分别添加事件处

理程序。以下面的HTML 代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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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3 个被单击后会执行操作的列表项。按照传统的做法，需要像下

面这样为它们添加3 个事件处理程序。 

var item1 = document.getElementById("goSomewhere"); 

var item2 = document.getElementById("doSomething"); 

var item3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ayHi"); 

EventUtil.addHandler(item1, "click", function(event){ 

    location.href = "http://www.wrox.com"; 

}); 

EventUtil.addHandler(item2, "click", function(event){ 

    document.title = "I changed the document's title"; 

}); 

EventUtil.addHandler(item3, "click", function(event){ 

    alert("hi"); 

}); 

如果在一个复杂的Web 应用程序中，对所有可单击的元素都采用这种方

式，那么结果就会有数不清的代码用于添加事件处理程序。此时，可以利用事

件委托技术解决这个问题。使用事件委托，只需在DOM 树中尽量最高的层次上

添加一个事件处理程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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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代码里，我们使用事件委托只为<ul>元素添加了一个onclick 事件

处理程序。由于所有列表项都是这个元素的子节点，而且它们的事件会冒泡，

所以单击事件最终会被这个函数处理。我们知道，事件目标是被单击的列表

项，故而可以通过检测id 属性来决定采取适当的操作。与前面未使用事件委托

的代码比一比，会发现这段代码的事前消耗更低，因为只取得了一个DOM 元

素，只添加了一个事件处理程序。虽然对用户来说最终的结果相同，但这种技

术需要占用的内存更少。所有用到按钮的事件（多数鼠标事件和键盘事件）都

适合采用事件委托技术。 

如果可行的话，也可以考虑为document 对象添加一个事件处理程序，用以

处理页面上发生的某种特定类型的事件。这样做与采取传统的做法相比具有如

下优点。 

 document 对象很快就可以访问，而且可以在页面生命周期的任何时点

上为它添加事件处理程序（无需等待DOMContentLoaded 或load 事

件）。换句话说，只要可单击的元素呈现在页面上，就可以立即具备

适当的功能。 

 在页面中设置事件处理程序所需的时间更少。只添加一个事件处理程

序所需的DOM 引用更少，所花的时间也更少。 

 整个页面占用的内存空间更少，能够提升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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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采用事件委托技术的事件包括click、mousedown、mouseup、

keydown、keyup 和keypress。虽然mouseover 和mouseout 事件也冒泡，但要

适当处理它们并不容易，而且经常需要计算元素的位置。（因为当鼠标从一个

元素移到其子节点时，或者当鼠标移出该元素时，都会触发mouseout 事件。） 

6.6.5.2 移除事件处理程序 

每当将事件处理程序指定给元素时，运行中的浏览器代码与支持页面交互

的JavaScript 代码之间就会建立一个连接。这种连接越多，页面执行起来就越

慢。如前所述，可以采用事件委托技术，限制建立的连接数量。另外，在不需

要的时候移除事件处理程序，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案。内存中留有那些

过时不用的“空事件处理程序”（dangling event handler），也是造成Web 

应用程序内存与性能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两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上述问题。第一种情况就是从文档中移除带有

事件处理程序的元素时。这可能是通过纯粹的DOM操作，例如使用

removeChild()和replaceChild()方法，但更多地是发生在使用innerHTML替换

页面中某一部分的时候。如果带有事件处理程序的元素被innerHTML删除了，那

么原来添加到元素中的事件处理程序极有可能无法被当作垃圾回收。来看下面

的例子。 

<div id="myDiv">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id="myBtn"> 

</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btn.onclick = function(){ 

        //先执行某些操作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Div").innerHTML = "Processin

g..."; //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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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ript> 

这里，有一个按钮被包含在<div>元素中。为避免双击，单击这个按钮时就

将按钮移除并替换成一条消息；这是网站设计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但问题

在于，当按钮被从页面中移除时，它还带着一个事件处理程序呢。在<div>元素

上设置innerHTML 可以把按钮移走，但事件处理程序仍然与按钮保持着引用关

系。有的浏览器（尤其是IE）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作出恰当地处理，它们很有可

能会将对元素和对事件处理程序的引用都保存在内存中。如果你知道某个元素

即将被移除，那么最好手工移除事件处理程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div id="myDiv"> 

    <input type="button" value="Click Me" id="myBtn"> 

</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btn.onclick = function(){ 

        //先执行某些操作 

        btn.onclick = null; //移除事件处理程序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Div").innerHTML = "Processin

g..."; 

    }; 

</script> 

在此，我们在设置<div>的innerHTML 属性之前，先移除了按钮的事件处理

程序。这样就确保了内存可以被再次利用，而从DOM 中移除按钮也做到了干净

利索。 

注意，在事件处理程序中删除按钮也能阻止事件冒泡。目标元素在文档中

是事件冒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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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事件委托也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事先知道将来有可能使用 inn

erHTML 替换掉页面中的某一部分，那么就可以不直接把事件处理程序添加到

该部分的元素中。而通过把事件处理程序指定给较高层次的元素，同样能够

处理该区域中的事件。 

导致“空事件处理程序”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卸载页面的时候。毫不奇

怪，IE8 及更早版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问题最多的浏览器，尽管其他浏览器

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在页面被卸载之前没有清理干净事件处理程

序，那它们就会滞留在内存中。每次加载完页面再卸载页面时（可能是在两个

页面间来回切换，也可以是单击了“刷新”按钮），内存中滞留的对象数目就

会增加，因为事件处理程序占用的内存并没有被释放。 

一般来说，最好的做法是在页面卸载之前，先通过onunload 事件处理程序

移除所有事件处理程序。在此，事件委托技术再次表现出它的优势——需要跟

踪的事件处理程序越少，移除它们就越容易。对这种类似撤销的操作，我们可

以把它想象成：只要是通过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添加的东西，最后都要通过

onunload 事件处理程序将它们移除。 

不要忘了，使用 onunload 事件处理程序意味着页面不会被缓存在 bfcac

he 中。 

如果你在意这个问题，那么就只能在IE 中通过onunload 来移除事件处理

程序了。 

6.6.6 模拟事件 

事件，就是网页中某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瞬间。事件经常由用户操作或通过

其他浏览器功能来触发。但很少有人知道，也可以使用JavaScript 在任意时刻

来触发特定的事件，而此时的事件就如同浏览器创建的事件一样。也就是说，

这些事件该冒泡还会冒泡，而且照样能够导致浏览器执行已经指定的处理它们

的事件处理程序。在测试Web 应用程序，模拟触发事件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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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DOM2 级规范为此规定了模拟特定事件的方式，IE9、Opera、Firefox、

Chrome 和Safari 都支持这种方式。IE 有它自己模拟事件的方式。 

6.6.6.1 DOM 中的事件模拟 

可以在document 对象上使用createEvent()方法创建event 对象。这个方

法接收一个参数，即表示要创建的事件类型的字符串。在DOM2 级中，所有这些

字符串都使用英文复数形式，而在DOM3级中都变成了单数。这个字符串可以是

下列几字符串之一。 

 UIEvents：一般化的UI 事件。鼠标事件和键盘事件都继承自UI 事

件。DOM3 级中是UIEvent。 

 MouseEvents：一般化的鼠标事件。DOM3 级中是MouseEvent。 

 MutationEvents：一般化的DOM 变动事件。DOM3 级中是

MutationEvent。 

 HTMLEvents：一般化的HTML 事件。没有对应的DOM3 级事件（HTML 事

件被分散到其他类别中）。 

要注意的是，“DOM2 级事件”并没有专门规定键盘事件，后来的“DOM3 

级事件”中才正式将其作为一种事件给出规定。IE9 是目前唯一支持DOM3 级键

盘事件的浏览器。不过，在其他浏览器中，在现有方法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几

种方式来模拟键盘事件。 

在创建了event 对象之后，还需要使用与事件有关的信息对其进行初始

化。每种类型的event 对象都有一个特殊的方法，为它传入适当的数据就可以

初始化该event 对象。不同类型的这个方法的名字也不相同，具体要取决于

createEvent()中使用的参数。 

模拟事件的最后一步就是触发事件。这一步需要使用dispatchEvent()方

法，所有支持事件的DOM 节点都支持这个方法。调用dispatchEvent()方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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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传入一个参数，即表示要触发事件的event 对象。触发事件之后，该事件

就跻身“官方事件”之列了，因而能够照样冒泡并引发相应事件处理程序的执

行。 

1. 模拟鼠标事件 

创建新的鼠标事件对象并为其指定必要的信息，就可以模拟鼠标事件。创

建鼠标事件对象的方法是为createEvent()传入字符串"MouseEvents"。返回的

对象有一个名为initMouseEvent()方法，用于指定与该鼠标事件有关的信息。

这个方法接收15 个参数，分别与鼠标事件中每个典型的属性一一对应；这些参

数的含义如下。 

 type（字符串）：表示要触发的事件类型，例如"click"。 

 bubbles（布尔值）：表示事件是否应该冒泡。为精确地模拟鼠标事

件，应该把这个参数设置为true。 

 cancelable（布尔值）：表示事件是否可以取消。为精确地模拟鼠标

事件，应该把这个参数设置为true。 

 view（AbstractView）：与事件关联的视图。这个参数几乎总是要设

为document.defaultView。 

 detail（整数）：与事件有关的详细信息。这个值一般只有事件处理

程序使用，但通常都设置为0。 

 screenX（整数）：事件相对于屏幕的X 坐标。 

 screenY（整数）：事件相对于屏幕的Y 坐标。 

 clientX（整数）：事件相对于视口的X 坐标。 

 clientY（整数）：事件想对于视口的Y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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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Key（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Ctrl 键。默认值为false。 

 altKey（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Alt 键。默认值为false。 

 shiftKey（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Shift 键。默认值为false。 

 metaKey（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Meta 键。默认值为false。 

 button（整数）：表示按下了哪一个鼠标键。默认值为0。 

 relatedTarget（对象）：表示与事件相关的对象。这个参数只在模拟

mouseover 或mouseout时使用。 

显而易见，initMouseEvent()方法的这些参数是与鼠标事件的event 对象

所包含的属性一一对应的。其中，前4 个参数对正确地激发事件至关重要，因

为浏览器要用到这些参数；而剩下的所有参数只有在事件处理程序中才会用

到。当把event 对象传给dispatchEvent()方法时，这个对象的target属性会自

动设置。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例子来了解如何模拟对按钮的单击事件。 

 

在兼容DOM的浏览器中，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来模拟其他鼠标事件（例如

dblclick）。 

2. 模拟键盘事件 

前面曾经提到过，“DOM2级事件”中没有就键盘事件作出规定，因此模拟

键盘事件并没有现成的思路可循。“DOM2级事件”的草案中本来包含了键盘事

件，但在定稿之前又被删除了；Firefox根据其草案实现了键盘事件。需要提请

大家注意的是，“DOM3级事件”中的键盘事件与曾包含在“DOM2级事件”草案

中的键盘事件有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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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3级规定，调用createEvent()并传入"KeyboardEvent"就可以创建一个

键盘事件。返回的事件对象会包含一个initKeyEvent()方法，这个方法接收下

列参数。 

 type（字符串）：表示要触发的事件类型，如"keydown"。 

 bubbles（布尔值）：表示事件是否应该冒泡。为精确模拟鼠标事件，

应该设置为true。 

 cancelable（布尔值）：表示事件是否可以取消。为精确模拟鼠标事

件，应该设置为true。 

 view （AbstractView ）：与事件关联的视图。这个参数几乎总是要

设置为document.defaultView。 

 key（布尔值）：表示按下的键的键码。 

 location（整数）：表示按下了哪里的键。0 表示默认的主键盘，1 

表示左，2 表示右，3 表示数字键盘，4 表示移动设备（即虚拟键

盘），5 表示手柄。 

 modifiers（字符串）：空格分隔的修改键列表，如"Shift"。 

 repeat（整数）：在一行中按了这个键多少次。 

 由于DOM3级不提倡使用keypress 事件，因此只能利用这种技术来模拟

keydown 和keyup 事件。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485                                 

 

 

这个例子模拟的是按住Shift 的同时又按下A 键。在使用

document.createEvent("KeyboardEvent")之前，应该先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

DOM3 级事件；其他浏览器返回一个非标准的KeyboardEvent 对象。 

在Firefox 中，调用createEvent()并传入"KeyEvents"就可以创建一个键

盘事件。返回的事件对象会包含一个initKeyEvent()方法，这个方法接受下列

10 个参数。 

 type（字符串）：表示要触发的事件类型，如"keydown"。 

 bubbles（布尔值）：表示事件是否应该冒泡。为精确模拟鼠标事件，

应该设置为true。 

 cancelable（布尔值）：表示事件是否可以取消。为精确模拟鼠标事

件，应该设置为true。 

 view（AbstractView）：与事件关联的视图。这个参数几乎总是要设

置为document.default-View。 

 ctrlKey（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Ctrl 键。默认值为false。 

 altKey（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Alt 键。默认值为false。 

 shiftKey（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Shift 键。默认值为false。 

 metaKey（布尔值）：表示是否按下了Meta 键。默认值为false。 

 keyCode（整数）：被按下或释放的键的键码。这个参数对keydown 和

keyup 事件有用，默认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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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Code（整数）：通过按键生成的字符的ASCII 编码。这个参数对

keypress 事件有用，默认值为0。 

将创建的event 对象传入到dispatchEvent()方法就可以触发键盘事件，如

下面的例子所示。 

 

在Firefox 中运行上面的代码，会在指定的文本框中输入字母A。同样，也

可以依此模拟keyup 和keydown 事件。 

在其他浏览器中，则需要创建一个通用的事件，然后再向事件对象中添加

键盘事件特有的信息。例如： 

var textbox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Textbox"); 

//创建事件对象 

var event = document.createEvent("Events"); 

//初始化事件对象 

event.initEvent(type, bubbles, cancelable); 

event.view = document.defaultView; 

event.altKey = false; 

event.ctrlKey = false; 

event.shiftKey = false; 

event.metaKey = false; 

event.keyCode = 65; 

event.charCode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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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事件 

textbox.dispatchEvent(event); 

以上代码首先创建了一个通用事件，然后调用initEvent()对其进行初始

化，最后又为其添加了键盘事件的具体信息。在此必须要使用通用事件，而不

能使用UI 事件，因为UI 事件不允许向event对象中再添加新属性（Safari 除

外）。像这样模拟事件虽然会触发键盘事件，但却不会向文本框中写入文本，

这是由于无法精确模拟键盘事件所造成的。 

3. 模拟其他事件 

虽然鼠标事件和键盘事件是在浏览器中最经常模拟的事件，但有时候同样

需要模拟变动事件和HTML 事件。要模拟变动事件， 可以使用

createEvent("MutationEvents") 创建一个包含initMutationEvent() 方法的

变动事件对象。这个方法接受的参数包括： type 、bubbles 、cancelable、

relatedNode、preValue、newValue、attrName 和attrChange。下面来看一个

模拟变动事件的例子。 

var event = document.createEvent("MutationEvents"); 

event.initMutationEvent("DOMNodeInserted", true, false, someNod

e, "","","",0); 

targ et.dispatchEvent(event); 

以上代码模拟了DOMNodeInserted 事件。其他变动事件也都可以照这个样

子来模拟，只要改一改参数就可以了。 

要模拟HTML 事件，同样需要先创建一个event 对象——通过

createEvent("HTMLEvents")，然后再使用这个对象的initEvent()方法来初始

化它即可，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event = document.createEvent("HTML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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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initEvent("focus", true, false); 

targ et.dispatchEvent(event); 

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在给定目标上模拟focus 事件。模拟其他HTML 事件的

方法也是这样。 

浏览器中很少使用变动事件和 HTML 事件，因为使用它们会受到一些限

制。 

4. 自定义DOM 事件 

DOM3 级还定义了“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不是由DOM 原生触发的，它

的目的是让开发人员创建自己的事件。要创建新的自定义事件，可以调用

createEvent("CustomEvent")。返回的对象有一个名为initCustomEvent()的方

法，接收如下4 个参数。 

 type（字符串）：触发的事件类型，例如"keydown"。 

 bubbles（布尔值）：表示事件是否应该冒泡。 

 ❏cancelable（布尔值）：表示事件是否可以取消。 

 detail（对象）：任意值，保存在event 对象的detail 属性中。 

可以像分派其他事件一样在DOM 中分派创建的自定义事件对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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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创建了一个冒泡事件"myevent"。而event.detail 的值被设置成

了一个简单的字符串，然后在<div>元素和document 上侦听这个事件。因为

initCustomEvent()方法已经指定这个事件应该冒泡，所以浏览器会负责将事件

向上冒泡到document。支持自定义DOM事件的浏览器有IE9+和Firefox 6+。 

6.6.6.2 IE 中的事件模拟 

在IE8 及之前版本中模拟事件与在DOM中模拟事件的思路相似：先创建

event 对象，然后为其指定相应的信息，然后再使用该对象来触发事件。当

然，IE 在实现每个步骤时都采用了不一样的方式。 

调用document.createEventObject()方法可以在IE 中创建event 对象。但

与DOM方式不同的是，这个方法不接受参数，结果会返回一个通用的event 对

象。然后，你必须手工为这个对象添加所有必要的信息（没有方法来辅助完成

这一步骤）。最后一步就是在目标上调用fireEvent()方法，这个方法接受两个

参数：事件处理程序的名称和event 对象。在调用fireEvent()方法时，会自动

为event 对象添加srcElement 和type 属性；其他属性则都是必须通过手工添

加的。换句话说，模拟任何IE 支持的事件都采用相同的模式。例如，下面的代

码模拟了在一个按钮上触发click 事件过程。 

 

 

这个例子先创建了一个event对象，然后又用一些信息对其进行了初始化。

注意，这里可以为对象随意添加属性，不会有任何限制——即使添加的属性IE8

及更早版本并不支持也无所谓。在此添加的属性对事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只

有事件处理程序才会用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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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相同的模式也可以模拟触发keypress事件，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由于鼠标事件、键盘事件以及其他事件的 event对象并没有什么不同，所

以可以使用通用对象来触发任何类型的事件。不过，正如在 DOM中模拟键盘事

件一样，运行这个例子也不会因模拟了 keypress 而在文本框中看到任何字符，

即使触发了事件处理程序也没有用。 

6.7 表单脚本 

6.7.1文本框脚本 

在HTML中，有两种方式来表现文本框：一种是使用<input>元素的单行文本

框，另一种是使用<textarea>的多行文本框。这两个控件非常相似，而且多数

时候的行为也差不多。不过，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 

要表现文本框，必须将<input>元素的type特性设置为"text"。而通过设置

size特性，可以指定文本框中能够显示的字符数。通过value特性，可以设置文

本框的初始值，而maxlength特性则用于指定文本框可以接受的最大字符数。如

果要创建一个文本框，让它能够显示25个字符，但输入不能超过50个字符，可

以使用以下代码： 

<input type="text" size="25" maxlength="50" value="initial val

ue"> 

相对而言，<textarea>元素则始终会呈现为一个多行文本框。要指定文本

框的大小，可以使用rows和cols特性。其中，rows特性指定的是文本框的字符

行数，而cols特性指定的是文本框的字符列数（类似于<input>元素的size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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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input>元素不同，<textarea>的初始值必须要放在<textarea>和

</textarea>之间，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textarea rows="25" cols="5">initial value</textarea> 

另一个与<input>的区别在于，不能在HTML中给<textarea>指定最大字符

数。 

无论这两种文本框在标记中有什么区别，但它们都会将用户输入的内容保

存在value属性中。可以通过这个属性读取和设置文本框的值，如下面的例子所

示： 

var textbox = document.forms[0].elements["textbox1"]; 

alert(textbox.value); 

textbox.value = "Some new value"; 

我们建议读者像上面这样使用value属性读取或设置文本框的值，不建议使

用标准的DOM方法。换句话说，不要使用setAttribute()设置<input>元素的

value特性，也不要去修改<textarea>元素的第一个子节点。原因很简单：对

value属性所作的修改，不一定会反映在DOM中。因此，在处理文本框的值时，

最好不要使用DOM方法。 

6.7.1.1 选择文本 

上述两种文本框都支持select()方法，这个方法用于选择文本框中的所有

文本。在调用select()方法时，大多数浏览器（Opera除外）都会将焦点设置到

文本框中。这个方法不接受参数，可以在任何时候被调用。下面来看一个例

子。 

var textbox = document.forms[0].elements["textbox1"]; 

textbox.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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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框获得焦点时选择其所有文本，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特别是

在文本框包含默认值的时候。因为这样做可以让用户不必一个一个地删除文

本。下面展示了实现这一操作的代码。 

 

将上面的代码应用到文本框之后，只要文本框获得焦点，就会选择其中所

有的文本。这种技术能够较大幅度地提升表单的易用性。 

1. 选择（select）事件 

与select()方法对应的，是一个select事件。在选择了文本框中的文本

时，就会触发select事件。不过，到底什么时候触发select事件，还会因浏览

器而异。在IE9+、Opera、Firefox、Chrome和Safari中，只有用户选择了文本

（而且要释放鼠标），才会触发select事件。而在IE8及更早版本中，只要用户

选择了一个字母（不必释放鼠标），就会触发select事件。另外，在调用

select()方法时也会触发select事件。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2. 取得选择的文本 

虽然通过select事件我们可以知道用户什么时候选择了文本，但仍然不知

道用户选择了什么文本。HTML5通过一些扩展方案解决了这个问题，以便更顺利

地取得选择的文本。该规范采取的办法是添加两个属性：selectionStart和

selectionEnd。这两个属性中保存的是基于0的数值，表示所选择文本的范围

（即文本选区开头和结尾的偏移量）。因此，要取得用户在文本框中选择的文

本，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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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getSelectedText(textbox){ 

 return textbox.value.substring(textbox.selectionStar

t, textbox.selectionEnd); 

} 

因为substring()方法基于字符串的偏移量执行操作，所以将

selectionStart和selectionEnd直接传给它就可以取得选中的文本。 

IE9+、Firefox、Safari、Chrome和Opera都支持这两个属性。IE8及之前版

本不支持这两个属性，而是提供了另一种方案。 

IE8及更早的版本中有一个document.selection对象，其中保存着用户在整

个文档范围内选择的文本信息；也就是说，无法确定用户选择的是页面中哪个

部位的文本。不过，在与select事件一起使用的时候，可以假定是用户选择了

文本框中的文本，因而触发了该事件。要取得选择的文本，首先必须创建一个

范围（第12章讨论过），然后再将文本从其中提取出来，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这里修改了前

面的函数，包括了在IE中取得选择文本的代码。注意，调用

document.selection时，不需要考虑textbox参数。 

3. 选择部分文本 

HTML5也为选择文本框中的部分文本提供了解决方案，即最早由Firefox引

入的setSelectionRange()方法。现在除select()方法之外，所有文本框都有一

个setSelectionRange()方法。这个方法接收两个参数：要选择的第一个字符的

索引和要选择的最后一个字符之后的字符的索引（类似于substring()方法的两

个参数）。来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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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x.value = "Hello world!" 

//选择所有文本 

textbox.setSelectionRange(0, textbox.value.length); //"Hello wo

rld!" 

//选择前 3 个字符 

textbox.setSelectionRange(0, 3); //"Hel" 

//选择第 4 到第 6 个字符 

textbox.setSelectionRange(4, 7); //"o w" 

要看到选择的文本，必须在调用setSelectionRange()之前或之后立即将焦

点设置到文本框。IE9、Firefox、Safari、Chrome和Opera支持这种方案。 

IE8及更早版本支持使用范围（第12章讨论过）选择部分文本。要选择文本

框中的部分文本，必须首先使用IE在所有文本框上提供的createTextRange()方

法创建一个范围，并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上。然后，再使用moveStart()和

moveEnd()这两个范围方法将范围移动到位。不过，在调用这两个方法以前，还

必须使用collapse()将范围折叠到文本框的开始位置。此时，moveStart()将范

围的起点和终点移动到了相同的位置，只要再给moveEnd()传入要选择的字符总

数即可。最后一步，就是使用范围的select()方法选择文本，如下面的例子所

示。 

textbox.value = "Hello world!"; 

var range = textbox.createTextRange(); 

//选择所有文本 

range.collapse(true); 

range.moveStart("character", 0); 



                                                 IoT物联网工程师教程 

495                                 

 

range.moveEnd("character", textbox.value.length); //"Hello worl

d!" 

range.select(); 

//选择前 3 个字符 

range.collapse(true); 

range.moveStart("character", 0); 

range.moveEnd("character", 3); 

range.select(); //"Hel" 

//选择第 4 到第 6 个字符 

range.collapse(true); 

range.moveStart("character", 4); 

range.moveEnd("character", 3); 

range.select(); //"o w" 

与在其他浏览器中一样，要想在文本框中看到文本被选择的效果，必须让

文本框获得焦点。 

为了实现跨浏览器编程，可以将上述两种方案组合起来，如下面的例子所

示。 

 

 

这个selectText()函数接收三个参数：要操作的文本框、要选择文本中第

一个字符的索引和要选择文本中最后一个字符之后的索引。首先，函数测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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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是否包含setSelectionRange()方法。如果有，则使用该方法。否则，检

测文本框是否支持createTextRange()方法。如果支持，则通过创建范围来实现

选择。最后一步，就是为文本框设置焦点，以便用户看到文本框中选择的文

本。可以像下面这样使用selectText()方法。 

textbox.value = "Hello world!" 

//选择所有文本 

selectText(textbox, 0, textbox.value.length); //"Hello world!" 

//选择前 3 个字符 

selectText(textbox, 0, 3); //"Hel" 

//选择第 4 到第 6 个字符 

selectText(textbox, 4, 7); //"o w" 

选择部分文本的技术在实现高级文本输入框时很有用，例如提供自动完成

建议的文本框就可以使用这种技术。 

6.7.1.2 过滤输入 

我们经常会要求用户在文本框中输入特定的数据，或者输入特定格式的数

据。例如，必须包含某些字符，或者必须匹配某种模式。由于文本框在默认情

况下没有提供多少验证数据的手段，因此必须使用JavaScript来完成此类过滤

输入的操作。而综合运用事件和DOM手段，就可以将普通的文本框转换成能够理

解用户输入数据的功能型控件。 

1. 屏蔽字符 

有时候，我们需要用户输入的文本中包含或不包含某些字符。例如，电话

号码中不能包含非数值字符。如前所述，响应向文本框中插入字符操作的是

keypress事件。因此，可以通过阻止这个事件的默认行为来屏蔽此类字符。在

极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下列代码屏蔽所有按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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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Util.addHandler(textbox, "keypress", function(event){ 

 event = EventUtil.getEvent(event); 

 EventUtil.preventDefault(event); 

}); 

运行以上代码后，由于所有按键操作都将被屏蔽，结果会导致文本框变成

只读的。如果只想屏蔽特定的字符，则需要检测keypress事件对应的字符编

码，然后再决定如何响应。例如，下列代码只允许用户输入数值。 

EventUtil.addHandler(textbox, "keypress", function(event){ 

 event = EventUtil.getEvent(event); 

 var target = EventUtil.getTarget(event); 

 var charCode = EventUtil.getCharCode(event); 

 if (!/\d/.test(String.fromCharCode(charCode))){ 

  EventUtil.preventDefault(event); 

 }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EventUtil.getCharCode()实现了跨浏览器取得字

符编码。然后，使用String.fromCharCode()将字符编码转换成字符串，再使用

正则表达式/\d/来测试该字符串，从而确定用户输入的是不是数值。如果测试

失败，那么就使用EventUtil.preventDefault()屏蔽按键事件。结果，文本框

就会忽略所有输入的非数值。 

虽然理论上只应该在用户按下字符键时才触发keypress事件，但有些浏览

器也会对其他键触发此事件。Firefox和Safari（3.1版本以前）会对向上键、

向下键、退格键和删除键触发keypress事件；Safari 3.1及更新版本则不会对

这些键触发keypress事件。这意味着，仅考虑到屏蔽不是数值的字符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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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避免屏蔽这些极为常用和必要的键。所幸的是，要检测这些键并不困难。

在Firefox中，所有由非字符键触发的keypress事件对应的字符编码为0，而在

Safari 3以前的版本中，对应的字符编码全部为8。为了让代码更通用，只要不

屏蔽那些字符编码小于10的键即可。故而，可以将上面的函数重写成如下所

示。 

EventUtil.addHandler(textbox, "keypress", function(event){ 

 event = EventUtil.getEvent(event); 

 var target = EventUtil.getTarget(event); 

 var charCode = EventUtil.getCharCode(event); 

 if (!/\d/.test(String.fromCharCode(charCode)) && charCode > 

9){ 

  EventUtil.preventDefault(event); 

 } 

}); 

这样，我们的事件处理程序就可以适用所有浏览器了，即可以屏蔽非数值

字符，但不屏蔽那些也会触发keypress事件的基本按键。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复制、粘贴及其他操作还要用到Ctrl

键。在除IE之外的所有浏览器中，前面的代码也会屏蔽Ctrl+C、Ctrl+V，以及

其他使用Ctrl的组合键。因此，最后还要添加一个检测条件，以确保用户没有

按下Ctrl键，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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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最后一点修改，就可以确保文本框的行为完全正常了。在这个例子的

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调整，就可以将同样的技术运用于放过和屏蔽任何输入文本

框的字符。 

2. 操作剪贴板 

IE是第一个支持与剪贴板相关事件，以及通过JavaScript访问剪贴板数据

的浏览器。IE的实现成为了事实上的标准，不仅Safari 2、Chrome和Firefox 3

也都支持类似的事件和剪贴板访问（Opera不支持通过JavaScript访问剪贴

板）,HTML 5后来也把剪贴板事件纳入了规范。下列就是6个剪贴板事件。 

beforecopy：在发生复制操作前触发。 

copy：在发生复制操作时触发。 

beforecut：在发生剪切操作前触发。 

cut：在发生剪切操作时触发。 

beforepaste：在发生粘贴操作前触发。 

paste：在发生粘贴操作时触发。 

由于没有针对剪贴板操作的标准，这些事件及相关对象会因浏览器而异。

在Safari、Chrome和Firefox中，beforecopy、beforecut和beforepaste事件只

会在显示针对文本框的上下文菜单（预期将发生剪贴板事件）的情况下触发。

但是，IE则会在触发copy、cut和paste事件之前先行触发这些事件。至于

copy、cut和paste事件，只要是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了相应选项，或者使用了

相应的键盘组合键，所有浏览器都会触发它们。 

在实际的事件发生之前，通过beforecopy、beforecut和beforepaste事件

可以在向剪贴板发送数据，或者从剪贴板取得数据之前修改数据。不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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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并不会取消对剪贴板的操作——只有取消copy、cut和paste事件，才

能阻止相应操作发生。 

要访问剪贴板中的数据，可以使用clipboardData对象：在IE中，这个对象

是window对象的属性；而在Firefox 4+、Safari和Chrome中，这个对象是相应

event对象的属性。但是，在Firefox、Safari和Chorme中，只有在处理剪贴板

事件期间clipboardData对象才有效，这是为了防止对剪贴板的未授权访问；在

IE中，则可以随时访问clipboardData对象。为了确保跨浏览器兼容性，最好只

在发生剪贴板事件期间使用这个对象。 

这个clipboardData对象有三个方法：getData()、setData()和

clearData()。其中，getData()用于从剪贴板中取得数据，它接受一个参数，

即要取得的数据的格式。在IE中，有两种数据格式："text"和"URL"。在

Firefox、Safari和Chrome中，这个参数是一种MIME类型；不过，可以用"text"

代表"text/plain"。 

类似地，setData()方法的第一个参数也是数据类型，第二个参数是要放在

剪贴板中的文本。对于第一个参数，IE照样支持"text"和"URL"，而Safari和

Chrome仍然只支持MIME类型。但是，与getData()方法不同的是，Safari和

Chrome的setData()方法不能识别"text"类型。这两个浏览器在成功将文本放到

剪贴板中后，都会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为了弥合这些差异，我们可以

向EventUtil中再添加下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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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getClipboardText()方法相对简单；它只要确定clipboardData对象

的位置，然后再以"text"类型调用getData()方法即可。相应地，

setClipboardText()方法则要稍微复杂一些。在取得clipboardData对象之后，

需要根据不同的浏览器实现为setData()传入不同的类型（对于Safari和

Chrome，是"text/plain"；对于IE，是"text"）。 

在需要确保粘贴到文本框中的文本中包含某些字符，或者符合某种格式要

求时，能够访问剪贴板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如果一个文本框只接受数值，那

么就必须检测粘贴过来的值，以确保有效。在paste事件中，可以确定剪贴板中

的值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就可以像下面示例中那样，取消默认的行为。 

 

在这里，onpaste事件处理程序可以确保只有数值才会被粘贴到文本框中。

如果剪贴板的值与正则表达式不匹配，则会取消粘贴操作。Firefox、Safari和

Chrome只允许在onpaste事件处理程序中访问getData()方法。 

由于并非所有浏览器都支持访问剪贴板，所以更简单的做法是屏蔽一或多

个剪贴板操作。在支持copy、cut和paste事件的浏览器中（IE、Safari、

Chrome和Firefox 3及更高版本），很容易阻止这些事件的默认行为。在Opera

中，则需要阻止那些会触发这些事件的按键操作，同时还要阻止在文本框中显

示上下文菜单。 

6.7.1.3 自动切换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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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JavaScript可以从多个方面增强表单字段的易用性。其中，最常见的

一种方式就是在用户填写完当前字段时，自动将焦点切换到下一个字段。通

常，在自动切换焦点之前，必须知道用户已经输入了既定长度的数据（例如电

话号码）。例如，美国的电话号码通常会分为三部分：区号、局号和另外4位数

字。为取得完整的电话号码，很多网页中都会提供下列3个文本框： 

为增强易用性，同

时加快数据输入，可以在前一个文本框中的字符达到最大数量后，自动将焦点

切换到下一个文本框。换句话说，用户在第一个文本框中输入了3个数字之后，

焦点就会切换到第二个文本框，再输入3个数字，焦点又会切换到第三个文本

框。这种“自动切换焦点”的功能，可以通过下列代码实现： 

开始的tabForward()

函数是实现“自动切换焦点”的关键所在。这个函数通过比较用户输入的值与

文本框的maxlength特性，可以确定是否已经达到最大长度。如果这两个值相等

（因为浏览器最终会强制它们相等，因此用户绝不会多输入字符），则需要查

找表单字段集合，直至找到下一个文本框。找到下一个文本框之后，则将焦点

切换到该文本框。然后，我们把这个函数指定为每个文本框的onkeyup事件处理

程序。由于keyup事件会在用户输入了新字符之后触发，所以此时是检测文本框

中内容长度的最佳时机。这样一来，用户在填写这个简单的表单时，就不必再

通过按制表键切换表单字段和提交表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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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请记住，这些代码只适用于前面给出的标记，而且没有考虑隐藏字

段。 

6.7.1.4 HTML5 约束验证API 

为了在将表单提交到服务器之前验证数据，HTML5新增了一些功能。有了这

些功能，即便JavaScript被禁用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加载，也可以确保基本

的验证。换句话说，浏览器自己会根据标记中的规则执行验证，然后自己显示

适当的错误消息（完全不用JavaScript插手）。当然，这个功能只有在支持

HTML5这部分内容的浏览器中才有效，这些浏览器有Firefox 4+、Safari 5+、

Chrome和Opera 10+。 

只有在某些情况下表单字段才能进行自动验证。具体来说，就是要在HTML 

标记中为特定的字段指定一些约束，然后浏览器才会自动执行表单验证。 

1. 必填字段 

第一种情况是在表单字段中指定了required属性，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input type="text" name="username" required> 

任何标注有required的字段，在提交表单时都不能空着。这个属性适用于

<input>、<textarea>和<select>字段（Opera 11及之前版本还不支持<select>

的required属性）。在JavaScript中，通过对应的required属性，可以检查某

个表单字段是否为必填字段。 

var isUsernameRequired = document.forms[0].elements["username

"].required; 

另外，使用下面这行代码可以测试浏览器是否支持required 属性。 

var isRequiredSupported = "required" in document.createElement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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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通过特性检测来确定新创建的<input>元素中是否存在required 

属性。 

对于空着的必填字段，不同浏览器有不同的处理方式。Firefox 4 和Opera 

11 会阻止表单提交并在相应字段下方弹出帮助框，而Safari（5 之前）和

Chrome（9 之前）则什么也不做，而且也不阻止表单提交。 

2. 其他输入类型 

HTML5为<input>元素的type属性又增加了几个值。这些新的类型不仅能反

映数据类型的信息，而且还能提供一些默认的验证功能。其中，"email"和

"url"是两个得到支持最多的类型，各浏览器也都为它们增加了定制的验证机

制。例如： 

<input type="email" name ="email"> 

<input type="url" name="homepage"> 

顾名思义，"email"类型要求输入的文本必须符合电子邮件地址的模式，而

"url"类型要求输入的文本必须符合URL的模式。不过，本节前面提到的浏览器

在恰当地匹配模式方面都存在问题。最明显的是"-@-"会被当成一个有效的电子

邮件地址。浏览器开发商还在解决这些问题。 

要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这些新类型，可以在JavaScript创建一个<input>元

素，然后将type属性设置为"email"或"url"，最后再检测这个属性的值。不支

持它们的旧版本浏览器会自动将未知的值设置为"text"，而支持的浏览器则会

返回正确的值。例如： 

var input = 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input.type = "email"; 

var isEmailSupported = (input.type ==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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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如果不给<input>元素设置required 属性，那么空文本框也

会验证通过。另一方面,设置特定的输入类型并不能阻止用户输入无效的值，只

是应用某些默认的验证而已。 

3. 数值范围 

除了"email"和"url", HTML5还定义了另外几个输入元素。这几个元素都要

求填写某种基于数字的值："number"、"range"、"datetime"、"datetime-

local"、"date"、"month"、"week"，还有"time"。浏览器对这几个类型的支持

情况并不好，因此如果真想选用的话，要特别小心。目前，浏览器开发商主要

关注更好的跨平台兼容性以及更多的逻辑功能。因此，本节介绍的内容某种程

度上有些超前，不一定马上就能在实际开发中使用。 

除了"email"和"url", HTML5还定义了另外几个输入元素。这几个元素都要

求填写某种基于数字的值："number"、"range"、"datetime"、"datetime-

local"、"date"、"month"、"week"，还有"time"。浏览器对这几个类型的支持

情况并不好，因此如果真想选用的话，要特别小心。目前，浏览器开发商主要

关注更好的跨平台兼容性以及更多的逻辑功能。因此，本节介绍的内容某种程

度上有些超前，不一定马上就能在实际开发中使用。 

<input type="number" min="0" max="100" step="5" name="count"> 

在不同的浏览器中，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看到能够自动递增和递减的数值调

节按钮（向上和向下按钮）。 

以上这些属性在JavaScript 中都能通过对应的元素访问（或修改）。此

外，还有两个方法：stepUp()和stepDown()，都接收一个可选的参数：要在当

前值基础上加上或减去的数值。（默认是加或减1。)这两个方法还没有得到任

何浏览器支持，但下面的例子演示了它们的用法。 

input.stepUp(); //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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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stepUp(5); //加 5 

input.stepDown(); //减 1 

input.stepDown(10); //减 10 

4. 输入模式 

HTML5为文本字段新增了pattern属性。这个属性的值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用于匹配文本框中的值。例如，如果只想允许在文本字段中输入数值，可以像

下面的代码一样应用约束： 

<input type="text" pattern="\d+" name="count"> 

注意，模式的开头和末尾不用加^和$符号（假定已经有了）。这两个符号

表示输入的值必须从头到尾都与模式匹配。 

与其他输入类型相似，指定pattern也不能阻止用户输入无效的文本。这个

模式应用给值，浏览器来判断值是有效，还是无效。在JavaScript中可以通过

pattern属性访问模式。 

var pattern = document.forms[0].elements["count"].pattern; 

使用以下代码可以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pattern 属性。 

var isPatternSupported = "pattern" in document.createElement("i

nput"); 

5. 检测有效性 

使用checkValidity()方法可以检测表单中的某个字段是否有效。所有表单

字段都有个方法，如果字段的值有效，这个方法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字

段的值是否有效的判断依据是本节前面介绍过的那些约束。换句话说，必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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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如果没有值就是无效的，而字段中的值与pattern属性不匹配也是无效的。

例如： 

if (document.forms[0].elements[0].checkValidity()){ 

 //字段有效，继续 

} else { 

 //字段无效 

} 

要检测整个表单是否有效，可以在表单自身调用checkValidity()方法。如

果所有表单字段都有效，这个方法返回true；即使有一个字段无效，这个方法

也会返回false。 

if(document.forms[0].checkValidity()) 

 //表单有效，继续 

} else { 

 //表单无效 

} 

与checkValidity()方法简单地告诉你字段是否有效相比，validity属性则

会告诉你为什么字段有效或无效。这个对象中包含一系列属性，每个属性会返

回一个布尔值。 

customError ：如果设置了setCustomValidity()，则为true，否则返回

false。 

patternMismatch：如果值与指定的pattern 属性不匹配，返回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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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Overflow：如果值比max 值大，返回true。 

rangeUnderflow：如果值比min 值小，返回true。 

stepMisMatch：如果min 和max 之间的步长值不合理，返回true。 

tooLong：如果值的长度超过了maxlength 属性指定的长度，返回true。有

的浏览器（如Firefox 4）会自动约束字符数量，因此这个值可能永远都返回

false。 

typeMismatch：如果值不是"mail"或"url"要求的格式，返回true。 

valid：如果这里的其他属性都是false，返回true。checkValidity()也要

求相同的值。 

valueMissing：如果标注为required 的字段中没有值，返回true。 

因此，要想得到更具体的信息，就应该使用validity 属性来检测表单的有

效性。下面是一个例子。 

if (input.validity && !input.validity.valid){ 

 if (input.validity.valueMissing){ 

  alert("Please specify a value.") 

 } else if (input.validity.typeMismatch){ 

  alert("Please enter an email address."); 

 } else { 

  alert("Value is invalid."); 

 } 

} 

6. 禁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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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置novalidate 属性，可以告诉表单不进行验证。 

<form method="post" action="signup.php" novalidate> 

<!--这里插入表单元素--> 

</form> 

在JavaScript 中使用noValidate 属性可以取得或设置这个值，如果这个

属性存在，值为true， 

如果不存在，值为false。 

document.forms[0].noValidate = true; //禁用验证 

如果一个表单中有多个提交按钮，为了指定点击某个提交按钮不必验证表

单，可以在相应的按钮上 

添加formnovalidate 属性。 

<form method="post" action="foo.php"> 

 <!--这里插入表单元素--> 

 <input type="submit" value="Regular Submit"> 

 <input type="submit" formnovalidate name="btnNoValidate"valu

e="Non-validating Submit"> 

</form> 

在这个例子中，点击第一个提交按钮会像往常一样验证表单，而点击第二

个按钮则会不经过验证而提交表单。使用JavaScript 也可以设置这个属性。 

//禁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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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forms[0].elements["btnNoValidate"].formNoValidate = tr

ue; 

6.7.2 选择框脚本 

选择框是通过<select>和<option>元素创建的。为了方便与这个控件交

互，除了所有表单字段共有的属性和方法外，HTMLSelectElement类型还提供了

下列属性和方法。 

add(newOption, relOption)：向控件中插入新<option>元素，其位置在相

关项（relOption）之前。 

multiple：布尔值，表示是否允许多项选择；等价于HTML 中的multiple 

特性。 

options：控件中所有<option>元素的HTMLCollection。 

remove(index)：移除给定位置的选项。 

selectedIndex：基于0 的选中项的索引，如果没有选中项，则值为-1。对

于支持多选的控件，只保存选中项中第一项的索引。 

size：选择框中可见的行数；等价于HTML 中的size 特性。 

选择框的type 属性不是"select-one"，就是"select-multiple"，这取决

于HTML 代码中有没有multiple 特性。选择框的value 属性由当前选中项决

定，相应规则如下。 

如果没有选中的项，则选择框的value 属性保存空字符串。 

如果有一个选中项，而且该项的value 特性已经在HTML 中指定，则选择框

的value 属性等于选中项的value 特性。即使value 特性的值是空字符串，也

同样遵循此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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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选中项，但该项的value 特性在HTML 中未指定，则选择框的

value 属性等于该项的文本。 

如果有多个选中项，则选择框的value 属性将依据前两条规则取得第一个

选中项的值。 

以下面的选择框为例： 

<select name="location" id="selLocation"> 

 <option value="Sunnyvale, CA">Sunnyvale</option> 

 <option value="Los Angeles, CA">Los Angeles</option> 

 <option value="Mountain View, CA">Mountain View</option> 

 <option value="">China</option> 

 <option>Australia</option> 

</select> 

如果用户选择了其中第一项，则选择框的值就是"Sunnyvale, CA"。如果文

本为"China"的选项被选中，则选择框的值就是一个空字符串，因为其value特

性是空的。如果选择了最后一项，那么由于<option>中没有指定value特性，则

选择框的值就是"Australia"。 

在DOM中，每个<option>元素都有一个HTMLOptionElement对象表示。为便

于访问数据，HTMLOptionElement对象添加了下列属性： 

index：当前选项在options 集合中的索引。 

label：当前选项的标签；等价于HTML 中的label 特性。 

selected：布尔值，表示当前选项是否被选中。将这个属性设置为true 可

以选中当前选项。 

text：选项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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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选项的值（等价于HTML 中的value 特性）。 

其中大部分属性的目的，都是为了方便对选项数据的访问。虽然也可以使

用常规的DOM 功能来访问这些信息，但效率是比较低的，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selectbox = document.forms[0].elements["location"]; 

//不推荐 

var text = selectbox.options[0].firstChild.nodeValue; //选项的

文本 

var value = selectbox.options[0].getAttribute("value"); //选项

的值 

以上代码使用标准DOM 方法，取得了选择框中第一项的文本和值。可以与

下面使用选项属性的代码作一比较： 

var selectbox = document.forms[0]. elements["location"]; 

//推荐 

var text = selectbox.options[0].text; //选项的文本 

var value = selectbox.options[0].value; //选项的值 

在操作选项时，我们建议最好是使用特定于选项的属性，因为所有浏览器

都支持这些属性。在将表单控件作为DOM节点的情况下，实际的交互方式则会因

浏览器而异。我们不推荐使用标准DOM技术修改<option>元素的文本或者值。 

最后，我们还想提醒读者注意一点：选择框的change事件与其他表单字段

的change事件触发的条件不一样。其他表单字段的change事件是在值被修改且

焦点离开当前字段时触发，而选择框的change事件只要选中了选项就会触发。 

不同浏览器下，选项的value属性返回什么值也存在差别。但是，在所有浏

览器中，value属性始终等于value特性。在未指定value特性的情况下，IE8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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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空字符串，而IE9+、Safari、Firefox、Chrome和Opera则会返回与text特

性相同的值。 

6.7.2.1 选择选项 

对于只允许选择一项的选择框，访问选中项的最简单方式，就是使用选择

框的selectedIndex属性，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selectedOption = selectbox.options[selectbox.selectedInde

x]; 

取得选中项之后，可以像下面这样显示该选项的信息： 

 

这里，我们通过一个警告框显示了选中项的索引、文本和值。 

对于可以选择多项的选择框，selectedfIndex属性就好像只允许选择一项

一样。设置selectedIndex会导致取消以前的所有选项并选择指定的那一项，而

读取selectedIndex则只会返回选中项中第一项的索引值。 

另一种选择选项的方式，就是取得对某一项的引用，然后将其selected属

性设置为true。例如，下面的代码会选中选择框中的第一项： 

selectbox.options[0].selected = true; 

与selectedIndex不同，在允许多选的选择框中设置选项的selected属性，

不会取消对其他选中项的选择，因而可以动态选中任意多个项。但是，如果是

在单选选择框中，修改某个选项的selected属性则会取消对其他选项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将selected属性设置为false对单选选择框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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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selected属性的作用主要是确定用户选择了选择框中的哪一项。

要取得所有选中的项，可以循环遍历选项集合，然后测试每个选项的selected

属性。来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函数可以返回给定选择框中选中项的一个数组。首先，创建一个将包

含选中项的数组，然后使用for循环迭代所有选项，同时检测每一项的selected

属性。如果有选项被选中，则将其添加到result数组中。最后，返回包含选中

项的数组。下面是一个使用getSelectedOptions()函数取得选中项的示例。 

 

这个例子中，我们首先从一个选择框中取得了选中项。然后，使用for循环

构建了一条消息，包含所有选中项的信息：每一项的索引、文本和值。这种技

术适用于单选和多选选择框。 

6.7.2.2 添加选项 

可以使用JavaScript动态创建选项，并将它们添加到选择框中。添加选项

的方式有很多，第一种方式就是使用如下所示的DOM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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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创建了一个新的<option>元素，然后为它添加了一个文本节点，

并设置其value特性，最后将它添加到了选择框中。添加到选择框之后，用户立

即就可以看到新选项。 

第二种方式是使用Option构造函数来创建新选项，这个构造函数是DOM出现

之前就有的，一直遗留到现在。Option构造函数接受两个参数：文本（text）

和值（value）；第二个参数可选。虽然这个构造函数会创建一个Object的实

例，但兼容DOM的浏览器会返回一个<option>元素。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仍然可以使用appendChild()将新选项添加到选择框中。来看下面的例子。 

这种方式在除IE之

外的浏览器中都可以使用。由于存在bug, IE在这种方式下不能正确设置新选项

的文本。 

第三种添加新选项的方式是使用选择框的add()方法。DOM规定这个方法接

受两个参数：要添加的新选项和将位于新选项之后的选项。如果想在列表的最

后添加一个选项，应该将第二个参数设置为null。在IE对add()方法的实现中，

第二个参数是可选的，而且如果指定，该参数必须是新选项之后选项的索引。

兼容DOM的浏览器要求必须指定第二个参数，因此要想编写跨浏览器的代码，就

不能只传入一个参数。这时候，为第二个参数传入undefined，就可以在所有浏

览器中都将新选项插入到列表最后了。来看一个例子。 

在IE 和兼容DOM 

的浏览器中，上面的代码都可以正常使用。如果你想将新选项添加到其他位置

（不是最后一个），就应该使用标准的DOM技术和insertBefore()方法。 

就和在HTML 中一样，此时也不一定要为选项指定值。换句话说，只为

Option构造函数传入一个参数（选项的文本）也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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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3 移除选项 

与添加选项类似，移除选项的方式也有很多种。首先，可以使用DOM的

removeChild()方法，为其传入要移除的选项，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selectbox.removeChild(selectbox.options[0]); //移除第一个选项 

其次，可以使用选择框的remove()方法。这个方法接受一个参数，即要移

除选项的索引，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selectbox.remove(0); //移除第一个选项 

最后一种方式，就是将相应选项设置为null。这种方式也是DOM 出现之前

浏览器的遗留机制。 

例如： 

selectbox.options[0] = null; //移除第一个选项 

要清除选择框中所有的项，需要迭代所有选项并逐个移除它们，如下面的

例子所示： 

function clearSelectbox(selectbox){ 

 for(var i=0, len=selectbox.options.length; i < len; i++){ 

  selectbox.remove(i); 

 } 

} 

这个函数每次只移除选择框中的第一个选项。由于移除第一个选项后，所

有后续选项都会自动向上移动一个位置，因此重复移除第一个选项就可以移除

所有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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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4 移动和重排选项 

在DOM标准出现之前，将一个选择框中的选项移动到另一个选择框中是非常

麻烦的。整个过程要涉及从第一个选择框中移除选项，然后以相同的文本和值

创建新选项，最后再将新选项添加到第二个选择框中。而使用DOM的

appendChild()方法，就可以将第一个选择框中的选项直接移动到第二个选择框

中。我们知道，如果为appendChild()方法传入一个文档中已有的元素，那么就

会先从该元素的父节点中移除它，再把它添加到指定的位置。下面的代码展示

了将第一个选择框中的第一个选项移动到第二个选择框中的过程。 

移动选项与移除

选项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会重置每一个选项的index 属性。 

重排选项次序的过程也十分类似，最好的方式仍然是使用DOM方法。要将选

择框中的某一项移动到特定位置，最合适的DOM方法就是insertBefore(); 

appendChild()方法只适用于将选项添加到选择框的最后。要在选择框中向前移

动一个选项的位置，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以上代码首先选

择了要移动的选项，然后将其插入到了排在它前面的选项之前。实际上，第二

行代码对除第一个选项之外的其他选项是通用的。类似地，可以使用下列代码

将选择框中的选项向后移动一个位置。 

 

以上代码适用于选择框中的所有选项，包括最后一个选项。 

IE7 存在一个页面重绘问题，有时候会导致使用DOM 方法重排的选项不能

马上正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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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表单序列化 

随着Ajax的出现，表单序列化已经成为一种常见需求。在JavaScript中，

可以利用表单字段的type属性，连同name和value属性一起实现对表单的序列

化。在编写代码之前，有必须先搞清楚在表单提交期间，浏览器是怎样将数据

发送给服务器的。 

对表单字段的名称和值进行URL 编码，使用和号（&）分隔。 

不发送禁用的表单字段。 

只发送勾选的复选框和单选按钮。 

不发送type 为"reset"和"button"的按钮。 

多选选择框中的每个选中的值单独一个条目。 

在单击提交按钮提交表单的情况下，也会发送提交按钮；否则，不发送提

交按钮。也包括type为"image"的<input>元素。 

<select>元素的值，就是选中的<option>元素的value 特性的值。如果

<option>元素没有value 特性，则是<option>元素的文本值。 

在表单序列化过程中，一般不包含任何按钮字段，因为结果字符串很可能

是通过其他方式提交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上述规则都应该遵循。以下就是实现

表单序列化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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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serialize()函数首先定义了一个名为parts的数组，用于保存将

要创建的字符串的各个部分。然后，通过for循环迭代每个表单字段，并将其保

存在field变量中。在获得了一个字段的引用之后，使用switch语句检测其type

属性。序列化过程中最麻烦的就是<select>元素，它可能是单选框也可能是多

选框。为此，需要遍历控件中的每一个选项，并在相应选项被选中的情况下向

数组中添加一个值。对于单选框，只可能有一个选中项，而多选框则可能有零

或多个选中项。这里的代码适用于这两种选择框，至于可选项的数量则是由浏

览器控制的。在找到一个选中项之后，需要确定使用什么值。如果不存在value

特性，或者虽然存在该特性，但值为空字符串，都要使用选项的文本来代替。

为检查这个特性，在DOM兼容的浏览器中需要使用hasAttribute()方法，而在IE

中需要使用特性的specified属性。 

如果表单中包含<fieldset>元素，则该元素会出现在元素集合中，但没有

type属性。因此，如果type属性未定义，则不需要对其进行序列化。同样，对

于各种按钮以及文件输入字段也是如此（文件输入字段在表单提交过程中包含

文件的内容；但是，这个字段是无法模仿的，序列化时一般都要忽略）。对于

单选按钮和复选框，要检查其checked属性是否被设置为false，如果是则退出

switch语句。如果checked属性为true，则继续执行default语句，即将当前字

段的名称和值进行编码，然后添加到parts数组中。函数的最后一步，就是使用

join()格式化整个字符串，也就是用和号来分隔每一个表单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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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serialize()函数会以查询字符串的格式输出序列化之后的字符串。

当然，要序列化成其他格式，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6.7.4 富文本编辑 

富文本编辑，又称为WYSIWYG（What You SeeIs What You Get，所见即所

得）。在网页中编辑富文本内容，是人们对Web应用程序最大的期待之一。虽然

也没有规范，但在IE最早引入的这一功能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事实标准。而

且，Opera、Safari、Chrome和Firefox都已经支持这一功能。这一技术的本

质，就是在页面中嵌入一个包含空HTML页面的iframe。通过设置designMode属

性，这个空白的HTML页面可以被编辑，而编辑对象则是该页面<body>元素的

HTML代码。designMode属性有两个可能的值："off"（默认值）和"on"。在设置

为"on"时，整个文档都会变得可以编辑（显示插入符号），然后就可以像使用

字处理软件一样，通过键盘将文本内容加粗、变成斜体，等等。 

可以给iframe指定一个非常简单的HTML页面作为其内容来源。例如：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Blank Page for Rich Text Editing</title> 

</head> 

<body> 

</body> 

</html> 

这个页面在iframe中可以像其他页面一样被加载。要让它可以编辑，必须

要将designMode设置为"on"，但只有在页面完全加载之后才能设置这个属性。

因此，在包含页面中，需要使用onload事件处理程序来在恰当的时刻设置

designMode，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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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 name="richedit" style="height:100px;width:100px;" src="

blank.htm"></ifram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load", function(){ 

 frames["richedit"].document.designMode = "on"; 

}); 

</script> 

等到以上代码执行之后，你就会在页面中看到一个类似文本框的可编辑区

字段。这个区字段具有与其他网页相同的默认样式；不过，通过为空白页面应

用CSS样式，可以修改可编辑区字段的外观。 

6.7.4.1 使用contenteditable属性 

另一种编辑富文本内容的方式是使用名为contenteditable的特殊属性，这

个属性也是由IE最早实现的。可以把contenteditable属性应用给页面中的任何

元素，然后用户立即就可以编辑该元素。这种方法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

不需要iframe、空白页和JavaScript，只要为元素设置contenteditable属性即

可。 

<div class="editable" id="richedit" contenteditable></div>12 

这样，元素中包含的任何文本内容就都可以编辑了，就好像这个元素变成

了<textarea>元素一样。通过在这个元素上设置contenteditable属性，也能打

开或关闭编辑模式。 

var 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richedit"); 

div.contentEditable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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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editable属性有三个可能的值："true"表示打开、"false"表示关

闭，"inherit"表示从父元素那里继承（因为可以在contenteditable元素中创

建或删除元素）。支持contenteditable属性的元素有IE、Firefox、Chrome、

Safari和Opera。在移动设备上，支持contenteditable属性的浏览器有iOS 5+

中的Safari和Android 3+中的WebKit。 

6.7.4.2 操作富文本 

与富文本编辑器交互的主要方式，就是使用document.execCommand()。这

个方法可以对文档执行预定义的命令，而且可以应用大多数格式。可以为

document.execCommand()方法传递3个参数：要执行的命令名称、表示浏览器是

否应该为当前命令提供用户界面的一个布尔值和执行命令必须的一个值（如果

不需要值，则传递null）。为了确保跨浏览器的兼容性，第二个参数应该始终

设置为false，因为Firefox会在该参数为true时抛出错误。 

不同浏览器支持的预定义命令也不一样。下表列出了那些被支持最多的命

令。 

 

6-42 被支持最多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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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所有浏览器都支持这些命令，但这些命令所产生的

HTML仍然有很大不同。例如，执行bold命令时，IE和Opera会使用<strong>标签

包围文本，Safari和Chrome使用<b>标签，而Firefox则使用<span>标签。由于

各个浏览器实现命令的方式不同，加上它们通过innerHTML实现转换的方式也不

一样，因此不能指望富文本编辑器会产生一致的HTML。 

除了命令之外，还有一些与命令相关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

queryCommandEnabled()，可以用它来检测是否可以针对当前选择的文本，或者

当前插入字符所在位置执行某个命令。这个方法接收一个参数，即要检测的命

令。如果当前编辑区域允许执行传入的命令，这个方法返回true，否则返回

false。例如： 

var result = frames["richedit"].document.queryCommandEnabled("b

old"); 

如果能够对当前选择的文本执行"bold"命令，以上代码会返回true。需要

注意的是，query-CommandEnabled()方法返回true，并不意味着实际上就可以

执行相应命令，而只能说明对当前选择的文本执行相应命令是否合适。例如，

Firefox在默认情况下会禁用剪切操作，但执行queryCommand-Enabled("cut")

也可能会返回true。 如果此

前已经对选择的文本执行了"bold"命令，那么上面的代码会返回true。一些功

能全面的富文本编辑器，正是利用这个方法来更新粗体、斜体等按钮的状态

的。 

最后一个方法是queryCommandValue()，用于取得执行命令时传入的值（即

前面例子中传给document.execCommand()的第三个参数）。例如，在对一段文

本应用"fontsize"命令时如果传入了7，那么下面的代码就会返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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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方法可以确定某个命令是怎样应用到选择的文本的，可以据以确

定再对其应用后续命令是否合适。 

6.7.4.3 富文本选区 

在富文本编辑器中，使用框架（iframe）的getSelection()方法，可以确

定实际选择的文本。这个方法是window对象和document对象的属性，调用它会

返回一个表示当前选择文本的Selection对象。每个Selection对象都有下列属

性。 

anchorNode：选区起点所在的节点。 

anchorOffset：在到达选区起点位置之前跳过的anchorNode 中的字符数

量。 

focusNode：选区终点所在的节点。 

focusOffset：focusNode 中包含在选区之内的字符数量。 

isCollapsed：布尔值，表示选区的起点和终点是否重合。 

rangeCount：选区中包含的DOM 范围的数量Selection 对象的这些属性并

没有包含多少有用的信息。好在，该对象的下列方法提供了更多信息，并且支

持对选区的操作。 

addRange(range)：将指定的DOM 范围添加到选区中。 

collapse(node, offset)：将选区折叠到指定节点中的相应的文本偏移位

置。 

collapseToEnd()：将选区折叠到终点位置。 

collapseToStart()：将选区折叠到起点位置。 

containsNode(node)：确定指定的节点是否包含在选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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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FromDocument()：从文档中删除选区中的文本，与

document.execCommand("delete",false, null)命令的结果相同。 

extend(node, offset)：通过将focusNode 和focusOffset 移动到指定的

值来扩展选区。 

getRangeAt(index)：返回索引对应的选区中的DOM范围。 

removeAllRanges()：从选区中移除所有DOM 范围。实际上，这样会移除选

区，因为选区中至少要有一个范围。 

reomveRange(range)：从选区中移除指定的DOM 范围。 

selectAllChildren(node)：清除选区并选择指定节点的所有子节点。 

toString()：返回选区所包含的文本内容。 

Selection对象的这些方法都极为实用，它们利用了（第12章讨论过的）

DOM范围来管理选区。由于可以直接操作选择文本的DOM表现，因此访问DOM范围

与使用execCommand()相比，能够对富文本编辑器进行更加细化的控制。下面来

看一个例子。 

以上代码会为

富文本编辑器中被选择的文本添加黄色的背景。这里使用了默认选区中的DOM范

围，通过surroundContents()方法将选区添加到了带有黄色背景的<span>元素

中。 

HTML5将getSelection()方法纳入了标准，而且IE9、Firefox、Safari、

Chrome和Opera 8都实现了它。由于历史原因，在Firefox 3.6+中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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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getSelection()会返回一个字符串。为此，可以在Firefox 3.6+中改

作调用window.getSelection()，从而返回selection对象。Firefox 8修复了

document.getSelection()的bug，能返回与window.getSelection()相同的值。 

IE8及更早的版本不支持DOM范围，但我们可以通过它支持的selection对象

操作选择的文本。IE中的selection对象是document的属性，本章前面曾经讨论

过。要取得富文本编辑器中选择的文本，首先必须创建一个文本范围（请参考

第12章中的相关内容），然后再像下面这样访问其text属性。 

var range = frames["richedit"].document.selection.createRange

(); 

var selectedText = range.text; 

虽然使用IE的文本范围来执行HTML操作并不像使用DOM范围那么可靠，但也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要像前面使用DOM范围那样实现相同的文本高亮效果，

可以组合使用htmlText属性和pasteHTML()方法。 

var range = frames["richedit"].document.selection.createRange

(); 

range.pasteHTML("<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yellow\"> " + r

ange.htmlText +"</span>"); 

以上代码通过htmlText取得了当前选区中的HTML，然后将其放在了一对

<span>标签中，最后又使用pasteHTML()将结果重新插入到了选区中。 

6.7.4.4 表单与富文本 

由于富文本编辑是使用iframe而非表单控件实现的，因此从技术上说，富

文本编辑器并不属于表单。换句话说，富文本编辑器中的HTML不会被自动提交

给服务器，而需要我们手工来提取并提交HTML。为此，通常可以添加一个隐藏

的表单字段，让它的值等于从iframe中提取出的HTML。具体来说，就是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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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之前，从iframe中提取出HTML，并将其插入到隐藏的字段中。下面就是通

过表单的onsubmit事件处理程序实现上述操作的代码。 

在此，我们通过文

档主体的innerHTML属性取得了iframe中的HTML，然后将其插入到了名为

"comments"的表单字段中。这样可以确保恰好在提交表单之前填充"comments"

字段。如果你想在代码中通过submit()来手工提交表单，那么一定不要忘记事

先执行上面的操作。对于contenteditable元素，也可以执行类似操作。 

EventUtil.addHandler(form, "submit", function(event){ 

 event = EventUtil.getEvent(event); 

 var target = EventUtil.getTarget(event); 

 target.elements["comments"].value =document.getElementById("

richedit").innerHTML;__ 

}); 

6.8 HTML5 脚本编程  

6.8.1 跨文档消息传递 

跨文档消息传送（cross-document messaging），有时候简称为XDM，指的

是在来自不同域的页面间传递消息。例如，www.wrox.com域中的页面与位于一

个内嵌框架中的p2p.wrox.com域中的页面通信。在XDM机制出现之前，要稳妥地

实现这种通信需要花很多工夫。XDM把这种机制规范化，让我们能既稳妥又简单

地实现跨文档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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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M的核心是postMessage()方法。在HTML5规范中，除了XDM部分之外的其

他部分也会提到这个方法名，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向另一个地方传递数

据。对于XDM而言，“另一个地方”指的是包含在当前页面中的<iframe>元素，

或者由当前页面弹出的窗口。 

postMessage()方法接收两个参数：一条消息和一个表示消息接收方来自哪

个域的字符串。第二个参数对保障安全通信非常重要，可以防止浏览器把消息

发送到不安全的地方。来看下面的例子。 

//注意：所有支持 XDM 的浏览器也支持 iframe 的 contentWindow 属性 

var iframeWindow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frame").contentWi

ndow; 

iframeWindow.postMessage("A secret", "http://www.wrox.com"); 

最后一行代码尝试向内嵌框架中发送一条消息，并指定框架中的文档必须

来源于"http://www.wrox.com"域。如果来源匹配，消息会传递到内嵌框架中；

否则，postMessage()什么也不做。这一限制可以避免窗口中的位置在你不知情

的情况下发生改变。如果传给postMessage()的第二个参数是"＊"，则表示可以

把消息发送给来自任何域的文档，但我们不推荐这样做。 

接收到XDM消息时，会触发window对象的message事件。这个事件是以异步

形式触发的，因此从发送消息到接收消息（触发接收窗口的message事件）可能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延迟。触发message事件后，传递给onmessage处理程序的事

件对象包含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信息。 

data：作为postMessage()第一个参数传入的字符串数据。 

origin：发送消息的文档所在的域，例如"http://www.wr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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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发送消息的文档的window 对象的代理。这个代理对象主要用于在

发送上一条消息的窗口中调用postMessage()方法。如果发送消息的窗口来自同

一个域，那这个对象就是window。 

接收到消息后验证发送窗口的来源是至关重要的。就像给postMessage()方

法指定第二个参数，以确保浏览器不会把消息发送给未知页面一样，在

onmessage处理程序中检测消息来源可以确保传入的消息来自已知的页面。基本

的检测模式如下。 

EventUtil.addHandler(window, "message", function(event){ 

 //确保发送消息的域是已知的域 

 if (event.origin == "http://www.wrox.com"){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processMessage(event.data); 

  //可选：向来源窗口发送回执 

  event.source.postMessage("Received!", "http://p2p.wr

ox.com"); 

 } 

}); 

还是要提醒大家，event.source大多数情况下只是window对象的代理，并

非实际的window对象。换句话说，不能通过这个代理对象访问window对象的其

他任何信息。记住，只通过这个代理调用postMessage()就好，这个方法永远存

在，永远可以调用。 

XDM还有一些怪异之处。首先，postMessage()的第一个参数最早是作为

“永远都是字符串”来实现的。但后来这个参数的定义改了，改成允许传入任

何数据结构。可是，并非所有浏览器都实现了这一变化。为保险起见，使用

postMessage()时，最好还是只传字符串。如果你想传入结构化的数据，最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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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是先在要传入的数据上调用JSON.stringify()，通过postMessage()传入得到

的字符串，然后再在onmessage事件处理程序中调用JSON.parse()。 

在通过内嵌框架加载其他域的内容时，使用 XDM是非常方便的。因此，在

混搭（mashup）和社交网络应用中，这种传递消息的方法极为常用。有了

XDM，包含<iframe>的页面可以确保自身不受恶意内容的侵扰，因为它只通过

XDM与嵌入的框架通信。而 XDM也可以在来自相同域的页面间使用。支持 XDM

的浏览器有 IE8+、Firefox 3.5+、Safari 4+、Opera、Chrome、iOS 版 Safari

及 Android版 WebKit。XDM已经作为一个规范独立出来，现在它的名字叫

WebMessaging，官方页面是 http://dev.w3.org/html5/postmsg/。 

6.8.2 原生拖放 

最早在网页中引入JavaScript拖放功能的是IE4。当时，网页中只有两种对

象可以拖放：图像和某些文本。拖动图像时，把鼠标放在图像上，按住鼠标不

放就可以拖动它。拖动文本时，要先选中文本，然后可以像拖动图像一样拖动

被选中的文本。在IE 4中，唯一有效的放置目标是文本框。到了IE5，拖放功能

得到扩展，添加了新的事件，而且几乎网页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作为放置目

标。IE5.5更进一步，让网页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拖放。（IE6同样也支持这些

功能。）HTML5以IE的实例为基础制定了拖放规范。Firefox 3.5、Safari 3+和

Chrome也根据HTML5规范实现了原生拖放功能。说到拖放，最有意思的恐怕就是

能够在框架间、窗口间，甚至在应用间拖放网页元素了。浏览器对拖放的支持

为实现这些功能提供了便利。 

1. 拖放事件 

通过拖放事件，可以控制拖放相关的各个方面。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确

定哪里发生了拖放事件，有些事件是在被拖动的元素上触发的，而有些事件是

在放置目标上触发的。拖动某元素时，将依次触发下列事件： 

(1) Drag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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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rag 

(3) Dragend 

按下鼠标键并开始移动鼠标时，会在被拖放的元素上触发dragstart事件。

此时光标变成“不能放”符号（圆环中有一条反斜线），表示不能把元素放到

自己上面。拖动开始时，可以通过ondragstart事件处理程序来运行JavaScript

代码。 

触发dragstart事件后，随即会触发drag事件，而且在元素被拖动期间会持

续触发该事件。这个事件与mousemove事件相似，在鼠标移动过程中，

mousemove事件也会持续发生。当拖动停止时（无论是把元素放到了有效的放置

目标，还是放到了无效的放置目标上），会触发dragend事件。 

上述三个事件的目标都是被拖动的元素。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不会在拖动

期间改变被拖动元素的外观，但你可以自己修改。不过，大多数浏览器会为正

被拖动的元素创建一个半透明的副本，这个副本始终跟随着光标移动。当某个

元素被拖动到一个有效的放置目标上时，下列事件会依次发生： 

(1) Dragenter 

(2) Dragover 

(3) dragleave或drop 

只要有元素被拖动到放置目标上，就会触发dragenter事件（类似于

mouseover事件）。紧随其后的是dragover事件，而且在被拖动的元素还在放置

目标的范围内移动时，就会持续触发该事件。如果元素被拖出了放置目标，

dragover事件不再发生，但会触发dragleave事件（类似于mouseout事件）。如

果元素被放到了放置目标中，则会触发drop事件而不是dragleave事件。上述三

个事件的目标都是作为放置目标的元素。 

2. 自定义放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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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拖动元素经过某些无效放置目标时，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光标（圆环中

有一条反斜线），表示不能放置。虽然所有元素都支持放置目标事件，但这些

元素默认是不允许放置的。如果拖动元素经过不允许放置的元素，无论用户如

何操作，都不会发生drop事件。不过，你可以把任何元素变成有效的放置目

标，方法是重写dragenter和dragover事件的默认行为。例如，假设有一个ID为

"droptarget"的<div>元素，可以用如下代码将它变成一个放置目标。 

var droptarge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droptarget"); 

EventUtil.addHandler(droptarget, "dragover", function(event){ 

EventUtil.preventDefault(event); 

}); 

EventUtil.addHandler(droptarget, "dragenter", function(event){ 

EventUtil.preventDefault(event); 

}); 

以上代码执行后，你就会发现当拖动着元素移动到放置目标上时，光标变

成了允许放置的符号。当然，释放鼠标也会触发drop事件。 

在Firefox 3.5+中，放置事件的默认行为是打开被放到放置目标上的URL。

换句话说，如果是把图像拖放到放置目标上，页面就会转向图像文件；而如果

是把文本拖放到放置目标上，则会导致无效URL错误。因此，为了让Firefox支

持正常的拖放，还要取消drop事件的默认行为，阻止它打开URL： 

EventUtil.addHandler(droptarget, "drop", function(event){ 

EventUtil.preventDefault(event); 

}); 

3. dataTransfer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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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简单的拖放而没有数据变化是没有什么用的。为了在拖放操作时实现

数据交换，IE 5引入了dataTransfer对象，它是事件对象的一个属性，用于从

被拖动元素向放置目标传递字符串格式的数据。因为它是事件对象的属性，所

以只能在拖放事件的事件处理程序中访问dataTransfer对象。在事件处理程序

中，可以使用这个对象的属性和方法来完善拖放功能。目前，HTML5规范草案也

收入了dataTransfer对象。 

dataTransfer对象有两个主要方法：getData()和setData()。不难想象，

getData()可以取得由setData()保存的值。setData()方法的第一个参数，也是

getData()方法唯一的一个参数，是一个字符串，表示保存的数据类型，取值为

"text"或"URL"，如下所示： 

//设置和接收文本数据 

event.dataTransfer.setData("text", "some text"); 

var text = event.dataTransfer.getData("text"); 

//设置和接收 URL 

event.dataTransfer.setData("URL", "http://www.wrox.com/"); 

var url = event.dataTransfer.getData("URL"); 

IE只定义了"text"和"URL"两种有效的数据类型，而HTML5则对此加以扩

展，允许指定各种MIME类型。考虑到向后兼容，HTML5也支持"text"和"URL"，

但这两种类型会被映射为"text/plain"和"text/uri-list"。 

实际上，dataTransfer对象可以为每种MIME类型都保存一个值。换句话

说，同时在这个对象中保存一段文本和一个URL不会有任何问题。不过，保存在

dataTransfer对象中的数据只能在drop事件处理程序中读取。如果在ondrop处

理程序中没有读到数据，那就是dataTransfer对象已经被销毁，数据也丢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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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拖动文本框中的文本时，浏览器会调用setData()方法，将拖动的文本以

"text"格式保存在dataTransfer对象中。类似地，在拖放链接或图像时，会调

用setData()方法并保存URL。然后，在这些元素被拖放到放置目标时，就可以

通过getData()读到这些数据。当然，作为开发人员，你也可以在dragstart事

件处理程序中调用setData()，手工保存自己要传输的数据，以便将来使用。 

将数据保存为文本和保存为URL是有区别的。如果将数据保存为文本格式，

那么数据不会得到任何特殊处理。而如果将数据保存为URL，浏览器会将其当成

网页中的链接。换句话说，如果你把它放置到另一个浏览器窗口中，浏览器就

会打开该URL。 

Firefox在其第5个版本之前不能正确地将"url"和"text"映射为"text/uri-

list"和"text/plain"。但是却能把"Text"（T大写）映射为"text/plain"。为

了更好地在跨浏览器的情况下从dataTransfer对象取得数据，最好在取得URL数

据时检测两个值，而在取得文本数据时使用"Text"。 

 

注意，一定要把短数据类型放在前面，因为IE 10及之前的版本仍然不支持

扩展的MIME类型名，而它们在遇到无法识别的数据类型时，会抛出错误。 

4. dropEffect与effectAllowed 

利用dataTransfer对象，可不光是能够传输数据，还能通过它来确定被拖

动的元素以及作为放置目标的元素能够接收什么操作。为此，需要访问

dataTransfer对象的两个属性：dropEffect和effectAllowed。 

其中，通过dropEffect属性可以知道被拖动的元素能够执行哪种放置行

为。这个属性有下列4个可能的值。 "none"：不能把拖动的元素放在这里。

这是除文本框之外所有元素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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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应该把拖动的元素移动到放置目标。 

"copy"：应该把拖动的元素复制到放置目标。 

"link"：表示放置目标会打开拖动的元素（但拖动的元素必须是一个链

接，有URL）。 

在把元素拖动到放置目标上时，以上每一个值都会导致光标显示为不同的

符号。然而，要怎样实现光标所指示的动作完全取决于你。换句话说，如果你

不介入，没有什么会自动地移动、复制，也不会打开链接。总之，浏览器只能

帮你改变光标的样式，而其他的都要靠你自己来实现。要使用dropEffect属

性，必须在ondragenter事件处理程序中针对放置目标来设置它。 

dropEffect属性只有搭配effectAllowed属性才有用。effectAllowed属性

表示允许拖动元素的哪种dropEffect,effectAllowed属性可能的值如下。 

"uninitialized"：没有给被拖动的元素设置任何放置行为。 

"none"：被拖动的元素不能有任何行为。 

"copy"：只允许值为"copy"的dropEffect。 

"link"：只允许值为"link"的dropEffect。 

"move"：只允许值为"move"的dropEffect。 

"copyLink"：允许值为"copy"和"link"的dropEffect。 

"copyMove"：允许值为"copy"和"move"的dropEffect。 

"linkMove"：允许值为"link"和"move"的dropEffect。 

"all"：允许任意dropEffect。必须在ondragstart事件处理程序中设置

effectAllowed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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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想允许用户把文本框中的文本拖放到一个<div>元素中。首先，必须

将dropEffect和effectAllowed设置为"move"。但是，由于<div>元素的放置事

件的默认行为是什么也不做，所以文本不可能自动移动。重写这个默认行为，

就能从文本框中移走文本。然后你就可以自己编写代码将文本插入到<div>中，

这样整个拖放操作就完成了。如果你将dropEffect和effectAllowed的值设置为

"copy"，那就不会自动移走文本框中的文本。 

Firefox 5及之前的版本在处理effectAllowed属性时有一个问题，即如果

你在代码中设置了这个属性的值，那不一定会触发drop事件。 

5. 可拖动 

默认情况下，图像、链接和文本是可以拖动的，也就是说，不用额外编写

代码，用户就可以拖动它们。文本只有在被选中的情况下才能拖动，而图像和

链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拖动。 

让其他元素可以拖动也是可能的。HTML5为所有HTML元素规定了一个

draggable属性，表示元素是否可以拖动。图像和链接的draggable属性自动被

设置成了true，而其他元素这个属性的默认值都是false。要想让其他元素可拖

动，或者让图像或链接不能拖动，都可以设置这个属性。例如： 

<!-- 让这个图像不可以拖动 --> 

<img src="smile.gif" draggable="false" alt="Smiley face"> 

<!-- 让这个元素可以拖动 --> 

<div draggable="true">...</div> 

支持draggable属性的浏览器有IE 10+、Firefox 4+、Safari5+和Chrome。

Opera 11.5及之前的版本都不支持HTML5的拖放功能。另外，为了让Firefox支

持可拖动属性，还必须添加一个ondragstart事件处理程序，并在dataTransfer

对象中保存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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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E9及更早版本中，通过mousedown事件处理程序调用dragDrop()能够让

任何元素可拖动。而在Safari 4及之前版本中，必须额外给相应元素设置CSS样

式-khtml-user-drag:element。 

6. 其他成员 

HTML5规范规定dataTransfer对象还应该包含下列方法和属性。 

addElement(element)：为拖动操作添加一个元素。添加这个元素只影响数

据（即增加作为拖动源而响应回调的对象），不会影响拖动操作时页面元素的

外观。在写作本书时，只有Firefox 3.5+实现了这个方法。 

clearData(format)：清除以特定格式保存的数据。实现这个方法的浏览器

有IE、Fireforx 3.5+、Chrome 和Safari 4+。 

setDragImage(element, x, y)：指定一幅图像，当拖动发生时，显示在光

标下方。这个方法接收的三个参数分别是要显示的HTML 元素和光标在图像中的

x、y 坐标。其中，HTML 元素可以是一幅图像，也可以是其他元素。是图像则

显示图像，是其他元素则显示渲染后的元素。实现这个方法的浏览器有Firefox 

3.5+、Safari 4+和Chrome。 

types：当前保存的数据类型。这是一个类似数组的集合，以"text"这样的

字符串形式保存着数据类型。实现这个属性的浏览器有IE10+、Firefox 3.5+和

Chrome。 

6.8.3 媒体元素 

随着音频和视频在Web上的迅速流行，大多数提供富媒体内容的站点为了保

证跨浏览器兼容性，不得不选择使用Flash。HTML5新增了两个与媒体相关的标

签，让开发人员不必依赖任何插件就能在网页中嵌入跨浏览器的音频和视频内

容。这两个标签就是<audio>和<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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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标签除了能让开发人员方便地嵌入媒体文件之外，都提供了用于实

现常用功能的JavaScript API，允许为媒体创建自定义的控件。这两个元素的

用法如下。 

<!-- 嵌入视频 --> 

<video src="conference.mpg" id="myVideo">Video player not avail

able.</video> 

<!-- 嵌入音频 --> 

<audio src="song.mp3" id="myAudio">Audio player not available.<

/audio> 

使用这两个元素时，至少要在标签中包含src属性，指向要加载的媒体文

件。还可以设置width和height属性以指定视频播放器的大小，而为poster属性

指定图像的URI可以在加载视频内容期间显示一幅图像。另外，如果标签中有

controls属性，则意味着浏览器应该显示UI控件，以便用户直接操作媒体。位

于开始和结束标签之间的任何内容都将作为后备内容，在浏览器不支持这两个

媒体元素的情况下显示。 

因为并非所有浏览器都支持所有媒体格式，所以可以指定多个不同的媒体

来源。为此，不用在标签中指定src属性，而是要像下面这样使用一或多个

<source>元素。 

<!-- 嵌入视频 --> 

<video id="myVideo"> 

<source src="conference.webm" type="video/webm; codecs='vp8, vo

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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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rc="conference.ogv" type="video/ogg; codecs='theora, v

orbis'"> 

<source src="conference.mpg">Video player not available.</vide

o> 

<!-- 嵌入音频 --> 

<audio id="myAudio"> 

<source src="song.ogg" type="audio/ogg"> 

<source src="song.mp3" type="audio/mpeg">Audio player not avail

able.</audio> 

关于视频和音频编解码器的内容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作者在此只想告

诉大家，不同的浏览器支持不同的编解码器，因此一般来说指定多种格式的媒

体来源是必需的。支持这两个媒体元素的浏览器有IE9+、Firefox 3.5+、

Safari 4+、Opera 10.5+、Chrome、iOS版Safari和Android版WebKit。 

1. 属性 

<video>和<audio>元素都提供了完善的JavaScript接口。下表列出了这两

个元素共有的属性，通过这些属性可以知道媒体的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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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共有的属性 

其中很多属性也可以直接在<audio>和<video>元素中设置。 

2. 事件 

除了大量属性之外，这两个媒体元素还可以触发很多事件。这些事件监控

着不同的属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媒体播放的结果，也可能是用户操作播

放器的结果。下表列出了媒体元素相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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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4 媒体元素相关的事件 

这些事件之所以如此具体，就是为了让开发人员只使用少量HTML和

JavaScript（与创建Flash影片相比）即可编写出自定义的音频/视频播放器。 

3. 自定义媒体播放器 

使用<audio>和<video>元素的play()和pause()方法，可以手工控制媒体文

件的播放。组合使用属性、事件和这两个方法，很容易创建一个自定义的媒体

播放器，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以上基本的HTML 再加上一些JavaScript 就可以变成一个简单的视频播放

器。以下就是JavaScript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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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上JavaScript代码给按钮添加了一个事件处理程序，单击它能让视频

在暂停时播放，在播放时暂停。通过<video>元素的load事件处理程序，设置了

加载完视频后显示播放时间。最后，设置了一个计时器，以更新当前显示的时

间。你可以进一步扩展这个视频播放器，监听更多事件，利用更多属性。而同

样的代码也可以用于<audio>元素，以创建自定义的音频播放器。 

4. 检测编解码器的支持情况 

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浏览器都支持<video>和<audio>的所有编解码器，而

这基本上就意味着你必须提供多个媒体来源。不过，也有一个JavaScript API

能够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某种格式和编解码器。这两个媒体元素都有一个

canPlayType()方法，该方法接收一种格式/编解码器字符串，返回

"probably"、"maybe"或""（空字符串）。空字符串是假值，因此可以像下面这

样在if语句中使用canPlayType()： 

if (audio.canPlayType("audio/mpeg")){ 

//进一步处理 

} 

而"probably"和"maybe"都是真值，因此在if 语句的条件测试中可以转换

成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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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canPlayType()传入了一种MIME类型，则返回值很可能是"maybe"或

空字符串。这是因为媒体文件本身只不过是音频或视频的一个容器，而真正决

定文件能否播放的还是编码的格式。在同时传入MIME类型和编解码器的情况

下，可能性就会增加，返回的字符串会变成"probably"。下面来看几个例子。 

var audio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udio-player"); 

//很可能"maybe" 

if (audio.canPlayType("audio/mpeg")){ 

 //进一步处理 

} 

//可能是"probably" 

if (audio.canPlayType("audio/ogg; codecs=\"vorbis\"")){ 

 //进一步处理 

} 

注意，编解码器必须用引号引起来才行。下表列出了已知的已得到支持的

音频格式和编解码器。 

 

当然，也可以使用canPlayType()来检测视频格式。下表列出了已知的已得

到支持的音频格式和编解码器。 

 

5. Audio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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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元素还有一个原生的JavaScript构造函数Audio，可以在任何时候

播放音频。从同为DOM元素的角度看，Audio与Image很相似，但Audio不用像

Image那样必须插入到文档中。只要创建一个新实例，并传入音频源文件即可。 

var audio = new Audio("sound.mp3"); 

EventUtil.addHandler(audio, "canplaythrough", function(event){ 

 audio.p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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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Audio 实例即可开始下载指定的文件。下载完成后，调用play()就可

以播放音频。在iOS 中，调用play()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得到用户的许可后

才能播放声音。如果想在一段音频播放后再播放另一段音频，必须在onfinish 

事件处理程序中调用play()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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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错误处理与调试 

6.9.1 浏览器报告的错误 

IE、Firefox、Safari、Chrome 和Opera 等主流浏览器，都具有某种向用

户报告JavaScript 错误的机制。默认情况下，所有浏览器都会隐藏此类信息，

毕竟除了开发人员之外，很少有人关心这些内容。 

因此，在基于浏览器编写JavaScript 脚本时，别忘了启用浏览器的

JavaScript 报告功能，以便及时收到错误通知。 

1. IE 

IE 是唯一一个在浏览器的界面窗体（chrome）中显示JavaScript 错误信

息的浏览器。在发生JavaScript错误时，浏览器左下角会出现一个黄色的图

标，图标旁边则显示着"Error on page"（页面中有错误）。 

假如不是存心去看的话，你很可能不会注意这个图标。双击这个图标，就

会看到一个包含错误消息的对话框，其中还包含诸如行号、字符数、错误代码

及文件名（其实就是你在查看的页面的URL）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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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5 展示了IE 的错误消息对话框 

这些信息对于一般用户还算说得过去，但对Web 开发来说就远远不够了。

可以通过设置让错误对话框一发生错误就显示出来。为此，要打开“Tools”

（工具）菜单中的“Internet Options”（Internet 选项）对话框，切换到

“Advanced”（高级）选项卡，选中“Display a notification about every 

script error”（显示每个脚本错误的通知）复选框（参见图17-2）。单击

“OK”（确定）按钮保存设置。 

保存了设置之后，通常要双击黄色图标才会显示的对话框，就会变成一有

错误发生随即自动显示出来。另外，如果启用了脚本调试功能的话（默认是禁

用的），那么在发生错误时，你不仅会显示错误通知，而且还会看到另一个对

话框，询问是否想要调试错误（参见图6-46）。要启用脚本调试功能，必须要

在IE 中安装某种脚本调试器。（IE8 和IE9 自带调试器。）本章后面会单独讨

论调试器。 

在IE7 及更早版本中，如果错误发生在位于外部文件的脚本中，行号通常

会与错误所在的行号差1。如果是嵌入在页面中的脚本发生错误，则行号就是错

误所在的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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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refox 

默认情况下，Firefox 在JavaScript 发生错误时不会通过浏览器界面给出

提示。但它会在后台将错误记录到错误控制台中。单击“Tools”（工具）菜单

中的“Error Console”（错误控制台）可以显示错误控制台。你会发现，错误

控制台中实际上还包含与JavaScript、CSS 和HTML 相关的警告和信息，可以通

过筛选找到错误。 

 

图 6-46 调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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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7 错误控制台 

在发生JavaScript 错误时，Firefox 会将其记录为一个错误，包括错误消

息、引发错误的URL 和错误所在的行号等信息。单击文件名即可以只读方式打

开发生错误的脚本，发生错误的代码行会突出显示。 

目前，最流行的Firefox 插件Firebug，已经成为开发人员必备的

JavaScript 纠错工具。这个可以从www.getfirebug.com 下载到的插件，会在

Firefox 状态栏的右下角区域添加一个图标。默认情况下，右下角区域显示的

是一个绿色对勾图标。在有JavaScript 错误发生时，图标会变成红叉，同时旁

边显示错误的数量。单击这个红叉会打开Firebug 控制台，其中显示有错误消

息、错误所在的代码行（不包含上下文）、错误所在的URL 以及行号（参见图

6-48）。 

 

图 6-48 Firebug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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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irebug 中单击导致错误的代码行，将在一个新Firebug 视图中打开整

个脚本，该代码行在其中突出显示。 

除了显示错误之外，Firebug 还有更多的用处。实际上，它还是针对

Firefox 的成熟的调试环境，为调试JavaScript、CSS、DOM 和网络连接错误提

供了诸多功能。 

3. Safari 

Windows 和Mac OS 平台的Safari 在默认情况下都会隐藏全部JavaScript 

错误。为了访问到这些信息，必须启用“Develop”（开发）菜单。为此，需要

单击“Edit”（编辑）菜单中的“Preferences”（偏好设置），然后在

“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中，选中“Show develop menu in menubar”

（在菜单栏中显示“开发”菜单）。启用此项设置之后，就会在Safari 的菜单

栏中看到一个“Develop”菜单（参见图6-49）。 

 

图 6-49 “Develop”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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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菜单中提供了一些与调试有关的选项，还有一些选项可以影响

当前加载的页面。单击“Show Error Console”（显示错误控制台）选项，将

会看到一组JavaScript 及其他错误。控制台中显示着错误消息、错误的URL 及

错误的行号（参见图6-50）。 

单击控制台中的错误消息，就可以打开导致错误的源代码。除了被输出到

控制台之外，JavaScript错误不会影响Safari 窗口的外观。 

 

图 6-50显示错误控制台 

4. Opera 

Opera 在默认情况下也会隐藏JavaScript 错误，所有错误都会被记录到错

误控制台中。要打开错误控制台，需要单击“Tools”（工具）菜单，在

“Advanced”（高级）子菜单项下面再单击“Error Console” 

（错误控制台）。与Firefox 一样，Opera 的错误控制台中也包含了除

JavaScript 错误之外的很多来源（如HTML、CSS、XML、XSLT 等）的错误和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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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信息。要分类查看不同来源的消息，可以使用左下角的下拉选择框（参见图

6-51）。 

错误消息中显示着导致错误的URL 和错误所在的线程。有时候，还会有栈

跟踪信息。除了错误控制台中显示的信息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得更多信

息。也可以让Opera 一发生错误就弹出错误控制台。为此，要在“Tools”（工

具）菜单中单击“Preferences”（首选项），再单击“Advanced”（高级）选

项卡，然后从左侧菜单中选择“Content”（内容）。单击“JavaScrip 

Options”（JavaScript 选项）按钮，显示选项对话框（如图6-52 所

示）。在这个选项对话框中，选中“Open console on error”（出错时打开控

制台），单击“OK”（确定）按钮。这样，每当发生JavaScript 错误时，就会

弹出错误控制台。另外，还可以针对特定的站点来作此设置，方法是单击

“Tools”（工具）、“Quick Preferences”（快速参数）、“Edit Site 

Preferences”（编辑站点首选项），选择“Scripting”（脚本）选项卡，最

后选中“Open console on error”（出错时打开控制台）。 

 

图 6-51 下拉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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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2 选项对话框 

5. Chrome 

与Safari 和Opera 一样，Chrome 在默认情况下也会隐藏JavaScript 错

误。所有错误都将被记录到Web Inspector 控制台中。要查看错误消息，必须

打开Web Inspector。为此，要单击位于地址栏右侧的“Control this page”

（控制当前页）按钮，选择“Developer”（开发人员）、“JavaScript 

console”（JavaScript控制台），参见图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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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3 JavaScript控制台 

打开的Web Inspector 中包含着有关页面的信息和JavaScript 控制台。控

制台中显示着错误消息、错误的URL 和错误的行号（参见图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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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4 Web Inspector 

单击JavaScript 控制台中的错误，就可以定位到导致错误的源代码行。 

6.9.2 错误处理 

错误处理在程序设计中的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任何有影响力的Web 应用

程序都需要一套完善的错误处理机制，当然，大多数佼佼者确实做到了这一

点，但通常只有服务器端应用程序才能做到如此。 

实际上，服务器端团队往往会在错误处理机制上投入较大的精力，通常要

考虑按照类型、频率，或者其他重要的标准对错误进行分类。这样一来，开发

人员就能够理解用户在使用简单数据库查询或者报告生成脚本时，应用程序可

能会出现的问题。 

虽然客户端应用程序的错误处理也同样重要，但真正受到重视，还是最近

几年的事。实际上，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使用Web 的绝大多数人

都不是技术高手，其中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浏览器到底是什么，更不用

说让他们说喜欢哪一个了。本章前面讨论过，每个浏览器在发生JavaScript 

错误时的行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差异。有的会显示小图标，有的则什么动

静也没有，浏览器对JavaScript错误的这些默认行为对最终用户而言，毫无规

律可循。最理想的情况下，用户遇到错误搞不清为什么，他们会再试着重做一

次；最糟糕的情况下，用户会恼羞成怒，一去不复返了。良好的错误处理机制

可以让用户及时得到提醒，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而不会惊惶失措。为

此，作为开发人员，我们必须理解在处理JavaScript 错误的时候，都有哪些手

段和工具可以利用。 

6.9.2.1 try-catch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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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A-262 第3 版引入了try-catch 语句，作为JavaScript 中处理异常的

一种标准方式。基本的语法如下所示，显而易见，这与Java 中的try-catch 语

句是完全相同的。 

try{ 

// 可能会导致错误的代码 

} catch(error){ 

// 在错误发生时怎么处理 

}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所有可能会抛出错误的代码都放在try 语句块中，

而把那些用于错误处理的代码放在catch 块中。例如： 

try { 

window.someNonexistentFunction(); 

} catch (error){ 

alert("An error happened!"); 

} 

如果try 块中的任何代码发生了错误，就会立即退出代码执行过程，然后

接着执行catch 块。此时，catch 块会接收到一个包含错误信息的对象。与在

其他语言中不同的是，即使你不想使用这个错误对象，也要给它起个名字。这

个对象中包含的实际信息会因浏览器而异，但共同的是有一个保存着错误 

消息的message 属性。ECMA-262 还规定了一个保存错误类型的name 属

性；当前所有浏览器都支持这个属性（Opera 9 之前的版本不支持这个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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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在发生错误时，就可以像下面这样实事求是地显示浏览器给出的

消息。 

 

这个例子在向用户显示错误消息时，使用了错误对象的message 属性。这

个message 属性是唯一一个能够保证所有浏览器都支持的属性，除此之外，

IE、Firefox、Safari、Chrome 以及Opera 都为事件对象添加了其他相关信

息。IE 添加了与message 属性完全相同的description 属性，还添加了保存着

内部错误数量的number 属性。Firefox 添加了fileName、lineNumber 和stack

（包含栈跟踪信息）属性。Safari 添加了line（表示行号）、sourceId（表示

内部错误代码）和sourceURL 属性。当然，在跨浏览器编程时，最好还是只使

用message 属性。 

1. finally 子句 

虽然在try-catch 语句中是可选的，但finally 子句一经使用，其代码无

论如何都会执行。换句话说，try 语句块中的代码全部正常执行，finally 子

句会执行；如果因为出错而执行了catch 语句块，finally 子句照样还会执

行。只要代码中包含finally 子句，则无论try 或catch 语句块中包含什么代

码——甚至return 语句，都不会阻止finally 子句的执行。来看下面这个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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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函数在try-catch 语句的每一部分都放了一条return 语句。表面上

看，调用这个函数会返回2，因为返回2 的return 语句位于try 语句块中，而

执行该语句又不会出错。可是，由于最后还有一个finally 子句，结果就会导

致该return 语句被忽略；也就是说，调用这个函数只能返回0。如果把finally 

子句拿掉，这个函数将返回2。 

如果提供finally 子句，则catch 子句就成了可选的（catch 或finally 

有一个即可）。IE7 及更早版本中有一个bug：除非有catch 子句，否则

finally 中的代码永远不会执行。如果你仍然要考虑IE 的早期版本，那就只好

提供一个catch 子句，哪怕里面什么都不写。IE8 修复了这个bug。 

请读者务必要记住，只要代码中包含finally 子句，那么无论try 还是

catch 语句块中的return 语句都将被忽略。因此，在使用finally 子句之前，

一定要非常清楚你想让代码怎么样。 

2. 错误类型 

执行代码期间可能会发生的错误有多种类型。每种错误都有对应的错误类

型，而当错误发生时，就会抛出相应类型的错误对象。ECMA-262 定义了下列7 

种错误类型： 

 Error 

 Eval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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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Error 

 ReferenceError 

 SyntaxError 

 TypeError 

 URIError 

其中，Error 是基类型，其他错误类型都继承自该类型。因此，所有错误

类型共享了一组相同的属性（错误对象中的方法全是默认的对象方法）。Error 

类型的错误很少见，如果有也是浏览器抛出的；这个基类型的主要目的是供开

发人员抛出自定义错误。 

EvalError 类型的错误会在使用eval()函数而发生异常时被抛出。ECMA-

262 中对这个错误有如下描述：“如果以非直接调用的方式使用eval 属性的值

（换句话说，没有明确地将其名称作为一个Identifier，即用作

CallExpression 中的MemberExpression），或者为eval 属性赋值。”简单地

说，如果没有把eval()当成函数调用，就会抛出错误，例如： 

new eval(); //抛出 EvalError 

eval = foo; //抛出 EvalError 

在实践中，浏览器不一定会在应该抛出错误时就抛出EvalError。例如，

Firefox 4+和IE8 对第一种情况会抛出TypeError，而第二种情况会成功执行，

不发生错误。有鉴于此，加上在实际开发中极少会这样使用eval()，所以遇到

这种错误类型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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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Error 类型的错误会在数值超出相应范围时触发。例如，在定义数组

时，如果指定了数组不支持的项数（如 20 或Number.MAX_VALUE），就会触发

这种错误。下面是具体的例子。 

var items1 = new Array(-20); //抛出 RangeError 

var items2 = new Array(Number.MAX_VALUE); //抛出 RangeError 

JavaScript 中经常会出现这种范围错误。在找不到对象的情况下，会发生

ReferenceError（这种情况下，会直接导致人所共知的"object expected"浏览

器错误）。通常，在访问不存在的变量时，就会发生这种错误，例如： 

var obj = x; //在 x 并未声明的情况下抛出 ReferenceError 

至于SyntaxError，当我们把语法错误的JavaScript 字符串传入eval()函

数时，就会导致此类错误。例如： 

eval("a ++ b"); //抛出 SyntaxError 

如果语法错误的代码出现在eval()函数之外，则不太可能使用

SyntaxError，因为此时的语法错误会导致JavaScript 代码立即停止执行。

TypeError 类型在JavaScript 中会经常用到，在变量中保存着意外的类型时，

或者在访问不存在的方法时，都会导致这种错误。错误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

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在执行特定于类型的操作时，变量的类型并不符合要求所

致。下面来看几个例子。 

var o = new 10; //抛出 TypeError 

alert("name" in true); //抛出 TypeError 

Function.prototype.toString.call("name"); //抛出 Type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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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发生类型错误的情况，就是传递给函数的参数事先未经检查，结果传

入类型与预期类型不相符。在使用encodeURI()或decodeURI()，而URI 格式不

正确时，就会导致URIError 错误。这种错误也很少见，因为前面说的这两个函

数的容错性非常高。利用不同的错误类型，可以获悉更多有关异常的信息，从

而有助于对错误作出恰当的处理。要想知道错误的类型，可以像下面这样在

try-catch 语句的catch 语句中使用instanceof 操作符。 

try { 

someFunction(); 

} catch (error){ 

if (error instanceof TypeError){ 

//处理类型错误 

} else if (error instanceof ReferenceError){ 

//处理引用错误 

} else { 

//处理其他类型的错误 

} 

} 

在跨浏览器编程中，检查错误类型是确定处理方式的最简便途径；包含在

message 属性中的错误消息会因浏览器而异。 

3. 合理使用try-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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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try-catch 语句中发生错误时，浏览器会认为错误已经被处理了，因而

不会通过本章前面讨论的机制记录或报告错误。对于那些不要求用户懂技术，

也不需要用户理解错误的Web 应用程序，这应该说是个理想的结果。不过，

try-catch 能够让我们实现自己的错误处理机制。 

使用try-catch 最适合处理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错误。假设你在使用一个

大型JavaScript 库中的函数，该函数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抛出一些错误。由于我

们不能修改这个库的源代码，所以大可将对该函数的调用放在try-catch 语句

当中，万一有什么错误发生，也好恰当地处理它们。在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

代码会发生错误时，再使用try-catch 语句就不太合适了。例如，如果传递给

函数的参数是字符串而非数值，就会造成函数出错，那么就应该先检查参数的

类型，然后再决定如何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用使用try-catch 语句。 

6.9.2.2 常见的错误类型 

错误处理的核心，是首先要知道代码里会发生什么错误。由于JavaScript 

是松散类型的，而且也不会验证函数的参数，因此错误只会在代码运行期间出

现。一般来说，需要关注三种错误： 

 类型转换错误 

 数据类型错误 

 通信错误 

以上错误分别会在特定的模式下或者没有对值进行足够的检查的情况下发

生。 

1. 类型转换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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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转换错误发生在使用某个操作符，或者使用其他可能会自动转换值的

数据类型的语言结构时。在使用相等（==）和不相等（!=）操作符，或者在

if、for 及while 等流控制语句中使用非布尔值时，最常发生类型转换错误。 

相等和不相等操作符在执行比较之前会先转换不同类型的值。由于在非动

态语言中，开发人员都使用相同的符号执行直观的比较，因此在JavaScript 中

往往也会以相同方式错误地使用它们。多数情况下，我们建议使用全等（===）

和不全等（!==）操作符，以避免类型转换。来看一个例子。 

alert(5 == "5"); //true 

alert(5 === "5"); //false 

alert(1 == true); //true 

alert(1 === true); //false 

这里使用了相等和全等操作符比较了数值5 和字符串"5"。相等操作符首先

会将数值5 转换成字符串"5"，然后再将其与另一个字符串"5"进行比较，结果

是true。全等操作符知道要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因而直接返回

false。对于1 和true 也是如此：相等操作符认为它们相等，而全等操作符认

为它们不相等。使用全等和非全等操作符，可以避免发生因为使用相等和不相

等操作符引发的类型转换错误，因此我们强烈推荐使用。 

容易发生类型转换错误的另一个地方，就是流控制语句。像if 之类的语句

在确定下一步操作之前，会自动把任何值转换成布尔值。尤其是if 语句，如果

使用不当，最容易出错。来看下面的例子。 

function concat(str1, str2, str3){ 

var result = str1 + st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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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tr3){ //绝对不要这样!!! 

result += str3; 

} 

return result; 

} 

这个函数的用意是拼接两或三个字符串，然后返回结果。其中，第三个字

符串是可选的，因此必须要检查。第3 章曾经介绍过，未使用过的命名变量会

自动被赋予undefined 值。而undefined 值可以被转换成布尔值false，因此这

个函数中的if 语句实际上只适用于提供了第三个参数的情况。问题在于，并不

是只有undefined 才会被转换成false，也不是只有字符串值才可以转换为

true。例如，假设第三个参数是数值0，那么if 语句的测试就会失败，而对数

值1 的测试则会通过。在流控制语句中使用非布尔值，是极为常见的一个错误

来源。为避免此类错误，就要做到在条件比较时切实传入布尔值。实际上，执

行某种形式的比较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例如，我们可以将前面的函数重写如

下。 

function concat(str1, str2, str3){ 

var result = str1 + str2; 

if (typeof str3 == "string"){ //恰当的比较 

result += str3; 

} 

retur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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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重写后的函数中，if 语句的条件会基于比较返回一个布尔值。这个

函数相对可靠得多，不容易受非正常值的影响。 

2. 数据类型错误 

JavaScript 是松散类型的，也就是说，在使用变量和函数参数之前，不会

对它们进行比较以确保它们的数据类型正确。为了保证不会发生数据类型错

误，只能依靠开发人员编写适当的数据类型检测代码。在将预料之外的值传递

给函数的情况下，最容易发生数据类型错误。 

在前面的例子中，通过检测第三个参数可以确保它是一个字符串，但是并

没有检测另外两个参数。如果该函数必须要返回一个字符串，那么只要给它传

入两个数值，忽略第三个参数，就可以轻易地导致它的执行结果错误。类似的

情况也存在于下面这个函数中。 

//不安全的函数，任何非字符串值都会导致错误 

function getQueryString(url){ 

var pos = url.indexOf("?"); 

if (pos > -1){ 

return url.substring(pos +1); 

} 

retur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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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函数的用意是返回给定URL 中的查询字符串。为此，它首先使用

indexOf()寻找字符串中的问号。如果找到了，利用substring()方法返回问号

后面的所有字符串。这个例子中的两个函数只能操作字符串，因此只要传入其

他数据类型的值就会导致错误。而添加一条简单的类型检测语句，就可以确保

函数不那么容易出错。 

function getQueryString(url){ 

if (typeof url == "string"){ //通过检查类型确保安全 

var pos = url.indexOf("?"); 

if (pos > -1){ 

return url.substring(pos +1); 

} 

} 

return ""; 

} 

重写后的这个函数首先检查了传入的值是不是字符串。这样，就确保了函

数不会因为接收到非字符串值而导致错误。 

前一节提到过，在流控制语句中使用非布尔值作为条件很容易导致类型转

换错误。同样，这样做也经常会导致数据类型错误。来看下面的例子。 

//不安全的函数，任何非数组值都会导致错误 

function reverseSort(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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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values){ //绝对不要这样!!! 

values.sort(); 

values.reverse(); 

} 

} 

这个reverseSort()函数可以将数组反向排序，其中用到了sort()和

reverse()方法。对于if语句中的控制条件而言，任何会转换为true 的非数组

值都会导致错误。另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将参数与null 值进行比较，如下所

示。 

//不安全的函数，任何非数组值都会导致错误 

function reverseSort(values){ 

if (values != null){ //绝对不要这样!!! 

values.sort(); 

values.reverse(); 

} 

} 

与null 进行比较只能确保相应的值不是null 和undefined（这就相当于使

用相等和不相等操作）。要确保传入的值有效，仅检测null 值是不够的；因

此，不应该使用这种技术。同样，我们也不推荐将某个值与undefined 作比

较。另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只针对要使用的某一个特性执行特性检测。来看

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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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安全，任何非数组值都会导致错误 

function reverseSort(values){ 

if (typeof values.sort == "function"){ //绝对不要这样!!! 

values.sort(); 

values.reverse(); 

} 

} 

在这个例子中，代码首先检测了参数中是否存在sort()方法。这样，如果

传入一个包含sort()方法的对象（而不是数组）当然也会通过检测，但在调用

reverse()函数时可能就会出错了。在确切知道应该传入什么类型的情况下，最

好是使用instanceof 来检测其数据类型，如下所示。 

//安全，非数组值将被忽略 

function reverseSort(values){ 

if (values instanceof Array){ //问题解决了 

values.sort(); 

values.reverse(); 

} 

} 

最后一个reverseSort()函数是安全的：它检测了values，以确保这个参数

是Array 类型的实例。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函数忽略任何非数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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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来说，基本类型的值应该使用typeof 来检测，而对象的值则应该使

用instanceof 来检测。根据使用函数的方式，有时候并不需要逐个检测所有参

数的数据类型。但是，面向公众的API 则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类型检查，以确保

函数始终能够正常地执行。 

3. 通信错误 

随着Ajax 编程的兴起，Web 应用程序在其生命周期内动态加载信息或功

能，已经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不过，JavaScript 与服务器之间的任何一次

通信，都有可能会产生错误。 

第一种通信错误与格式不正确的URL 或发送的数据有关。最常见的问题是

在将数据发送给服务器之前，没有使用encodeURIComponent()对数据进行编

码。例如，下面这个URL 的格式就是不正确的： 

http://www.yourdomain.com/?redir=http://www.someotherdomain.com?a

=b&c=d 

针对"redir="后面的所有字符串调用encodeURIComponent()就可以解决这

个问题，结果将产生如下字符串： 

http://www.yourdomain.com/?redir=http%3A%2F%2Fwww.someotherdomain

.com%3Fa%3Db%26c%3Dd 

对于查询字符串，应该记住必须要使用encodeURIComponent()方法。为了

确保这一点，有时候可以定义一个处理查询字符串的函数，例如： 

function addQueryStringArg(url, name, value){ 

if (url.indexOf("?") == -1){ 

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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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url += "&"; 

} 

url += encodeURIComponent(name) + "=" + encodeURIComponent(valu

e); 

return url; 

} 

这个函数接收三个参数：要追加查询字符串的URL、参数名和参数值。如果

传入的URL 不包含问号，还要给它添加问号；否则，就要添加一个和号，因为

有问号就意味着有其他查询字符串。然后，再将经过编码的查询字符串的名和

值添加到URL 后面。可以像下面这样使用这个函数： 

var url = "http://www.somedomain.com"; 

var newUrl = addQueryStringArg(url, "redir", 

"http://www.someotherdomain.com?a=b&c=d"); 

alert(newUrl); 

使用这个函数而不是手工构建URL，可以确保编码正确并避免相关错误。另

外，在服务器响应的数据不正确时，也会发生通信错误。第10 章曾经讨论过动

态加载脚本和动态加载样式，运用这两种技术都有可能遇到资源不可用的情

况。在没有返回相应资源的情况下，Firefox、Chrome 和Safari 会默默地失

败，IE 和Opera 则都会报错。然而，对于使用这两种技术产生的错误，很难判

断和处理。在某些情况下，使用Ajax 通信可以提供有关错误状态的更多信息。

在使用Ajax 通信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通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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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JSON 、Ajax与 Comet 

6.10.1 语法 

JSON 的语法可以表示以下三种类型的值。 

 简单值：使用与JavaScript 相同的语法，可以在JSON 中表示字符

串、数值、布尔值和null。但JSON 不支持JavaScript 中的特殊值

undefined。 

 对象：对象作为一种复杂数据类型，表示的是一组无序的键值对儿。

而每个键值对儿中的值可以是简单值，也可以是复杂数据类型的值。 

 数组：数组也是一种复杂数据类型，表示一组有序的值的列表，可以

通过数值索引来访问其中的值。数组的值也可以是任意类型——简单

值、对象或数组。 

JSON 不支持变量、函数或对象实例，它就是一种表示结构化数据的格式，

虽然与JavaScript 中表示数据的某些语法相同，但它并不局限于JavaScript 

的范畴。 

1. 简单值 

最简单的JSON 数据形式就是简单值。例如，下面这个值是有效的JSON 数

据： 

5 

这是JSON 表示数值5 的方式。类似地，下面是JSON 表示字符串的方式： 

"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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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字符串与JSON 字符串的最大区别在于，JSON 字符串必须使用

双引号（单引号会导致语法错误）。 

布尔值和null 也是有效的JSON 形式。但是，在实际应用中，JSON 更多地

用来表示更复杂的数据结构，而简单值只是整个数据结构中的一部分。 

2. 对象 

JSON 中的对象与JavaScript 字面量稍微有一些不同。下面是一个

JavaScript 中的对象字面量： 

var person = { 

name: "Nicholas", 

age: 29 

}; 

这虽然是开发人员在JavaScript 中创建对象字面量的标准方式，但JSON 

中的对象要求给属性加引号。实际上，在JavaScript 中，前面的对象字面量完

全可以写成下面这样： 

var object = { 

"name": "Nicholas", 

"age": 29 

}; 

JSON 表示上述对象的方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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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Nicholas", 

"age": 29 

} 

 

与JavaScript 的对象字面量相比，JSON 对象有两个地方不一样。首先，

没有声明变量（JSON 中没有变量的概念）。其次，没有末尾的分号（因为这不

是JavaScript 语句，所以不需要分号）。再说一遍，对象的属性必须加双引

号，这在JSON 中是必需的。属性的值可以是简单值，也可以是复杂类型值，因

此可以像下面这样在对象中嵌入对象： 

{ 

"name": "Nicholas", 

"age": 29, 

"school": { 

"name": "Merrimack College", 

"location": "North Andover, MA" 

} 

} 

 

这个例子在顶级对象中嵌入了学校（"school"）信息。虽然有两个"name"

属性，但由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对象，因此这样完全没有问题。不过，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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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对象中绝对不应该出现两个同名属性。与JavaScript 不同，JSON 中对象的

属性名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双引号。手工编写JSON 时，忘了给对象属性名加双引

号或者把双引号写成单引号都是常见的错误。 

3. 数组 

JSON 中的第二种复杂数据类型是数组。JSON 数组采用的就是JavaScript 

中的数组字面量形式。例如，下面是JavaScript 中的数组字面量： 

var values = [25, "hi", true]; 

在JSON 中，可以采用同样的语法表示同一个数组： 

[25, "hi", true] 

同样要注意，JSON 数组也没有变量和分号。把数组和对象结合起来，可以

构成更复杂的数据集合， 

例如： 

[ 

{ 

"title": "Professional JavaScript", 

"authors": [ 

"Nicholas C. Zakas" 

], 

edition: 3, 

year: 20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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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rofessional JavaScript", 

"authors": [ 

"Nicholas C. Zakas" 

], 

edition: 2, 

year: 2009 

}, 

{ 

"title": "Professional Ajax", 

"authors": [ 

"Nicholas C. Zakas", 

"Jeremy McPeak", 

"Joe Fawcett" 

], 

edition: 2, 

year: 2008 

}, 

{ 

"title": "Professional Ajax", 

"authors": [ 

"Nicholas C. Zakas", 

"Jeremy McPeak", 

"Joe Fawc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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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ion: 1, 

year: 2007 

}, 

{ 

"title": "Professional JavaScript", 

"authors": [ 

"Nicholas C. Zakas" 

], 

edition: 1, 

year: 2006 

} 

] 

这个数组中包含一些表示图书的对象。每个对象都有几个属性，其中一个

属性是"authors"，这个属性的值又是一个数组。对象和数组通常是JSON 数据

结构的最外层形式（当然，这不是强制规定的），利用它们能够创造出各种各

样的数据结构。 

6.10.2 Ajax与Comet 

6.10.2.1 XMLHttpRequest 对象 

IE5 是第一款引入XHR 对象的浏览器。在IE5 中，XHR 对象是通过MSXML 

库中的一个ActiveX对象实现的。因此，在IE 中可能会遇到三种不同版本的XHR 

对象，即MSXML2.XMLHttp、MSXML2.XMLHttp.3.0 和MXSML2.XMLHttp.6.0。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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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MSXML 库中的XHR 对象，需要像第18章讨论创建XML 文档时一样，编写一个

函数，例如： 

 

这个函数会尽力根据IE 中可用的MSXML 库的情况创建最新版本的XHR 对

象。IE7+、Firefox、Opera、Chrome 和Safari 都支持原生的XHR 对象，在这

些浏览器中创建XHR 对象要像下面这样使用XMLHttpRequest 构造函数。 

var xhr = new XMLHttpRequest(); 

假如你只想支持IE7 及更高版本，那么大可丢掉前面定义的那个函数，而

只用原生的XHR 实现。但是，如果你必须还要支持IE 的早期版本，那么则可以

在这个createXHR()函数中加入对原生XHR对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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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函数中新增的代码首先检测原生XHR 对象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返回

它的新实例。如果原生对象不存在，则检测ActiveX 对象。如果这两种对象都

不存在，就抛出一个错误。然后，就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在所有浏览器中创建

XHR 对象了。 

var xhr = createXHR(); 

由于其他浏览器中对XHR 的实现与IE 最早的实现是兼容的，因此就可以在

所有浏览器中都以相同方式使用上面创建的xhr 对象。 

1. XHR的用法 

在使用XHR 对象时，要调用的第一个方法是open()，它接受3 个参数：要

发送的请求的类型（"get"、"post"等）、请求的URL 和表示是否异步发送请求

的布尔值。下面就是调用这个方法的例子。 

xhr.open("get", "example.php",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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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行代码会启动一个针对example.php 的GET 请求。有关这行代码，需要

说明两点：一是URL相对于执行代码的当前页面（当然也可以使用绝对路径）；

二是调用open()方法并不会真正发送请求，而只是启动一个请求以备发送。只

能向同一个域中使用相同端口和协议的URL 发送请求。如果URL 与启动请求的

页面有任何差别，都会引发安全错误。要发送特定的请求，必须像下面这样调

用send()方法： 

 

这里的send()方法接收一个参数，即要作为请求主体发送的数据。如果不

需要通过请求主体发送数据，则必须传入null，因为这个参数对有些浏览器来

说是必需的。调用send()之__________后，请求就会被分派到服务器。由于这

次请求是同步的，JavaScript 代码会等到服务器响应之后再继续执行。在收到

响应后，响应的数据会自动填充XHR 对象的属性，相关的属性简介如下。 

responseText：作为响应主体被返回的文本。 

responseXML：如果响应的内容类型是"text/xml"或

"application/xml"，这个属性中将保存包含着响应数据的XML DOM 文档。 

status：响应的HTTP 状态。 

statusText：HTTP 状态的说明。 

在接收到响应后，第一步是检查status 属性，以确定响应已经成功返回。

一般来说，可以将HTTP状态代码为200 作为成功的标志。此时，responseText 

属性的内容已经就绪，而且在内容类型正确的情况下，responseXML 也应该能

够访问了。此外，状态代码为304 表示请求的资源并没有被修改，可以直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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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浏览器中缓存的版本；当然，也意味着响应是有效的。为确保接收到适当的

响应，应该像下面这样检查上述这两种状态代码： 

 

根据返回的状态代码，这个例子可能会显示由服务器返回的内容，也可能

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我们建议读者要通过检测status 来决定下一步的操作，

不要依赖statusText，因为后者在跨浏览器使用时不太可靠。另外，无论内容

类型是什么，响应主体的内容都会保存到responseText 属性中；而对于非XML 

数据而言，responseXML 属性的值将为null。有的浏览器会错误地报告204 状

态代码。IE 中XHR 的ActiveX 版本会将204 设置为1223，而IE 中原生的XHR 

则会将204 规范化为200。Opera 会在取得204 时报告status 的值为0。 

像前面这样发送同步请求当然没有问题，但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发送

异步请求，才能让JavaScript 继续执行而不必等待响应。此时，可以检测XHR 

对象的readyState 属性，该属性表示请求/响应过程的当前活动阶段。这个属

性可取的值如下。 

0：未初始化。尚未调用open()方法。 

1：启动。已经调用open()方法，但尚未调用send()方法。 

2：发送。已经调用send()方法，但尚未接收到响应。 

3：接收。已经接收到部分响应数据。 

4：完成。已经接收到全部响应数据，而且已经可以在客户端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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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readyState 属性的值由一个值变成另一个值，都会触发一次

readystatechange 事件。可以利用这个事件来检测每次状态变化后readyState 

的值。通常，我们只对readyState 值为4 的阶段感兴趣，因为这时所有数据都

已经就绪。不过，必须在调用open()之前指定onreadystatechange事件处理程

序才能确保跨浏览器兼容性。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以上代码利用DOM 0 级方法为XHR 对象添加了事件处理程序，原因是并非

所有浏览器都支持DOM 2级方法。与其他事件处理程序不同，这里没有向

onreadystatechange 事件处理程序中传递event 对象；必须通过XHR 对象本身

来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做。这个例子在onreadystatechange 事件处理程序中使用

了xhr 对象，没有使用this 对象，原因是onreadystatechange 事件处理程序

的作用域问题。如果使用this 对象，在有的浏览器中会导致函数执行失败，或

者导致错误发生。因此，使用实际的XHR 对象实例变量是较为可靠的一种方

式。另外，在接收到响应之前还可以调用abort()方法来取消异步请求，如下所

示： 

xhr.abort(); 

调用这个方法后，XHR 对象会停止触发事件，而且也不再允许访问任何与

响应有关的对象属性。在终止请求之后，还应该对XHR 对象进行解引用操作。

由于内存原因，不建议重用XHR 对象。 

2. HTTP头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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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HTTP 请求和响应都会带有相应的头部信息，其中有的对开发人员有

用，有的也没有什么用。XHR 对象也提供了操作这两种头部（即请求头部和响

应头部）信息的方法。默认情况下，在发送XHR 请求的同时，还会发送下列头

部信息。 

Accept：浏览器能够处理的内容类型。 

Accept-Charset：浏览器能够显示的字符集。 

Accept-Encoding：浏览器能够处理的压缩编码。 

Accept-Language：浏览器当前设置的语言。 

Connection：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连接的类型。 

Cookie：当前页面设置的任何Cookie。 

Host：发出请求的页面所在的域 。 

Referer：发出请求的页面的URI。注意，HTTP 规范将这个头部字段拼

写错了，而为保证与规范一致，也只能将错就错了。（这个英文单词的正确拼

法应该是referrer。） 

User-Agent：浏览器的用户代理字符串。 

虽然不同浏览器实际发送的头部信息会有所不同，但以上列出的基本上是

所有浏览器都会发送的。使用setRequestHeader()方法可以设置自定义的请求

头部信息。这个方法接受两个参数：头部字段的名称和头部字段的值。要成功

发送请求头部信息，必须在调用open()方法之后且调用send()方法之前调用

setRequestHeader()，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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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在接收到这种自定义的头部信息之后，可以执行相应的后续操作。

我们建议读者使用自定义的头部字段名称，不要使用浏览器正常发送的字段名

称，否则有可能会影响服务器的响应。有的浏览器允许开发人员重写默认的头

部信息，但有的浏览器则不允许这样做。调用XHR 对象的getResponseHeader()

方法并传入头部字段名称，可以取得相应的响应头部信息。而调用

getAllResponseHeaders()方法则可以取得一个包含所有头部信息的长字符串。

来看下面的例子。 

var myHeader = xhr.getResponseHeader("MyHeader"); 

var allHeaders = xhr.getAllResponseHeaders(); 

在服务器端，也可以利用头部信息向浏览器发送额外的、结构化的数据。

在没有自定义信息的情况下，getAllResponseHeaders()方法通常会返回如下所

示的多行文本内容： 

Date: Sun, 14 Nov 2004 18:04:03 GMT 

Server: Apache/1.3.29 (Unix) 

Vary: Accept 

X-Powered-By: PHP/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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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close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iso-8859-1 

这种格式化的输出可以方便我们检查响应中所有头部字段的名称，而不必

一个一个地检查某个字段是否存在。 

3. GET请求 

GET 是最常见的请求类型，最常用于向服务器查询某些信息。必要时，可

以将查询字符串参数追加到URL 的末尾，以便将信息发送给服务器。对XHR 而

言，位于传入open()方法的URL 末尾的查询字符串必须经过正确的编码才行。

使用GET 请求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错误，就是查询字符串的格式有问题。查询字

符串中每个参数的名称和值都必须使用encodeURIComponent()进行编码，然后

才能放到URL 的末尾；而且所有名-值对儿都必须由和号（&）分隔，如下面的

例子所示。 

xhr.open("get", "example.php?name1=value1&name2=value2", true); 

下面这个函数可以辅助向现有URL 的末尾添加查询字符串参数： 

function addURLParam(url, name, value) { 

url += (url.indexOf("?") == -1 ? "?" : "&"); 

url += encodeURIComponent(name) + "=" + encodeURIComponent(valu

e); 

return 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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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addURLParam()函数接受三个参数：要添加参数的URL、参数的名称和

参数的值。这个函数首先检查URL 是否包含问号（以确定是否已经有参数存

在）。如果没有，就添加一个问号；否则，就添加一个和号。然后，将参数名

称和值进行编码，再添加到URL 的末尾。最后返回添加参数之后的URL。 

下面是使用这个函数来构建请求URL 的示例。 

var url = "example.php"; 

//添加参数 

url = addURLParam(url, "name", "Nicholas"); 

url = addURLParam(url, "book", "Professional JavaScript"); 

//初始化请求 

xhr.open("get", url, false); 

在这里使用addURLParam()函数可以确保查询字符串的格式良好，并可靠地

用于XHR 对象。 

4. POST请求 

使用频率仅次于GET 的是POST 请求，通常用于向服务器发送应该被保存的

数据。POST 请求应该把数据作为请求的主体提交，而GET 请求传统上不是这

样。POST 请求的主体可以包含非常多的数据，而且格式不限。在open()方法第

一个参数的位置传入"post"，就可以初始化一个POST 请求，如下面的例子所

示。 

xhr.open("post", "example.php",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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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POST 请求的第二步就是向send()方法中传入某些数据。由于XHR 最初

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处理XML，因此可以在此传入XML DOM 文档，传入的文档经序

列化之后将作为请求主体被提交到服务器。当然，也可以在此传入任何想发送

到服务器的字符串。默认情况下，服务器对POST 请求和提交Web 表单的请求并

不会一视同仁。因此，服务器端必须有程序来读取发送过来的原始数据，并从

中解析出有用的部分。不过，我们可以使用XHR 来模仿表单提交：首先将

Content-Type 头部信息设置为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也就是

表单 

提交时的内容类型，其次是以适当的格式创建一个字符串。第14 章曾经讨

论过，POST 数据的格式与查询字符串格式相同。如果需要将页面中表单的数据

进行序列化，然后再通过XHR 发送到服务器，那么就可以使用第14 章介绍的

serialize()函数来创建这个字符串： 

 

这个函数可以将ID 为"user-info"的表单中的数据序列化之后发送给服务

器。而下面的示例PHP文件postexample.php 就可以通过$_POST 取得提交的数

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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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设置Content-Type 头部信息，那么发送给服务器的数据就不会出现

在$_POST 超级全局变量中。这时候，要访问同样的数据，就必须借助

$HTTP_RAW_POST_DATA。与GET 请求相比，POST 请求消耗的资源会更多一些。

从性能角度来看，以发送相同的数据计，GET 请求的速度最多可达到POST 请求

的两倍。 

6.10.2.2 XMLHttpRequest 2 级 

鉴于XHR 已经得到广泛接受，成为了事实标准，W3C 也着手制定相应的标

准以规范其行为。XMLHttpRequest 1 级只是把已有的XHR 对象的实现细节描述

了出来。而XMLHttpRequest 2 级则进一步发展了XHR。并非所有浏览器都完整

地实现了XMLHttpRequest 2 级规范，但所有浏览器都实现了它规定的部分内

容。 

1. FormData 

现代Web 应用中频繁使用的一项功能就是表单数据的序列化，

XMLHttpRequest 2 级为此定义了FormData 类型。FormData 为序列化表单以及

创建与表单格式相同的数据（用于通过XHR 传输）提供了便利。下面的代码创

建了一个FormData 对象，并向其中添加了一些数据。 

var data = new FormData(); 

data.append("name", "Nicho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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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append()方法接收两个参数：键和值，分别对应表单字段的名字和字

段中包含的值。可以像这样添加任意多个键值对儿。而通过向FormData 构造函

数中传入表单元素，也可以用表单元素的数据预先向其中填入键值对儿： 

var data = new FormData(document.forms[0]); 

创建了FormData 的实例后，可以将它直接传给XHR 的send()方法，如下所

示： 

 

 

使用FormData 的方便之处体现在不必明确地在XHR 对象上设置请求头部。

XHR 对象能够识别传入的数据类型是FormData 的实例，并配置适当的头部信

息。支持FormData 的浏览器有Firefox 4+、Safari 5+、Chrome 和Android 3+

版WebKit。 

2. 超时设定 

IE8 为XHR 对象添加了一个timeout 属性，表示请求在等待响应多少毫秒

之后就终止。在给timeout 设置一个数值后，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浏览器还没

有接收到响应，那么就会触发timeout 事件，进而会调用ontimeout 事件处理

程序。这项功能后来也被收入了XMLHttpRequest 2 级规范中。来看下面的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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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示范了如何使用timeout 属性。将这个属性设置为1000 毫秒，意

味着如果请求在1 秒钟内还没有返回，就会自动终止。请求终止时，会调用

ontimeout 事件处理程序。但此时readyState可能已经改变为4 了，这意味着

会调用onreadystatechange 事件处理程序。可是，如果在超时终止请求之后再

访问status 属性，就会导致错误。为避免浏览器报告错误，可以将检查status 

属性的语句封装在一个try-catch 语句当中。在写作本书时，IE 8+仍然是唯一

支持超时设定的浏览器。 

3. overrideMimeType()方法 

Firefox 最早引入了overrideMimeType()方法，用于重写XHR 响应的MIME 

类型。这个方法后来也被纳入了XMLHttpRequest 2 级规范。因为返回响应的

MIME 类型决定了XHR 对象如何处理它，所以提供一种方法能够重写服务器返回

的MIME 类型是很有用的。比如，服务器返回的MIME 类型是text/plain，但数

据中实际包含的是XML。根据MIME 类型，即使数据是XML，responseXML 属性中

仍然是null。通过调用overrideMimeType()方法，可以保证把响应当作XML 而

非纯文本来处理。 

var xhr = createX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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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r.open("get", "text.php", true); 

xhr.overrideMimeType("text/xml"); 

xhr.send(null); 

这个例子强迫XHR 对象将响应当作XML 而非纯文本来处理。调用

overrideMimeType()必须在send()方法之前，才能保证重写响应的MIME 类型。

支持overrideMimeType()方法的浏览器有Firefox、Safari 4+、Opera 10.5 和

Chrome。 

6.10.2.3 进度事件 

Progress Events 规范是W3C 的一个工作草案，定义了与客户端服务器通

信有关的事件。这些事件最早其实只针对XHR 操作，但目前也被其他API 借

鉴。有以下6 个进度事件。 

loadstart：在接收到响应数据的第一个字节时触发。 

progress：在接收响应期间持续不断地触发。 

error：在请求发生错误时触发。 

abort：在因为调用abort()方法而终止连接时触发。 

load：在接收到完整的响应数据时触发。 

loadend：在通信完成或者触发error、abort 或load 事件后触发。 

每个请求都从触发loadstart 事件开始，接下来是一或多个progress 事

件，然后触发error、abort 或load 事件中的一个，最后以触发loadend 事件

结束。支持前5 个事件的浏览器有Firefox 3.5+、Safari 4+、Chrome、iOS 版

Safari 和Android 版WebKit。Opera（从第11 版开始）、IE 8+只支持load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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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目前还没有浏览器支持loadend 事件。这些事件大都很直观，但其中两个

事件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1. load事件 

Firefox 在实现XHR 对象的某个版本时，曾致力于简化异步交互模型。最

终，Firefox 实现中引入了load 事件，用以替代readystatechange 事件。响

应接收完毕后将触发load 事件，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检查readyState 属性

了。而onload 事件处理程序会接收到一个event 对象，其target 属性就指向

XHR 对象实例，因而可以访问到XHR 对象的所有方法和属性。然而，并非所有

浏览器都为这个事件实现了适当的事件对象。结果，开发人员还是要像下面这

样被迫使用XHR 对象变量。 

 

只要浏览器接收到服务器的响应，不管其状态如何，都会触发load 事件。

而这意味着你必须要检查status 属性，才能确定数据是否真的已经可用了。

Firefox、Opera、Chrome 和Safari 都支持load事件。 

2. progress事件 

Mozilla 对XHR 的另一个革新是添加了progress 事件，这个事件会在浏览

器接收新数据期间周期性地触发。而onprogress 事件处理程序会接收到一个

event 对象，其target 属性是XHR 对象，但包含着三个额外的属性：

lengthComputable、position 和totalSize。其中，lengthComputable是一个

表示进度信息是否可用的布尔值，position 表示已经接收的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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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Size 表示根据Content-Length 响应头部确定的预期字节数。有了这些信

息，我们就可以为用户创建一个进度指示器了。下面展示了为用户创建进度指

示器的一个示例。 

 

为确保正常执行，必须在调用open()方法之前添加onprogress 事件处理程

序。在前面的例子中，每次触发progress 事件，都会以新的状态信息更新HTML 

元素的内容。如果响应头部中包含Content-Length 字段，那么也可以利用此信

息来计算从响应中已经接收到的数据的百分比。 

6.10.3 跨源资源共享 

通过XHR 实现Ajax 通信的一个主要限制，来源于跨域安全策略。默认情况

下，XHR 对象只能访问与包含它的页面位于同一个域中的资源。这种安全策略

可以预防某些恶意行为。但是，实现合理的跨域请求对开发某些浏览器应用程

序也是至关重要的。 

CORS（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跨源资源共享）是W3C 的一个工

作草案，定义了在必须访问跨源资源时，浏览器与服务器应该如何沟通。C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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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基本思想，就是使用自定义的HTTP 头部让浏览器与服务器进行沟通，从

而决定请求或响应是应该成功，还是应该失败。 

比如一个简单的使用GET 或POST 发送的请求，它没有自定义的头部，而主

体内容是text/plain。在发送该请求时，需要给它附加一个额外的Origin 头

部，其中包含请求页面的源信息（协议、域名和端口），以便服务器根据这个

头部信息来决定是否给予响应。下面是Origin 头部的一个示例： 

Origin: http://www.nczonline.net 

如果服务器认为这个请求可以接受，就在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头部中回发相同的源信息（如果是公共资源，可以回发"*"）。例如：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http://www.nczonline.net 

如果没有这个头部，或者有这个头部但源信息不匹配，浏览器就会驳回请

求。正常情况下，浏览器会处理请求。注意，请求和响应都不包含cookie 信

息。 

1. IE对CORS的实现 

微软在IE8 中引入了XDR（XDomainRequest）类型。这个对象与XHR 类似，

但能实现安全可靠的跨域通信。XDR 对象的安全机制部分实现了W3C 的CORS 规

范。以下是XDR 与XHR 的一些不同之处。 

cookie 不会随请求发送，也不会随响应返回。 

只能设置请求头部信息中的Content-Type 字段。 

不能访问响应头部信息。 

只支持GET 和POST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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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使CSRF（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跨站点请求伪造）和XSS

（Cross-Site Scripting，跨站点脚本）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被请求的资源可

以根据它认为合适的任意数据（用户代理、来源页面等）来决定是否设置

Access-Control- Allow-Origin 头部。作为请求的一部分，Origin 头部的值

表示请求的来源域，以便远程资源明确地识别XDR 请求。XDR对象的使用方法与

XHR对象非常相似。也是创建一个XDomainRequest 的实例，调用open()方法，

再调用send()方法。但与XHR 对象的open()方法不同，XDR 对象的open()方法

只接收两个参数：请求的类型和URL。 

所有XDR 请求都是异步执行的，不能用它来创建同步请求。请求返回之

后，会触发load 事件，响应的数据也会保存在responseText 属性中，如下所

示。 

 

在接收到响应后，你只能访问响应的原始文本；没有办法确定响应的状态

代码。而且，只要响应有效就会触发load 事件，如果失败（包括响应中缺少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头部）就会触发error 事件。遗憾的是，除了

错误本身之外，没有其他信息可用，因此唯一能够确定的就只有请求未成功

了。要检测错误，可以像下面这样指定一个onerror 事件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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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导致XDR 请求失败的因素很多，因此建议你不要忘记通过onerror 事

件处理程序来捕获该事件；否则，即使请求失败也不会有任何提示。在请求返

回前调用abort()方法可以终止请求： 

xdr.abort(); //终止请求 

与 XHR 一样，XDR 对象也支持 timeout 属性以及 ontimeout 事件处理

程序。下面是一个例子。 

var xdr = new XDomainRequest(); 

xdr.onload = function(){ 

alert(xdr.responseText); 

}; 

xdr.onerror = function(){ 

alert("An error occurred."); 

}; 

xdr.timeout = 1000; 

xdr.ontimeout = function(){ 

alert("Request took too long."); 

}; 

xdr.open("get", "http://www.somewhere-else.com/page/"); 

xdr.send(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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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会在运行1 秒钟后超时，并随即调用ontimeout 事件处理程序。 

为支持POST 请求，XDR 对象提供了contentType 属性，用来表示发送数据

的格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xdr = new XDomainRequest(); 

xdr.onload = function(){ 

alert(xdr.responseText); 

}; 

xdr.onerror = function(){ 

alert("An error occurred."); 

}; 

xdr.open("post", "http://www.somewhere-else.com/page/"); 

xdr.contentType =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xdr.send("name1=value1&name2=value2"); 

这个属性是通过XDR 对象影响头部信息的唯一方式。 

2. 其他浏览器对CORS的实现 

Firefox 3.5+、Safari 4+、Chrome、iOS 版Safari 和Android 平台中的

WebKit 都通过XMLHttpRequest对象实现了对CORS 的原生支持。在尝试打开不

同来源的资源时，无需额外编写代码就可以触发这个行为。要请求位于另一个

域中的资源，使用标准的XHR 对象并在open()方法中传入绝对URL 即可，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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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xhr = createXHR(); 

xhr.onreadystatechange = function(){ 

if (xhr.readyState == 4){ 

if ((xhr.status >= 200 && xhr.status < 300) || xhr.status == 30

4){ 

alert(xhr.responseText); 

} else { 

alert("Request was unsuccessful: " + xhr.status); 

} 

} 

}; 

xhr.open("get", "http://www.somewhere-else.com/page/", true); 

xhr.send(null); 

与IE 中的XDR 对象不同，通过跨域XHR 对象可以访问status 和

statusText 属性，而且还支持同步请求。跨域XHR 对象也有一些限制，但为了

安全这些限制是必需的。以下就是这些限制。不能使用setRequestHeader()设

置自定义头部。不能发送和接收cookie。调用getAllResponseHeaders()方法总

会返回空字符串。 

由于无论同源请求还是跨源请求都使用相同的接口，因此对于本地资源，

最好使用相对URL，在访问远程资源时再使用绝对URL。这样做能消除歧义，避

免出现限制访问头部或本地cookie 信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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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eflighted Reqeusts 

CORS 通过一种叫做Preflighted Requests 的透明服务器验证机制支持开

发人员使用自定义的头部、GET 或POST 之外的方法，以及不同类型的主体内

容。在使用下列高级选项来发送请求时，就会向服务器发送一个Preflight 请

求。这种请求使用OPTIONS 方法，发送下列头部。 

Origin：与简单的请求相同。 

Access-Control-Request-Method：请求自身使用的方法。 

Access-Control-Request-Headers：（可选）自定义的头部信息，多个头

部以逗号分隔。 

以下是一个带有自定义头部NCZ 的使用POST 方法发送的请求。 

Origin: http://www.nczonline.net 

Access-Control-Request-Method: POST 

Access-Control-Request-Headers: NCZ 

发送这个请求后，服务器可以决定是否允许这种类型的请求。服务器通过

在响应中发送如下头部与浏览器进行沟通。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与简单的请求相同。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允许的方法，多个方法以逗号分隔。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允许的头部，多个头部以逗号分隔。 

Access-Control-Max-Age：应该将这个Preflight 请求缓存多长时间（以

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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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http://www.nczonline.net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POST, GET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NCZ 

Access-Control-Max-Age: 1728000 

Preflight 请求结束后，结果将按照响应中指定的时间缓存起来。而为此

付出的代价只是第一次发送这种请求时会多一次HTTP 请求。支持Preflight 请

求的浏览器包括Firefox 3.5+、Safari 4+和Chrome。IE 10 及更早版本都不支

持。 

4. 带凭据的请求 

默认情况下，跨源请求不提供凭据（cookie、HTTP 认证及客户端SSL 证明

等）。通过将withCredentials 属性设置为true，可以指定某个请求应该发送

凭据。如果服务器接受带凭据的请求，会用下面的HTTP 头部来响应。 

Access-Control-Allow-Credentials: true 

如果发送的是带凭据的请求，但服务器的响应中没有包含这个头部，那么

浏览器就不会把响应交给JavaScript（于是，responseText 中将是空字符串，

status 的值为0，而且会调用onerror()事件处理程序）。另外，服务器还可以

在Preflight 响应中发送这个HTTP 头部，表示允许源发送带凭据的请求。支持

withCredentials 属性的浏览器有Firefox 3.5+、Safari 4+和Chrome。IE 10 

及更早版本都不支持。 

5. 跨浏览器的C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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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浏览器对CORS 的支持程度并不都一样，但所有浏览器都支持简单的

（非Preflight 和不带凭据的）请求，因此有必要实现一个跨浏览器的方案。

检测XHR 是否支持CORS 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检查是否存在withCredentials 属

性。再结合检测XDomainRequest 对象是否存在，就可以兼顾所有浏览器了。 

 

 

Firefox、Safari 和Chrome 中的XMLHttpRequest 对象与IE 中的

XDomainRequest 对象类似，都提供了够用的接口，因此以上模式还是相当有用

的。这两个对象共同的属性/方法如下。 

abort()：用于停止正在进行的请求。 

onerror：用于替代onreadystatechange 检测错误。 

onload：用于替代onreadystatechange 检测成功。 

responseText：用于取得响应内容。 

send()：用于发送请求。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以上成员都包含在createCORSRequest()函数返回的对象中，在所有浏览器

中都能正常使用。 

6.10.3.1 其他跨域技术 

在CORS 出现以前，要实现跨域Ajax 通信颇费一些周折。开发人员想出了

一些办法，利用DOM 中能够执行跨域请求的功能，在不依赖XHR 对象的情况下

也能发送某种请求。虽然CORS 技术已经无处不在，但开发人员自己发明的这些

技术仍然被广泛使用，毕竟这样不需要修改服务器端代码。 

1. 图像Ping 

上述第一种跨域请求技术是使用<img>标签。我们知道，一个网页可以从任

何网页中加载图像，不用担心跨域不跨域。这也是在线广告跟踪浏览量的主要

方式。正如第13 章讨论过的，也可以动态地创建图像，使用它们的onload 和

onerror 事件处理程序来确定是否接收到了响应。动态创建图像经常用于图像

Ping。图像Ping 是与服务器进行简单、单向的跨域通信的一种方式。 

请求的数据是通过查询字符串形式发送的，而响应可以是任意内容，但通

常是像素图或204 响应。通过图像Ping，浏览器得不到任何具体的数据，但通

过侦听load 和error 事件，它能知道响应是什么时候接收到的。来看下面的例

子。 

 

这里创建了一个Image 的实例，然后将onload 和onerror 事件处理程序指

定为同一个函数。这样无论是什么响应，只要请求完成，就能得到通知。请求

从设置src 属性那一刻开始，而这个例子在请求中发送了一个name 参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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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最常用于跟踪用户点击页面或动态广告曝光次数。图像Ping 有两个主要

的缺点，一是只能发送GET 请求，二是无法访问服务器的响应文本。因此，图

像Ping 只能用于浏览器与服务器间的单向通信。 

2. JSONP 

JSONP 是JSON with padding（填充式JSON 或参数式JSON）的简写，是应

用JSON 的一种新方法，在后来的Web 服务中非常流行。JSONP 看起来与JSON 

差不多，只不过是被包含在函数调用中的JSON，就像下面这样。 

callback({ "name": "Nicholas" }); 

JSONP 由两部分组成：回调函数和数据。回调函数是当响应到来时应该在

页面中调用的函数。回调函数的名字一般是在请求中指定的。而数据就是传入

回调函数中的JSON数据。下面是一个典型的JSONP请求。 

http://freegeoip.net/json/?callback=handleResponse 

这个URL 是在请求一个JSONP 地理定位服务。通过查询字符串来指定JSONP 

服务的回调参数是很常见的，就像上面的URL 所示，这里指定的回调函数的名

字叫handleResponse()。 

JSONP 是通过动态<script>元素（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考第13 章）来使

用的，使用时可以为src 属性指定一个跨域URL。这里的<script>元素与<img>

元素类似，都有能力不受限制地从其他域加载资源。因为JSONP 是有效的

JavaScript 代码，所以在请求完成后，即在JSONP 响应加载到页面中以后，就

会立即执行。来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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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通过查询地理定位服务来显示你的IP 地址和位置信息。JSONP 之

所以在开发人员中极为流行，主要原因是它非常简单易用。与图像Ping 相比，

它的优点在于能够直接访问响应文本，支持在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双向通信。

不过，JSONP 也有两点不足。 

首先，JSONP 是从其他域中加载代码执行。如果其他域不安全，很可能会

在响应中夹带一些恶意代码，而此时除了完全放弃JSONP 调用之外，没有办法

追究。因此在使用不是你自己运维的Web 服务时，一定得保证它安全可靠。 

其次，要确定JSONP 请求是否失败并不容易。虽然HTML5 给<script>元素

新增了一个onerror事件处理程序，但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浏览器支持。为此，

开发人员不得不使用计时器检测指定时间内是否接收到了响应。但就算这样也

不能尽如人意，毕竟不是每个用户上网的速度和带宽都一样。 

3. Comet 

Comet 是Alex Russell①发明的一个词儿，指的是一种更高级的Ajax 技术

（经常也有人称为“服务器推送”）。Ajax 是一种从页面向服务器请求数据的

技术，而Comet 则是一种服务器向页面推送数据的技术。Comet 能够让信息近

乎实时地被推送到页面上，非常适合处理体育比赛的分数和股票报价。有两种

实现Comet 的方式：长轮询和流。长轮询是传统轮询（也称为短轮询）的一个

翻版，即浏览器定时向服务器发送请求，看有没有更新的数据。图6-55 展示的

是短轮询的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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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5 短轮询的时间线 

长轮询把短轮询颠倒了一下。页面发起一个到服务器的请求，然后服务器

一直保持连接打开，直到有数据可发送。发送完数据之后，浏览器关闭连接，

随即又发起一个到服务器的新请求。这一过程在页面打开期间一直持续不断。

图6-56 展示了长轮询的时间线。 

 

图 6-56 长轮询的时间线 

无论是短轮询还是长轮询，浏览器都要在接收数据之前，先发起对服务器

的连接。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器如何发送数据。短轮询是服务器立即发送

响应，无论数据是否有效，而长轮询是等待发送响应。轮询的优势是所有浏览

器都支持，因为使用XHR 对象和setTimeout()就能实现。而你要做的就是决定

什么时候发送请求。 

第二种流行的Comet 实现是HTTP 流。流不同于上述两种轮询，因为它在页

面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只使用一个HTTP 连接。具体来说，就是浏览器向服务器发

送一个请求，而服务器保持连接打开，然后周期性地向浏览器发送数据。比

如，下面这段PHP 脚本就是采用流实现的服务器中常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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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i = 0; 

while(true){ 

—————————— 

① Alex Russell 是著名 JavaScript 框架 Dojo 的创始人。 

//输出一些数据，然后立即刷新输出缓存 

echo "Number is $i"; 

flush(); 

//等几秒钟 

sleep(10); 

$i++; 

} 

所有服务器端语言都支持打印到输出缓存然后刷新（将输出缓存中的内容

一次性全部发送到客户端）的功能。而这正是实现HTTP 流的关键所在。 

在Firefox、Safari、Opera 和Chrome 中，通过侦听readystatechange 事

件及检测readyState的值是否为3，就可以利用XHR 对象实现HTTP 流。在上述

这些浏览器中，随着不断从服务器接收数据，readyState 的值会周期性地变为

3。当readyState 值变为3 时，responseText 属性中就会保存接收到的所有数

据。此时，就需要比较此前接收到的数据，决定从什么位置开始取得最新的数

据。使用XHR 对象实现HTTP 流的典型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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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createStreamingClient()函数接收三个参数：要连接的URL、在接收

到数据时调用的函数以及关闭连接时调用的函数。有时候，当连接关闭时，很

可能还需要重新建立，所以关注连接什么时候关闭还是有必要的。 

只要readystatechange 事件发生，而且readyState 值为3，就对

responseText 进行分割以取得最新数据。这里的received 变量用于记录已经

处理了多少个字符，每次readyState 值为3 时都递增。然后，通过progress 

回调函数来处理传入的新数据。而当readyState 值为4 时，则执行finished 

回调函数，传入响应返回的全部内容。 

虽然这个例子比较简单，而且也能在大多数浏览器中正常运行（IE 除

外），但管理Comet 的连接是很容易出错的，需要时间不断改进才能达到完

美。浏览器社区认为Comet 是未来Web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简化这一技

术，又为Comet 创建了两个新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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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器发送事件 

SSE（Server-Sent Events，服务器发送事件）是围绕只读Comet 交互推出

的API 或者模式。SSE API用于创建到服务器的单向连接，服务器通过这个连接

可以发送任意数量的数据。服务器响应的MIME类型必须是text/event-stream，

而且是浏览器中的JavaScript API 能解析格式输出。SSE 支持短轮询、长轮询

和HTTP 流，而且能在断开连接时自动确定何时重新连接。有了这么简单实用的

API，再实现Comet 就容易多了。支持SSE 的浏览器有Firefox 6+、Safari 

5+、Opera 11+、Chrome 和iOS 4+版Safari。 

（1） SSE API 

SSE 的JavaScript API 与其他传递消息的JavaScript API 很相似。要预

订新的事件流，首先要创建一个新的EventSource 对象，并传进一个入口点： 

var source = new EventSource("myevents.php"); 

注意，传入的URL 必须与创建对象的页面同源（相同的URL 模式、域及端

口）。EventSource 的实例有一个readyState 属性，值为0 表示正连接到服务

器，值为1 表示打开了连接，值为2 表示关闭了连接。 

另外，还有以下三个事件。 

open：在建立连接时触发。 

message：在从服务器接收到新事件时触发。 

error：在无法建立连接时触发。 

就一般的用法而言，onmessage 事件处理程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source.onmessage = function(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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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data = event.data; 

//处理数据 

}; 

服务器发回的数据以字符串形式保存在event.data 中。默认情况下，

EventSource 对象会保持与服务器的活动连接。如果连接断开，还会重新连

接。这就意味着SSE 适合长轮询和HTTP 流。如果想强制立即断开连接并且不再

重新连接，可以调用close()方法。 

source.close(); 

（2） 事件流 

所谓的服务器事件会通过一个持久的HTTP 响应发送，这个响应的MIME 类

型为text/event-stream。响应的格式是纯文本，最简单的情况是每个数据项都

带有前缀data:，例如： 

data: foo 

data: bar 

data: foo 

data: bar 

对以上响应而言，事件流中的第一个message 事件返回的event.data 值为

"foo"，第二个message 事件返回的event.data 值为"bar"，第三个message 事

件返回的event.data 值为"foo\nbar"（注意中间的换行符）。对于多个连续的

以data:开头的数据行，将作为多段数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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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值之间以一个换行符分隔。只有在包含data:的数据行后面有空行时，

才会触发message 事件，因此在服务器上生成事件流时不能忘了多添加这一

行。通过id:前缀可以给特定的事件指定一个关联的ID，这个ID 行位于data:行

前面或后面皆可： 

data: foo 

id: 1 

设置了ID 后，EventSource 对象会跟踪上一次触发的事件。如果连接断

开，会向服务器发送一个包含名为Last-Event-ID 的特殊HTTP 头部的请求，以

便服务器知道下一次该触发哪个事件。在多次连接的事件流中，这种机制可以

确保浏览器以正确的顺序收到连接的数据段。 

5. Web Sockets 

要说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新浏览器API，就得数Web Sockets 了。Web 

Sockets 的目标是在一个单独的持久连接上提供全双工、双向通信。在

JavaScript 中创建了Web Socket 之后，会有一个HTTP 请求发送到浏览器以发

起连接。在取得服务器响应后，建立的连接会使用HTTP 升级从HTTP 协议交换

为WebSocket 协议。也就是说，使用标准的HTTP 服务器无法实现Web 

Sockets，只有支持这种协议的专门服务器才能正常工作。 

由于Web Sockets 使用了自定义的协议，所以URL 模式也略有不同。未加

密的连接不再是http://，而是ws://；加密的连接也不是https://，而是

wss://。在使用Web Socket URL 时，必须带着这个模式，因为将来还有可能支

持其他模式。 

使用自定义协议而非HTTP 协议的好处是，能够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发送

非常少量的数据，而不必担心HTTP 那样字节级的开销。由于传递的数据包很

小，因此Web Sockets 非常适合移动应用。毕竟对移动应用而言，带宽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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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都是关键问题。使用自定义协议的缺点在于，制定协议的时间比制定

JavaScript API 的时间还要长。Web Sockets 曾几度搁浅，就因为不断有人发

现这个新协议存在一致性和安全性的问题。Firefox 4 和Opera 11 都曾默认启

用Web Sockets，但在发布前夕又禁用了，因为又发现了安全隐患。目前支持

Web Sockets 的浏览器有Firefox 6+、Safari 5+、Chrome 和iOS 4+版

Safari。 

（1） Web Sockets API 

要创建Web Socket，先实例一个WebSocket 对象并传入要连接的URL： 

var socket = new WebSocket("ws://www.example.com/server.php"); 

注意，必须给WebSocket 构造函数传入绝对URL。同源策略对Web Sockets 

不适用，因此可以通过它打开到任何站点的连接。至于是否会与某个域中的页

面通信，则完全取决于服务器。（通过握手信息就可以知道请求来自何方。）

实例化了WebSocket 对象后，浏览器就会马上尝试创建连接。与XHR 类似，

WebSocket 也有一个表示当前状态的readyState 属性。不过，这个属性的值与

XHR 并不相同，而是如下所示。 

WebSocket.OPENING (0)：正在建立连接。 

WebSocket.OPEN (1)：已经建立连接。 

WebSocket.CLOSING (2)：正在关闭连接。 

WebSocket.CLOSE (3)：已经关闭连接。 

WebSocket 没有readystatechange 事件；不过，它有其他事件，对应着不

同的状态。readyState的值永远从0 开始。要关闭Web Socket 连接，可以在任

何时候调用clos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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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ket.close(); 

调用了close()之后，readyState 的值立即变为2（正在关闭），而在关闭

连接后就会变成3。 

（2） 发送和接收数据 

Web Socket 打开之后，就可以通过连接发送和接收数据。要向服务器发送

数据，使用send()方法并传入任意字符串，例如： 

var socket = new WebSocket("ws://www.example.com/server.php"); 

socket.send("Hello world!"); 

因为Web Sockets 只能通过连接发送纯文本数据，所以对于复杂的数据结

构，在通过连接发送之前，必须进行序列化。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先将数据序列

化为一个JSON 字符串，然后再发送到服务器： 

var message = { 

time: new Date(), 

text: "Hello world!", 

clientId: "asdfp8734rew" 

}; 

socket.send(JSON.stringify(message)); 

接下来，服务器要读取其中的数据，就要解析接收到的JSON 字符串。当服

务器向客户端发来消息时，WebSocket 对象就会触发message 事件。这个

message 事件与其他传递消息的协议类似，也是把返回的数据保存在

event.data 属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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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ket.onmessage = function(event){ 

var data = event.data; 

//处理数据 

}; 

与通过send()发送到服务器的数据一样，event.data 中返回的数据也是字

符串。如果你想得到其他格式的数据，必须手工解析这些数据。 

（3） 其他事件 

WebSocket 对象还有其他三个事件，在连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触发。 

open：在成功建立连接时触发。 

error：在发生错误时触发，连接不能持续。 

close：在连接关闭时触发。 

WebSocket 对象不支持DOM 2 级事件侦听器，因此必须使用DOM 0 级语法

分别定义每个事件处理程序。 

var socket = new WebSocket("ws://www.example.com/server.php"); 

socket.onopen = function(){ 

alert("Connection established."); 

}; 

socket.onerror = function(){ 

alert("Connection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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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ket.onclose = function(){ 

alert("Connection closed."); 

}; 

在这三个事件中，只有close 事件的event 对象有额外的信息。这个事件

的事件对象有三个额外的属性：wasClean、code 和reason。其中，wasClean 

是一个布尔值，表示连接是否已经明确地关闭；code 是服务器返回的数值状态

码；而reason 是一个字符串，包含服务器发回的消息。可以把这些信息显示给

用户，也可以记录到日志中以便将来分析。 

socket.onclose = function(event){ 

console.log("Was clean? " + event.wasClean + " Code=" + event.c

ode + " Reason=" 

+ event.reason); 

}; 

6. SSE与Web Sockets 

面对某个具体的用例，在考虑是使用SSE 还是使用Web Sockets 时，可以

考虑如下几个因素。首先，你是否有自由度建立和维护Web Sockets 服务器？

因为Web Socket 协议不同于HTTP，所以现有服务器不能用于Web Socket 通

信。SSE 倒是通过常规HTTP 通信，因此现有服务器就可以满足需求。第二个要

考虑的问题是到底需不需要双向通信。如果用例只需读取服务器数据（如比赛

成绩），那么SSE 比较容易实现。如果用例必须双向通信（如聊天室），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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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Sockets 显然更好。别忘了，在不能选择Web Sockets 的情况下，组合XHR 

和SSE 也是能实现双向通信的。 

6.10.4 安全 

讨论Ajax 和Comet 安全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而相关主题的书也已经出了

很多本了。大型Ajax 应用程序的安全问题涉及面非常之广，但我们可以从普遍

意义上探讨一些基本的问题。 

首先，可以通过XHR 访问的任何URL 也可以通过浏览器或服务器来访问。

下面的URL 就是一个例子。 

/getuserinfo.php?id=23 

如果是向这个URL 发送请求，可以想象结果会返回ID 为23 的用户的某些

数据。谁也无法保证别人不会将这个URL 的用户ID 修改为24、56 或其他值。

因此，getuserinfo.php 文件必须知道请求者 

是否真的有权限访问要请求的数据；否则，你的服务器就会门户大开，任

何人的数据都可能被泄漏出去。对于未被授权系统有权访问某个资源的情况，

我们称之为CSRF（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跨站点请求伪造）。未被授

权系统会伪装自己，让处理请求的服务器认为它是合法的。受到CSRF 攻击的

Ajax程序有大有小，攻击行为既有旨在揭示系统漏洞的恶作剧，也有恶意的数

据窃取或数据销毁。 

为确保通过XHR 访问的URL 安全，通行的做法就是验证发送请求者是否有

权限访问相应的资源。有下列几种方式可供选择。 

 要求以SSL 连接来访问可以通过XHR 请求的资源。 

 要求每一次请求都要附带经过相应算法计算得到的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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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下列措施对防范CSRF 攻击不起作用。 

 要求发送POST 而不是GET 请求——很容易改变。 

 检查来源URL 以确定是否可信——来源记录很容易伪造。 

 基于cookie 信息进行验证——同样很容易伪造。 

XHR 对象也提供了一些安全机制，虽然表面上看可以保证安全，但实际上

却相当不可靠。实际上，前面介绍的open()方法还能再接收两个参数：要随请

求一起发送的用户名和密码。带有这两个参数的请求可以通过SSL 发送给服务

器上的页面，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xhr.open("get", "example.php", true, "username", "password"); /

/不要这样做！！ 

即便可以考虑这种安全机制，但还是尽量不要这样做。把用户名和密码保

存在JavaScript 代码中本身就是极为不安全的。任何人，只要他会使用

JavaScript 调试器，就可以通过查看相应的变量发现纯文本形式的用户名和密

码。 

6.11 高级定时器 

使用setTimeout()和setInterval()创建的定时器可以用于实现有趣且有用

的功能。虽然人们对JavaScript 的定时器存在普遍的误解，认为它们是线程，

其实JavaScript 是运行于单线程的环境中的，而定时器仅仅只是计划代码在未

来的某个时间执行。执行时机是不能保证的，因为在页面的生命周期中，不同

时间可能有其他代码在控制JavaScript 进程。在页面下载完后的代码运行、事

件处理程序、Ajax 回调函数都必须使用同样的线程来执行。实际上，浏览器负

责进行排序，指派某段代码在某个时间点运行的优先级。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可以把JavaScript 想象成在时间线上运行的。当页面载入时，首先执行是

任何包含在<script>元素中的代码，通常是页面生命周期后面要用到的一些简

单的函数和变量的声明，不过有时候也包含一些初始数据的处理。在这之后，

JavaScript 进程将等待更多代码执行。当进程空闲的时候，下一个代码会被触

发并立刻执行。例如，当点击某个按钮时，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会立刻执

行，只要JavaScript 进程处于空闲状态。这样一个页面的时间线类似于图6-

57。 

 

图 6-57 页面的时间线 

除了主JavaScript 执行进程外，还有一个需要在进程下一次空闲时执行的

代码队列。随着页面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推移，代码会按照执行顺序添加入队

列。例如，当某个按钮被按下时，它的事件处理程序代码就会被添加到队列

中，并在下一个可能的时间里执行。当接收到某个Ajax 响应时，回调函数的代

码会被添加到队列。在JavaScript 中没有任何代码是立刻执行的，但一旦进程

空闲则尽快执行。定时器对队列的工作方式是，当特定时间过去后将代码插

入。注意，给队列添加代码并不意味着对它立刻执行，而只能表示它会尽快执

行。设定一个150ms 后执行的定时器不代表到了150ms 代码就立刻执行，它表

示代码会在150ms 后被加入到队列中。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队列中没有其他

东西，那么这段代码就会被执行，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代码就在精确指定的时间

点上执行了。其他情况下，代码可能明显地等待更长时间才执行。 

请看以下代码： 

var bt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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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n.onclick = function(){ 

setTimeout(function(){ 

document.getElementBy 

Id("message").style.visibility = "visible"; 

}, 250); 

//其他代码 

}; 

在这里给一个按钮设置了一个事件处理程序。事件处理程序设置了一个

250ms 后调用的定时器。点击该按钮后，首先将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加入队

列。该程序执行后才设置定时器，再有250ms后，指定的代码才被添加到队列中

等待执行。实际上，对setTimeout()的调用表示要晚点执行某些代码。 

关于定时器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指定的时间间隔表示何时将定时器

的代码添加到队列，而不是何时实际执行代码。如果前面例子中的onclick 事

件处理程序执行了300ms，那么定时器的代码至少要在定时器设置之后的300ms 

后才会被执行。队列中所有的代码都要等到JavaScript 进程空闲之后才能执

行，而不管它们是如何添加到队列中的。 

 

图 6-58 JavaScript 进程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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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255ms 处添加了定时器代码，但这时候还不能执行，因为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仍在运行。定时器代码最早能执行的时机是在300ms 处，即

onclick 事件处理程序结束之后。实际上Firefox 中定时器的实现还能让你确

定定时器过了多久才执行，这需传递一个实际执行的时间与指定的间隔的差

值。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仅 Firefox 中 

setTimeout(function(diff){ 

if (diff > 0) { 

//晚调用 

} else if (diff < 0){ 

//早调用 

} else { 

//调用及时 

} 

}, 250); 

执行完一套代码后，JavaScript 进程返回一段很短的时间，这样页面上的

其他处理就可以进行了。由于JavaScript 进程会阻塞其他页面处理，所以必须

有这些小间隔来防止用户界面被锁定（代码长时间运行中还有可能出现）。这

样设置一个定时器，可以确保在定时器代码执行前至少有一个进程间隔。 

6.11.1 重复的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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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etInterval()创建的定时器确保了定时器代码规则地插入队列中。这

个方式的问题在于，定时器代码可能在代码再次被添加到队列之前还没有完成

执行，结果导致定时器代码连续运行好几次，而之间没有任何停顿。幸好，

JavaScript 引擎够聪明，能避免这个问题。当使用setInterval()时，仅当没

有该定时器的任何其他代码实例时，才将定时器代码添加到队列中。这确保了

定时器代码加入到队列中的最小时间间隔为指定间隔。 

这种重复定时器的规则有两个问题：(1) 某些间隔会被跳过；(2) 多个定

时器的代码执行之间的间隔可能会比预期的小。假设，某个onclick 事件处理

程序使用setInterval()设置了一个200ms 间隔的重复定时器。如果事件处理程

序花了300ms 多一点的时间完成，同时定时器代码也花了差不多的时间，就会

同时出现跳过间隔且连续运行定时器代码的情况。 

 

图 6-59 进程时间线 

这个例子中的第1 个定时器是在205ms 处添加到队列中的，但是直到过了

300ms 处才能够执行。当执行这个定时器代码时，在405ms 处又给队列添加了

另外一个副本。在下一个间隔，即605ms 处，第一个定时器代码仍在运行，同

时在队列中已经有了一个定时器代码的实例。结果是，在这个时间点上的定时

器代码不会被添加到队列中。结果在5ms 处添加的定时器代码结束之后，405ms 

处添加的定时器代码就立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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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setInterval()的重复定时器的这2个缺点，你可以用如下模式使

用链式setTimeout()调用。 

setTimeout(function() { 

//处理中  

setTimeout(arguments. callee, interval); 

}, interval); 

这个模式链式调用了setTimeout()，每次函数执行的时候都会创建一个新

的定时器。第二个setTimeout()调用使用了arguments.callee 来获取对当前执

行的函数的引用，并为其设置另外一个定时器。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前一个定

时器代码执行完之前，不会向队列插入新的定时器代码，确保不会有任何缺失

的间隔。而且，它可以保证在下一次定时器代码执行之前，至少要等待指定的

间隔，避免了连续的运行。这个模式主要用于重复定时器，如下例所示。 

 

 

这段定时器代码每次执行的时候将一个<div>元素向右移动，当左坐标在

200 像素的时候停止。JavaScript 动画中使用这个模式很常见。 

每个浏览器窗口、标签页、或者frame 都有其各自的代码执行队列。这意

味着，进行跨frame 或者跨窗口的定时调用，当代码同时执行的时候可能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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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竞争条件。无论何时需要使用这种通信类型，最好是在接收frame 或者窗口

中创建一个定时器来执行代码。 

6.11.2 Yielding Processes 

运行在浏览器中的JavaScript 都被分配了一个确定数量的资源。不同于桌

面应用往往能够随意控制他们要的内存大小和处理器时间，JavaScript 被严格

限制了，以防止恶意的Web 程序员把用户的计算机搞挂了。其中一个限制是长

时间运行脚本的制约，如果代码运行超过特定的时间或者特定语句数量就不让

它继续执行。如果代码达到了这个限制，会弹出一个浏览器错误的对话框，告

诉用户某个脚本会用过长的时间执行，询问是允许其继续执行还是停止它。所

有JavaScript 开发人员的目标就是，确保用户永远不会在浏览器中看到这个令

人费解的对话框。定时器是绕开此限制的方法之一。 

脚本长时间运行的问题通常是由两个原因之一造成的：过长的、过深嵌套

的函数调用或者是进行大量处理的循环。这两者中，后者是较为容易解决的问

题。长时间运行的循环通常遵循以下模式： 

for (var i=0, len=data.length; i < len; i++){ 

process(data[i]); 

} 

这个模式的问题在于要处理的项目的数量在运行前是不可知的。如果完成

process()要花100ms，只有2 个项目的数组可能不会造成影响，但是10 个的数

组可能会导致脚本要运行一秒钟才能完成。数组中的项目数量直接关系到执行

完该循环的时间长度。同时由于JavaScript 的执行是一个阻塞操作，脚本运行

所花时间越久，用户无法与页面交互的时间也越久。 

在展开该循环之前，你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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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处理是否必须同步完成？如果这个数据的处理会造成其他运行的阻

塞，那么最好不要改动它。不过，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确定为

“否”，那么将某些处理推迟到以后是个不错的备选项。 

 数据是否必须按顺序完成？通常，数组只是对项目的组合和迭代的一

种简便的方法而无所谓顺序。如果项目的顺序不是非常重要，那么可

能可以将某些处理推迟到以后。 

当你发现某个循环占用了大量时间，同时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你的回答都

是“否”，那么你就可以使用定时器分割这个循环。这是一种叫做数组分块

（array chunking）的技术，小块小块地处理数组，通常每次一小块。基本的

思路是为要处理的项目创建一个队列，然后使用定时器取出下一个要处理的项

目进行处理，接着再设置另一个定时器。基本的模式如下。 

setTimeout(function(){ 

//取出下一个条目并处理 

var item = array.shift(); 

process(item); 

//若还有条目，再设置另一个定时器 

if(array.length > 0){ 

setTimeout(arguments.callee, 100);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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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组分块模式中，array 变量本质上就是一个“待办事宜”列表，它包

含了要处理的项目。使用shift()方法可以获取队列中下一个要处理的项目，然

后将其传递给某个函数。如果在队列中还有其他项目，则设置另一个定时器，

并通过arguments.callee 调用同一个匿名函数。要实现数组分块非常简单，可

以使用以下函数。 

 

chunk()方法接受三个参数：要处理的项目的数组，用于处理项目的函数，

以及可选的运行该函数的环境。函数内部用了之前描述过的基本模式，通过

call()调用的process()函数，这样可以设置一个合适的执行环境（如果必

须）。定时器的时间间隔设置为了100ms，使得JavaScript 进程有时间在处理

项目的事件之间转入空闲。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更改这个间隔大小，不过100ms 

在大多数情况下效果不错。可以按如下所示使用该函数： 

 

这个例子使用printValue()函数将data 数组中的每个值输出到一个<div>

元素。由于函数处在全局作用域内，因此无需给chunk()传递一个context 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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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当心的地方是，传递给chunk()的数组是用作一个队列的，因此当处理

数据的同时，数组中的条目也在改变。如果你想保持原数组不变，则应该将该

数组的克隆传递给chunk()，如下例所示： 

chunk(data.concat(), printValue); 

当不传递任何参数调用某个数组的concat()方法时，将返回和原来数组中

项目一样的数组。这样你就可以保证原数组不会被该函数更改。 

数组分块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将多个项目的处理在执行队列上分开，在每

个项目处理之后，给予其他的浏览器处理机会运行，这样就可能避免长时间运

行脚本的错误。 

一旦某个函数需要花50ms 以上的时间完成，那么最好看看能否将任务分割

为一系列可以使用定时器的小任务。 

6.11.4 函数节流 

浏览器中某些计算和处理要比其他的昂贵很多。例如，DOM 操作比起非DOM 

交互需要更多的内存和CPU 时间。连续尝试进行过多的DOM 相关操作可能会导

致浏览器挂起，有时候甚至会崩溃。尤其在IE 中使用onresize 事件处理程序

的时候容易发生，当调整浏览器大小的时候，该事件会连续触发。在onresize 

事件处理程序内部如果尝试进行DOM 操作，其高频率的更改可能会让浏览器崩

溃。为了绕开这个问题，你可以使用定时器对该函数进行节流。 

函数节流背后的基本思想是指，某些代码不可以在没有间断的情况连续重

复执行。第一次调用函数，创建一个定时器，在指定的时间间隔之后运行代

码。当第二次调用该函数时，它会清除前一次的定时器并设置另一个。如果前

一个定时器已经执行过了，这个操作就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如果前一个定时

器尚未执行，其实就是将其替换为一个新的定时器。目的是只有在执行函数的

请求停止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执行。以下是该模式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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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processor = { 

timeoutId: null, 

//实际进行处理的方法 

performProcessing: function(){ 

//实际执行的代码 

}, 

//初始处理调用的方法 

process: function(){ 

clearTimeout(this.timeoutId); 

var that = this; 

this.timeoutId = setTimeout(function(){ 

that.performProcessing(); 

}, 100); 

} 

}; 

//尝试开始执行 

processor.process(); 

在这段代码中，创建了一个叫做processor 对象。这个对象还有2 个方

法：process()和performProcessing()。前者是初始化任何处理所必须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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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者则实际进行应完成的处理。当调用了process()，第一步是清除存好的

timeoutId，来阻止之前的调用被执行。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定时器调用

performProcessing()。由于setTimeout()中用到的函数的环境总是window，所

以有必要保存this 的引用以方便以后使用。 

时间间隔设为了100ms，这表示最后一次调用process()之后至少100ms 后

才会调用perform-Processing()。所以如果100ms 之内调用了process()共20 

次，performanceProcessing()仍只会被调用一次。 

这个模式可以使用throttle()函数来简化，这个函数可以自动进行定时器

的设置和清除，如下例所示： 

 

throttle()函数接受两个参数：要执行的函数以及在哪个作用域中执行。

上面这个函数首先清除之前设置的任何定时器。定时器ID 是存储在函数的tId 

属性中的，第一次把方法传递给throttle()的时候，这个属性可能并不存在。

接下来，创建一个新的定时器，并将其ID 储存在方法的tId 属性中。如果这是

第一次对这个方法调用throttle()的话，那么这段代码会创建该属性。定时器

代码使用call()来确保方法在适当的环境中执行。如果没有给出第二个参数，

那么就在全局作用域内执行该方法。 

前面提到过，节流在resize 事件中是最常用的。如果你基于该事件来改变

页面布局的话，最好控制处理的频率，以确保浏览器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

过多的计算。例如，假设有一个<div/>元素需要保持它的高度始终等同于宽

度。那么实现这一功能的JavaScript 可以如下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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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onresize = function(){ 

var 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Div"); 

div.style.height = div. offsetWidth + "px"; 

}; 

这段非常简单的例子有两个问题可能会造成浏览器运行缓慢。首先，要计

算offsetWidth 属性，如果该元素或者页面上其他元素有非常复杂的CSS 样

式，那么这个过程将会很复杂。其次，设置某个元素的高度需要对页面进行回

流来令改动生效。如果页面有很多元素同时应用了相当数量的CSS 的话，这又

需要很多计算。这就可以用到throttle()函数，如下例所示： 

 

这里，调整大小的功能被放入了一个叫做resizeDiv()的单独函数中。然后

onresize 事件处理程序调用throttle()并传入resizeDiv 函数，而不是直接调

用resizeDiv()。多数情况下，用户是感觉不到变化的，虽然给浏览器节省的计

算可能会非常大。 

只要代码是周期性执行的，都应该使用节流，但是你不能控制请求执行的

速率。这里展示的throttle()函数用了100ms 作为间隔，你当然可以根据你的

需要来修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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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3D 场景搭建 

7.1 3D建模基础 

但一个 3D 模型如何制作呢？这一章将为大家介绍一下部分建模软件以及

建模软件中用到的技术。 

7.1.1 建模软件 

当建模可使用建模软件，常用的建模软件有以下两类： 

 通用商业 3D软件 

 

图 7-1 通用商业 3D软件 

 cad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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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cad 软件 

上面这两类 3D 软件，都可输出 3D 模型，并导入到 ThingJS 平台使

用 

7.1.2 建模软件中涉及的技术 

 mesh 建模 

 

图 7-3 mesh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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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通用商业 3D 软件使用的建模技术，有点像雕塑，使用多边形

体，进行编辑，再贴上贴图，模拟表面的材质。 

 Nurbs 

 

图 7-4 Nurbs 

Nurbs，即非均匀有理 B 样条曲线（Non-Uniform Rational B-

Splines) ,你只要知道，它是工业建模标准，大部分 3D CAD 软件支持建模

方法。它主要是通过数学公式定义每条线，每个曲面，所以可以做到无限细

分面，应用于数字机床加工等，我们平时看到汽车，飞机等均由这类技术设

计被用于制造。 

但目前 ThingJS 平台还不能直接支持这种数据，需要转换的普通 

3Dmesh 格式，并导入到 ThingJS 平台使用，导入后该模型的面数较多。 

 L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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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Loft 

这个技术，就是给我一个界面 2D 图形，在给我一条路径，我就能制作

一个模型给你。 

ThingJS 平台支持这项技术，比如 PolygonLine这类物体。 

 3D扫描 

 

https://www.thingjs.com/guide/?m=sample&c=sample_05A_Polyg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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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3D 扫描 

通过激光等技术对物体表面进行 3D 扫描，并进行 3D 重建得到模型。

ThingJS 在积极开发这项技术，敬请期待。 

 多照片自动建模 

CamBuilder 将在后续发布多照片自动建模功能，敬请期待。 

这是采集的雕塑照片 

 

图 7-7 雕塑照片 

这是通过照片建模技术生成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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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生成模型 

7.2 CamBuilder 

CamBuilder（也叫“模模搭”）是优锘科技推出的一款专门针对物联网设

计的 3D可视化软件。同时，CamBuilder也是优锘科技物联网 3D可视化

ThingJS平台的一个组件。CamBuilder致力于帮助非专业 3D建模人员快速搭建

3D场景。CamBuilder 不仅提供了一个使用简单易用、功能强大的 3D 搭建工

具，同时配合提供了丰富的 3D模型库，即使是没有任何图形编辑经验的普通用

户也可以快速搭建起例如：商场、医院、学校、仓库、公交车站等常见 3D场

景，大大提升了场景搭建效率。搭建好的 3D 场景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上传到

ThingJS在线平台上进行物联网可视化系统开发。 

7.2.1 主界面功能 

7.2.1.1 特性说明 

客户端主界面展示如下： 

主界面由四部分组成：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B_Interface.html#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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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主界面【1】 

 标题栏：左侧展示客户端的全称及版本号，右侧为窗口操作按钮。 

 菜单栏：包含我的场景、场景集市、DIY模型库、主菜单按钮等。 

 功能展示栏：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分别为搜索排序工具栏、场景列

表区和场景信息展示区。 

 底部信息栏：展示用户未同步场景、模型、贴图数量。 

1.标题栏 

 

图 7-10 标题栏【左侧】 

在标题栏中，左侧展示了客户端的 Logo、全称和版本号，右侧为窗口的操

作按钮，可放大、缩小、关闭客户端。点击可更换客户端的皮肤，系统默认为

【简约白】皮肤。现有两种皮肤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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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简约白】皮肤 

 

图 7-12 【暗黑】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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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菜单栏 

在菜单栏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左侧是三个主页签，我的场景、场景集

市、DIY模型库，右侧为四个功能按钮。 

菜单栏左侧主页签对应客户端主程序的三大模块： 

 

图 7-13 菜单栏【右侧】 

 我的场景：储存场景，包括了用户自己搭建的场景以及复制、购买

的场景。 

 场景集市：场景买卖平台，用户可将自己搭建的场景在此售出，也

可购买他人出售的场景。 

 DIY模型库：提供创建场景所需的模型、贴图等，也可以自定义上

传用其它软件制作的模型。 

菜单栏右侧有四个功能按钮，功能描述见下表： 

序

号 

功能图

标 

功能名

称 

描述 

1 
 

新建 新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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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功能图

标 

功能名

称 

描述 

2 
 

立即同

步 

与云服务器同步本账号的状

态和信息; 

3 
 

主菜单 主菜单功能入口; 

4 
 

登录 账户切换入口; 

主菜单内含有五个功能按钮，功能描述见下表： 

3.功能展示栏 

序

号 

功能图标 功能

名称 

描述 

1 
 

我的

账户 

用户账户的明细列表; 

2 
 

系统

设置 

可设置客户端的导出、

同步、调试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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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的三大模块由搜索栏、筛选排序栏等组成的工具栏、场景列表、场

景详细信息栏构成，界面展示如下： 

 

图 7-14 主界面【2】 

3 
 

用户

手册 

CamBuilder的用户操作

手册; 

4 
 

官方

论坛 

CamBuilder的官方论坛; 

5 
 

关于

我们 

CamBuilder的相关信

息，可在此查看客户端的更

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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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具栏 

如图 9所示工具栏分为两部分，左侧为搜索栏，右侧工具栏分为筛选条件

和排序条件两部分。 

 

图 7-15 工具栏 

 搜索栏：通过场景名称及 ID可找到对应的场景 。 

 筛选条件：可根据拥有的场景类型和状态进行场景筛选，若勾选了

筛选条件，则场景列表只展示符合条件的场景；若不勾选，则默认

展示所有场景。 

 排序条件：提供两种排序方式，本地修改时间和历史创建时间。默

认按照历史创建时间倒序排列。 

7.2.1.2 我的场景 

我的场景包括了用户创建，购买以及复制的所有场景，用户点击某一场

景，该场景的全部信息将显示到右侧【场景详情】栏中。每一个场景都含有一

个场景菜单项 

主界面由四部分组成：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B_Interface.html#My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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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主界面【3】 

场景菜单及其子菜单项展示如下： 

 

图 7-17 场景菜单 

菜单栏右侧有四个功能按钮，功能描述见下表： 

 场景预览子项功能列表： 

 下载场景子项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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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试场景子项 

序号 功能名称 描述 

1 CB 调试 使用 CamBuilder内置插件调试

场景; 

2 ThingJS 调试 以 ThingJS调试场景; 

序号 功能名称 描述 

1 CB预览 使用 uBuilder预览; 

2 插件预览 加载插件，在浏览器端预览; 

3 ThingJS预览 通过 ThingJS模式预览场景; 

序号 功能名称 描述 

1 离线部署包 下载该场景的模模搭 3D 资源部

署包; 

2 单机部署包（EXE） 下载后直接运行即可离线预览该

场景; 

3 单机部署包

（EXE+VR） 

暂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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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名称 描述 

3 ThingJS 第三方调

试 

以 ThingJS第三方调试场景; 

 其它操作子项功能列表 

序号 功能名称 描述 

1 以 VR打

开 

以 VR模式打开场景; 

2 同步场景 同步本场景到云服务器; 

3 设为私有

/公有 

设置场景为私有/公开; 

4 出售场景 将场景在场景集市中出售（该场景作者为

用户本身时，才可以出售场景）; 

5 删除场景 点击后，删除该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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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场景集市 

场景集市展示如图所示： 

 

图 7-18 场景集市 

场景集市是一个场景买卖平台，点击任意场景时，右侧展示该场景的详细

信息，包括该场景售价、ID、名称等。 

7.2.1.4 购买场景 

场景集市中出现的场景，均由场景作者自主出售，并制定售价。用户选择

需要购买的场景，点击购物车 【按钮】，出现付款界面。用户可选择支付宝或

微信扫码付款，也可使用优惠券进行付款。用户购买场景后，将获得该场景的

副本，并拥有对此副本的编辑、预览权限，可在【我的场景】中查看购买的场

景。如图所示：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B_Interface.html#Scene_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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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购买场景 

7.2.1.5 DIY 模型库 

DIY模型库主要由系统目录和用户目录（非系统目录）组成。其中，共有 7

个系统目录，分别为已购买的模型、已上传的模型、已复制的模型、照片建模

的模型、已上传的全景球、已添加的 OBJ模型、垃圾箱。 

DIY模型库目前仅支持 3层目录结构，第一层是系统根目录，只能存放系

统目录及用户自己创建的目录；第二层可存放文件夹目录、贴图或模型；第三

层只可存放贴图、模型。 

DIY模型库展示：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B_Interface.html#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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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 DIY 模型库 

点击上传资源，可上传贴图、OBJ模型、全景球照片等。界面展示如下： 

 

图 7-21 上传资源界面 

 贴图上传 

用户可在非系统目录上传自定义贴图，在系统根目录中不可上传贴图。贴

图支持 JPG和 PNG格式。上传的贴图可在 uBuilder 右侧模型列“个人”中，与

DIY模型库对应的文件夹内找到，与万能物体配合使用。 

 

图 7-22 贴图上传 

 OBJ模型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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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传资源】处选择【OBJ模型上传】即可打开以下界面： 

 

图 7-23 Obj模型上传【1】 

可在输入框中输入 OBJ模型所在路径，或点击【选择模型】浏览模型所在

路径，选择需要的模型，点击确定即可上传。要求上传的 OBJ模型为“.zip”

格式。上传成功的模型存放在系统目录“已添加的 OBJ模型”中，同时可在场

景搭建时使用上传成功的模型。 

OBJ模型导入规则： 

（1）OBJ模型文件需打包导入，格式为*.zip。文件包中含有模型、材

质、贴图、缩略图文件。 

（2）文件包组成（注：模型、贴图、材质、缩略图，需在同级目录） 

 模型文件：.obj格式 

 贴图文件：.png .jpg .dds .tga 格式 

 材质文件：.mtl格式 

 缩略图文件：.png格式（文件名须与 obj文件一致）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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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BJ模型的每个节点的顶点数量不能超过 65000，否则会报错。 

（2）模型文件、贴图文件、材质文件、缩略图文件必须以英文名命名。 

其他建议： 

使用 3ds Max制作 OBJ模型，在导入 CamBuilder（模模搭）前建议预先缩

小模型尺寸为原尺寸的 1/100，以便在 “基于 unity3d引擎的 CamBuilder”中

能按原尺寸显示该模型。关于 3ds Max、unity3d 两种平台间的尺寸体系差异，

若有更多疑问，可自行百度搜索了解。 

上传 Obj模型可参考下图： 

 

图 7-24 Obj模型上传【2】 

 全景球照片上传 

在“上传资源”处选择【全景球照片上传】即可打开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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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全景球照片上传【1】 

 

图 7-26 全景球照片上传【2】 

选择全景图照片后，会自动上传照片，照片上传成功后，即可点击【开始

创建】按钮，页面跳转只下一步，如图 19所示。点击【查看全景图】或复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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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图的 url，可以看到转换后的全景图。同时，可在场景搭建中，通过【插件

助手】中的【全景球助手】中使用。 

7.2.2 uBuilder 功能 

uBuilder主要分为两个功能，搭建功能和预览功能。 

搭建功能：即编辑场景，用户可根据需求进行场景编辑，包括模型属性编

辑、组合模型编辑、参考图导入、CAD导入、模型贴图等。 

预览功能：含有行走模式、楼层展开、视点编辑、视点动画、GIF 录制几

个功能。 

7.2.2.1 搭建功能 

菜单栏右侧，点击【新建】打开 uBuilder。 

 

图 7-27 新建功能 

界面介绍：打开 uBuilder界面会有数秒加载过程，加载完毕后的界面如

下：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B_ubilder.html#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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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主界面 

 uBuilder菜单栏 

 

图 7-29 uBuilder 菜单栏 

序号 功能名称 描述 

1 文件 进行打开、保存/另存为、导出以及导入 CAD

等操作; 

2 编辑 撤销/恢复对当前场景的操作; 

3 选择 选择同类型模型（暂未开放）; 

4 工具 参考图、场景截图; 

5 插件 支持官方插件; 

6 视角 切换 2/3D 视角，聚焦场景/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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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ilder菜单栏共分 7个菜单项，每个菜单项又分别含有不同的子菜单

项。各菜单项描述见下表： 

 uBuilder工具栏 

 

图 7-30 uBuilder 工具栏 

uBuilder工具栏共有 7个功能按钮，描述见下表： 

 自定义建筑工具栏 

自定义建筑工具栏主要用于对自定义建筑进行控制。 

 

 

图 7-31 自定义建筑工具栏 

自定义建筑工具栏的功能显示会根据不同的图层变化（如外部场景、自定

义建筑内、楼层内），功能描述见下表： 

 绘图工具栏 

7 帮助 uBuilder场景搭建快捷键说明（暂未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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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工具栏提供场景内模型绘图工具。 

序号 功能图标 功能名称 描述 

1 

 

打开 导入 cb1文件、全量场景包

件; 

2 
 

保存 保存当前场景; 

3 
 

场景截

图 

分高中低三种画质对场景进

行截图; 

4 
 

参考图

管理 

上传建筑物布局图等用于辅

助场景搭建; 

5 

 

设置 对整体场景进行设置，包括

场景光影及色彩特效，是否提交

烘焙，是否开启右键旋转; 

6 

 

帮助 uBuilder场景搭建快捷键说

明; 

序

号 

功能图标 功能名

称 

描述 

1 
 

返回 返回上一图层; 

2 
 

建筑 场景中的自定义建筑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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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 绘图工具栏 

通过这些工具，可以更便捷的对场景内的模型进行编辑，具体功能描述见

下表： 

序号 功能图标 功能名称 描述 

1 
 

选择 选中场景中任意对象，并对其进

行编辑该功能即是选中场景一个模

型，可以进行的操作 ，选中后有：

（属性） 设置、自定义属性编辑、

批量复制、镜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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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图标 功能名称 描述 

2 
 

框选 该功能即是用框选的方式择场景

中的几个模型，选中后操作有：（属

性 ） 设置、 自定义属性设置、组

合、复制、镜像、删除。 

3 
 

无地

板画墙 

开启本功能后，将以无地板模式

画墙; 

4 
 

画直

线墙 

该功能即是用直线的方式在场景

中对墙体进行绘制。主要用于户不规

则形状的墙体。注意，绘制完的墙体

若未闭合，则不会自动填充地板; 

5 
 

画矩

形墙 

该功能即是用直线的方式在场景

中对墙体进行绘制，主要用于用户规

则形状的墙体; 

6 
 

给墙

加点 

如果需要将墙体打断，可以通过

该功能实现，添加过墙点的墙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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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图标 功能名称 描述 

是连续的整体，可以对两个点间的墙

体进行其他的操作; 

7 
 

擦除 可以删除给墙的加点（及点两边

的墙体）; 

 视图工具栏 

视图工具栏主要用于对当前场景的展现方式进行设置，包括 2D/3D 视角切

换、聚焦特定模型、是否展示室外场景等功能。 

 

图 7-33 视图工具栏 

具体功能描述见下表： 

1 

 

看 2D/3D

（空格键） 

点击或按空格在 2D、3D

视角中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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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聚焦物体 聚焦至当前的物体或建筑； 

3 

 

行走模式 以第一人称进行行走，按

【Esc】按钮返回； 

 场景内模型搜索 

当 uBuilder场景中模型数量众多时，寻找特定模型较为困难。uBuilder

提供场景搜索功能，可以搜索当前场景中的模型。搜索关键字可以是模型的自

定义 ID，也可以是模型名称。搜索框在右侧模型库的搜索页签中。 

序号 功能图标 功能名称 描述 

1 

 

看 2D/3D

（空格键） 

点击或按空格在 2D、3D视

角中切换； 

2 
 

聚焦物体 聚焦至当前的物体或建

筑； 

3 

 

行走模式 以第一人称进行行走，按

【Esc】按钮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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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4 场景搜索功能 

输入搜索内容时，搜索框下方会即时展示符合搜索条件的模型列表，场景

中的对应模型上方也会出现提示气泡。选中其中一个模型，则场景视角自动聚

焦至该模型。 

 

图 7-35提示气泡 

7.2.2.2 编辑功能 

 场景编辑 

在 CamBuilder 中可以非常方便的搭建和管理场景。用户点击主界面的【新

建】按钮，即可打开新建场景的页面，等待数秒加载完毕后，即可开始搭建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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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mBuilder 场景中，按住鼠标左键可旋转场景，鼠标左键还可从模型库

中拖拽模型至场景中、绘制建筑结构、对模型进行选中并进行下一步操作等，

按住并拖动鼠标右键可以平移场景，滑动鼠标滚轮可以进行场景缩放。 

通过菜单栏可以对场景进行保存、另存，恢复。详细说明如下： 

1.打开： 

 打开：用户可以从外部导入 cb1 文件或全量场景包。 

 打开 CAD文件： 

点击【打开 CAD 文件】，首先出现 CAD 导入的前导页，用户导入 CAD文件

前，可参考前导页图纸导入标准，点击下一步，进入图 31，选择需要上传 CAD

文件。文件上传成功后，可按照 CAD图纸进行识别墙、合并墙、识别门、添加

门等操作。 

 

图 7-36 打开 CAD文件 

2.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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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保存当前场景，在保存时可更改场景名称、另存场景、添加场景说

明。 

 

图 7-37 保存场景 

保存时，可选择保存的格式，格式说明如下： 

序

号 

功能名

称 

描述 

1 .cb1 由场景文件和自定义模型组成，场景文件包括场

景的信息、通用模型等。 

2 .tjs 由 ThingJS场景文件和自定义模型组成。

“.tjs”格式的文件只能由 ThingJS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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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景截图： 

场景截图提供三种保存清晰度，分别是默认、高清（3K）和超清（4k），

清晰度为高清和超清的截图对电脑配置有一定要求，低配置机器慎用。 

4.设置： 

此功能是设置当前场景的一些光影及特效，点击【设置】按钮，弹出如下

界面： 

 

图 7-38 场景特效设置 

操作设置是对是否开启右键旋转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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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9 操作设置 

烘焙是优化场景显示，烘焙会对场景进行固化，若对烘焙过的场景进行修

改，预览时会出现错误，可删除烘焙修改场景后，再次提交烘焙。 

 

图 7-40 烘焙效果 

5.插件管理-全景球助手 

此功能和 DIY 模型库中“全景球照片上传”配合使用，需要预先上传全景

球照片，然后才可使用此功能。点击【全景球助手】，弹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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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1 全景球助手界面 

使用步骤： 

 创建新的全景图模型，中央绘制区域会出现新的全景图模型； 

 点击 2后，弹出右侧 DIY模型库中上传的全景图列表，选择需要

的全景图； 

 点击确定后，全景图和全景图模型相对应。剩余模型按上述方法

创建完毕； 

 点击 4，在面板左侧“场景中的全景球模型”列表中，选择需要

填入关系的模型。点击下一步按钮，可以将上述选择的关系和模型对应

起来。当一个关系的两端全部配置完成后，场景中会出现相应的箭头标

识； 

 点击【部署】按钮， 部署完成后可在当前场景双击预览，或者在

预览场景模式下查看。 

可以进入 ThingJS 官网文档中心获取全景球【使用教程】（产品名称：

ThingP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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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属性编辑 

在模型中心中，有模型库、模型信息、调色盘和搜索四个子页面。在模型

库中所有模型按照使用场景及类别分类，点击场景中的模型，打开模型信息页

面可查看该模型的属性信息，点击调色盘可更改该模型的材质及颜色。 

模型中心里有两个搜索入口，模型库上方的搜索框可通过关键词搜索模型

库中的模型，搜索子页面则用来搜索当前场景中的模型。 

CamBuilder中所有的模型都已全面对象化，均带有自有参数编辑和驱动，

并可任意修改除 ID、模型名外的其它属性。如下图所示： 

 

图 7-42 模型属性编辑 

上方弧形从左至右依次为：设置、自定义属性设置、编辑信息牌、编辑、

批量复制、复制、镜像、删除。 

下方三个按钮从左至右依次为：拖动调整旋转角度、拖动调整位置、拖动

调整上下位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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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来修改物体的基本属性，编辑自定义 ID、为物体重命名、或修

改长宽高等参数。勾选【预览隐藏】，则该模型在预览模式下不显示，勾选

【预览时可选】，则该模型在预览模式中可以被选中。勾选【接收数据】

后，该模型可被外部数据驱动。 

 

图 7-43 基本属性设置 

 自定义属性设置：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搭建场景的需求，自定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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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4 自定义属性设置 

 编辑信息牌： 

每个物体可以增添一个信息牌，点击【保存】只保留最近一次的编辑记

录。用户可以在样式选择中选择自己需要样式，信息牌中的文本均可再编

辑。若勾选【3D 模型化】，则该信息牌会变成普通 3D模型，若不勾选，则

信息牌始终正对屏幕。勾选【编辑时可见】，则信息牌在也会在编辑的同时

显示。 

 

图 7-45 信息牌设置 

 编辑： 

沿 x, y, z 轴三个方向对模型进行平移、旋转、缩放，按住 shift键进

行旋转时，则模型每次固定旋转 15°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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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6 模型旋转 

 批量复制： 

连续复制选中模型并移动鼠标，按鼠标移动方向连续复制，按方向键可

对模型方向进行调整，按 ctrl滑动鼠标滚轮可对模型间距进行调整，随光

标移动显示当前复制的模型数量及模型间距。 

 

图 7-47 批量复制 

 复制： 

复制选中模型（单个）。 

 镜像： 

原地 180°旋转当前选中模型，模型位置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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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8 镜像编辑 

 删除： 

删除选中模型。 

1. 拖动调整旋转角度： 

按住该按钮移动鼠标，旋转选中模型，并显示旋转角度，松开左键完成

旋转。 

2. 拖动调整位置： 

按住该按钮移动鼠标，在水平方向上移动选中模型，显示模型位移（x

轴位移，y轴位移）。 

3. 拖动调整上下位置： 

按住该按钮上下移动鼠标，可延竖直方向移动选中模型，显示离地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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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9 离地高度设置 

4. 模型吸附对齐： 

在编辑场景时，有时会需要对若干个模型进行对齐摆放。uBuilder 提

供吸附对齐功能。按住 V键不要松开，移动光标，附近的模型端点会出现可

选择的圆圈，选中后拖动至另一个模型附近，即可用选中的模型端点去对齐

另一个模型的端点。 

 

图 7-50 模型吸附对齐 

 组合模型编辑 

选中若干个模型后，点击【组合】按钮，则多选中的模型会组合成一个

模型，对应的按钮图标也会变为【解组】图标，该操作是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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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1 组合模型编辑 

组合后的模型可以进行复制、镜像等编辑操作。 

 参考图导入 

此功能主要针对用使用 CAD或其他建筑物布局图纸进行平面图设计。用户

可将这些图纸导入到当前场景中，辅助用户创建 3D场景。首先点击【参考图管

理】按钮，弹出参考图管理框： 

 

图 7-52 参考图管理框 

点击【查看管理】，点击选择图片文件上传参考图，参考图只可上传一

张，需要替换时点击查看管理重新选择图片即可。参考图将自动定位在当前所

处楼层的地面高度。 

参考图上传完毕后，点击设置比例可对参考图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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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3 调整比例 

点击【应用】后点击【完成】结束设定。 

 

图 7-54 设置楼层中心点 

用户还可以设置参考图透明度，点击右上角【关闭】按钮后隐藏参考图及

参考图管理窗口，再次点击参考图管理可调出。 

点击右侧开关按钮也可显示或隐藏参考图，但参考图管理窗口不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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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贴图 

用户可以自行上传贴图到 DIY模型库中，编辑时通过右侧模型中心-个人选

择需要的贴图。如果 DIY模型库中的贴图模型有变动，可在编辑界面内通过

【刷新】功能进行同步。 

贴图的使用方法：选中贴图模型后，光标变为油漆桶形状，点一下需要修

改的墙面（或者地板、天花板、屋顶这类本身具有贴图性质的模型），该贴图

自动平铺所选墙面，用户可以通过调整模型的高度和宽度来修改平铺时单张贴

图大小，从而调整贴图覆盖的纵向及横向密度。如果用自定义贴图修改其他模

型，则会根据贴图中的颜色更改该模型的配色方案。 

 

图 7-55 模型贴图 

此外，模型库中的墙面、地板、天花板、屋顶等图案，属于贴图类型，用

户同样可以调整这些贴图的横向密度和纵向密度。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333 

 

 

图 7-56 贴图密度调整 

 传送点设置 

在编辑场景时，可以通过模型的自定义属性配置传送点。在预览场景时的

第一人称行走状态下，行走到传送点的位置会传送到配置的地点。 

在自定义属性中键入 key:_Portal_，value:要传送物体的自定义 ID，则预

览时候走到物体上就会传送到指定 ID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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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7 物品属性设置 

 距离测量 

在编辑场景时，按下【B】即进入测量状态。鼠标连续点击场景，创建测量

路径。测量状态中，按住 shift键可竖直向上绘制路径（垂直于平面），按住

ctrl键可在平面内沿水平、垂直或 45°方向绘制路径。 

点击鼠标右键停止绘制测量路径。 

如需删除，点击路径末尾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测量路径。 

 

图 7-58 距离测量 

3.模型中心 

模型中心在界面右侧，分为四个页签，分别是模型库、模型信息、模型调

色板及场景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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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9 模型中心页签 

 模型库 

模型库中的模型分为室外、室内、效果、生物、生活、交通、消安、机

房、其它、抽象、遗弃、个人、功能 14个子库，可通过最右侧的列表菜单切

换，以下对抽象、个人、功能 3个子库进行简要介绍。 

抽象：点击打开【抽象】模型子库，查看可以进一步摆放的要素包括万能

物体、物体、虚拟辅助物体三部分。若模型库中没有需要的模型，则可以使用

万能物体打组拼接。 

个人：该功能是针对当前登录的用户 DIY 的模型。如果用户已经 DIY了自

己的模型并且需要用到当前搭建的场景中，可以通过下图中的页面进行模型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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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0 添加选项 

如果用户是第一次使用该功能，需要点击上图中的【添加】按钮，在主界

面 DIY模型库中新建模型目录及上传新建模型。 

功能：功能模型包括线路（三种颜色）、管线、漏水线、虚拟物体、曲

线、数据六类模型，主要用于在场景中进行功能标注。除虚拟物体外，均可设

置预览隐藏。 

功能模型不可修改模型材质和颜色，但虚拟物体（文字）可通过 html代码

修改文字颜色。举例：< color=yellow>CamBuilder< /color>，将显示黄色的

“CamBuilder”三个字。 

曲线模型是有一定宽度、无厚度的线条，默认线宽为 1m，有带箭头和不带

箭头两种线条样式。曲线及曲线上的节点均可命名。曲线可以修改颜色，曲线

上可贴图，贴图可流动，流动速度可通过设置中的“贴图重复”调整。曲线宽

度可通过“线宽”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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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1 贴图重复调整 

曲线可跨楼层绘制，在绘制曲线的过程中，Ctrl+Q,显示其他楼层,Ctrl+W

隐藏当前楼层。 

 模型检索 

在模型库上方有模型库搜索窗口，可通过关键词搜索模型库中的模型，默

认显示当前所在子库的搜索结果，按该模型所属类别分类显示。用户可切换其

它子库查看该关键词的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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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2 模型检索 

 模型属性 

uBuilder模型库中的模型根据特性可分为以下几类：自定义建筑模型、门

窗模型、墙模型、动态效果模型、动画模型、摄像头模型、贴图模型、普通模

型。用户可以通过右侧模型中心的模型信息面板查看及编辑模型属性。 

自定义建筑模型：用于创建自定义建筑。 

对于自定义建筑，用户可修改自定义建筑的尺寸（单位：米）和下沉距

离，还可对其进行复制以及删除操作。需要注意一点，自定义建筑的尺寸会被

实际建筑结构的尺寸覆盖显示，但属性里的长宽数据并未更改。 

 

图 7-63 建筑属性设置 

门窗模型：只能放置在墙模型上，若放置门窗模型的墙壁宽度不够，门窗

模型会自动在视觉上调整所处墙壁宽度（墙壁实际宽度未改变），但仍会造成

门窗模型不能正常显示。用户可以修改门窗的尺寸（单位：米）、开门方向及

是否开门，目前 uBuilder 的门窗模型中暂时只有开门的效果，没有打开窗户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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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4 门窗属性设置 

墙模型：场景中的【摆围栏】和【拉墙壁】创建的本质上都是创建的墙模

型。自定义建筑中的所有墙组成了该自定义建筑的建筑结构。用户可以通过画

直线墙和矩形墙两种方式编辑建筑结构，画好的墙可在选中点打断，也可直接

在中点打断。墙的各种属性也可通过【选中-设置】或右侧的模型属性面板进行

编辑。 

 

图 7-65 墙属性设置 

动态效果模型：带有动态效果的模型，一般用于丰富场景效果，当前有的

动态效果模型有喷水、火焰、闪电、水面（水面也属于贴图模型）等。与带动

画的模型不同点在于，动态效果不可暂停、不可更换动画。动态模型的模型菜

单及模型属性与普通模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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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6 物品属性设置【1】 

动画模型：模型库中，有一些模型带有动画效果，载入新场景后，场景中

鞠躬欢迎的女性模型就是这样的模型。动画模型的动画可以在右侧模型属性面

板中进行控制，可选择是否播放动画，也可以从下拉列表中更换动画。 

 

图 7-67 物品属性设置【2】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341 

 

摄像头模型：这是一类特殊模型，默认携带一条自定义属性用于规定物体

类型为摄像头。摄像头模型在预览时可以打开监控范围（视锥），可用于查看

监控盲区。通过 API 二次开发，输入摄像头 IP地址与现实中的摄像头相连接，

可在 uBuilder场景中实时显示当前的监控画面。摄像头模型的这些功能主要用

于安防领域应用。 

 

图 7-68 物品属性设置【3】 

贴图模型：贴图模型包括模型库现有贴图及用户上传的自定义贴图，场景

中的墙壁图案、围墙效果、天花板图案、地板图案、水面效果均属于贴图。使

用贴图时，光标变为油漆桶形状，可改变选中的模型的外观。 

普通模型是模型库中数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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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9 物品属性设置【4】 

 模型材质 

选中模型后，在右侧【模型中心-调色板】面板中可以修改模型的材质及颜

色。部分模型由于预设属性原因不支持修改。当前修改模型材质是整体修改，

之后会对模型材质部分做进一步完善。 

在调色板中，需要先将模型材质从“默认”修改为其它材质才能更改颜

色。更改模型材质后，还可调整模型的透明度，下方三条色值属性默认为最高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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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0 色值属性 

 Obj 模型上传 

在模型中心“个人”中，点击【添加】，选择需要上传的 OBJ模型，上传

成功后，可在“已添加 OBJ模型”文件中找到并使用。此外，在 DIY 模型库中

上传的 OBJ模型，也存放“已添加的 OBJ模型”中。 

4.自定义建筑 

自定义建筑是 uBuilder提供的最灵活的一个模型，用户进入自定义建筑内

部后，可以自行绘制想要的建筑结构、摆放模型等。 

 自定义建筑绘制 

以下是自定义建筑的具体绘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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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1 自定义建筑绘制 

首先将【室内-楼】中的自定义建筑拖拽到场景中，放置在合适的位置。自

定义建筑的大小可以通过模型设置进行调整。 

双击进入自定义建筑内部编辑更多细节。 

在楼层搭建时，有两种墙体绘制方式，一个是画直线墙，一个是画矩形

墙。绘制出的墙体默认为白墙，墙体高度 3m，可根据需要选中要修改的墙进行

属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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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2 自定义建筑内部编辑 

墙面的高度厚度等属性均可通过设置进行调节。 

更换墙面图案：点击刷内/外墙壁中的图案，当出现油漆桶图标时点击要刷

的墙面改变图案（刷内外墙壁时建议更换到 3D视角）。 

编辑完一层后，可以在左上角的菜单栏中点击【复制当前楼层】按钮，将

复制该层的房间结构及所有物品；也可以点击【新楼层】按钮新增空楼层。 

如果未进入自定义建筑，直接在场景中编辑建筑结构，则该“建筑”无法

封顶，也无法在一层基础上新建楼层，需要将处于“室外”的墙、模型等，移

动进自定义建筑内变为室内场景。具体操作是，先在场景中放置一个自定义建

筑，双击进入，在左上方的菜单栏中点击【属性设置】，在弹出窗口中勾选

【移动室外场景到本层】点击确定，室外的墙和所有模型就被移动到了自定义

建筑内的当前楼层。 

 编辑建筑外立面 

自定义建筑的默认外观由用户编辑的建筑结构决定，若觉得不好看希望更

改外观，则可通过编辑建筑外立面实现。 

进入自定义建筑的建筑层面，点击【开始编辑建筑外立面】，从【室内-

楼】中，选择想要的楼宇模型拖拽到自定义建筑中，点击【返回】回到室外，

即可看到该自定义建筑的外观变成了所选楼宇模型的外观。 

若想更换自定义建筑外观，删除原先的楼宇模型后重新拖拽新的楼宇模型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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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3 自定义建筑的建筑层面 

 建筑结构隐藏 

建筑结构隐藏功能与前一节的编辑建筑外立面功能相关联。编辑建筑外立

面后，室外场景中，该建筑的外观变为选定楼宇模型的外观，建筑结构默认被

隐藏。如果想在显示外立面的同时显示建筑结构，可进入建筑后点击【建筑结

构隐藏】状态按钮，此时状态变为【建筑结构显示】，去除了默认的隐藏效

果，再次返回室外场景，即可看到自定义建筑原本的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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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4 建筑结构隐藏 

 自定义建筑工具栏 

自定义建筑工具栏主要用于对自定义建筑进行控制。由于所处不同场景层

次时显示菜单不同，故以下按自定义建筑层次对功能进行描述。 

（1）建筑 

点击建筑弹出自定义建筑列表，列表中背景色显示当前所在建筑，点击

列表中的建筑名称，切换至该建筑。在建筑层面可以开始/关闭编辑外立

面，可以显示/隐藏建筑结构。点击自定义建筑中的楼层，弹出菜单： 

 

图 7-75 自定义建筑编辑菜单 

功能从左至右依次为： 

 进入内部：进入选中楼层； 

 复制：在当前楼层上复制该层，包括楼层结构和该层所有模型； 

 新建：在当前楼层上新建空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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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移动楼层：将当前楼层向上移一层； 

 向下移动楼层：将当前楼层向下移一层； 

 删除：删除选中楼层，上面的楼层自动下移。 

（2）楼层 

 

图 7-76 楼层列表 

点击【楼层】弹出楼层列表，列表中背景色显示当前所在楼层，点击列

表中的楼层名称，切换至该楼层。进入楼层后，左上角工具栏中增加显示以

下按钮： 

 复制当前楼层：复制选定楼层至自定义建筑顶层上，复制内容包

括楼层结构和该层所有模型； 

 新楼层：在自定义建筑顶层上新建空楼层； 

 显示/隐藏天花板：显示天花板后可通过贴图工具改变天花板颜

色，隐藏天花板后方便修改房间结构及模型； 

 属性设置：设置楼层名称，墙的高度，勾选【生效到所有墙】则

该层所有墙壁变为设置高度，不勾选则之后新建的墙为设置高度，勾选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349 

 

在室外显示本层模型，则在场景中可通过打开的门等看到该层内的模

型，勾选【移动室外场景到本层】，室外所有模型、墙均移动到室内，移

动至室内后不可移除，若误操作，可通过撤销恢复； 

 删除：只能删除该层的所有墙和模型，不能删除楼层； 

（3）房间 

房间列表：点击列表中的房间名称，聚焦至该房间。 

5.预览功能 

uBuilder预览功能是后续重点发展功能。对行业 3D可视化而言，多数情

况，3D预览是核心功能，而 3D场景编辑只是生产过程，因此预览功能非常重

要。 

 行走模式 

在场景预览中，点击右上角的行走图标，将红色光标放置在闭合墙体构成

的地面上，或自定义建筑的室内，则会进入第一人称行走模式。在行走模式

中，可按 shift键进行奔跑加速，也可以按空格键进行跳跃。需注意，当所在

位置从闭合场景离开时，会造成无限掉落。按 esc键可退出行走模式。 

 楼层展开 

在有自定义建筑的场景内，双击进入自定义建筑，点击右上角的楼层展开

按钮，可以对自定义建筑进行楼层展开。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B_ubilder.html#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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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7 楼层展开【1】 

 

图 7-78 楼层展开【2】 

 视点编辑 

通过界面左上方菜单中的【工具-视点编辑】打开视点编辑面板。视点编辑

中包括新建、插入视点及编辑视点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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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9 视点编辑 

视点其实是特定位置的屏幕快照，在视点展示时点击该视点即可直接转换

场景角度、远近至该视点设定的位置。 

用户在视点编辑中可以新建视点，插入视点，给视点命名，重新捕捉视点

快照。并可设定该视点是否在预览时展示。 

 视点动画 

视点动画其实是将多个视点快照串起来形成连续的场景变化，场景变化时

的视角飞行时间及各个场景的停留时间均可自行设置，默认飞行时间 2s，停留

时间 5s。 

点动画的具体操作步骤是：从【工具-视点编辑】打开视点编辑面板，点击

【视点动画】页签切换，点击【插入】创建新的视点动画，点击【操作】，将

场景旋转调整至满意的视角，再点击【插入】，完成视点动画中第一个视点的

编辑，重复旋转场景并【插入】视点动画的操作，即得到多个视点连续切换变

化的视点动画。点击右下角的播放按钮播放视点动画，将从当前所处场景视角

按设定的飞行时间变换至视点动画中的快照场景，并按当前排列的视点快照的

次序依次循环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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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0 视点动画设置 

 GIF 录制 

GIF录制功能基于视点动画功能。具体操作是，编辑好视点动画后，勾选

屏幕右下角的【录制 GIF动画】按钮，点击【播放视点动画】，播放的同时将

录制 GIF动画并保存至【我的截图】。视点动画默认连续循环播放，录制的

GIF仅录制第一次播放的视点动画。 

6.快捷操作 

为了使操作更加简便快捷，uBuilder设置了若干快捷键。描述如下： 

（1）墙 

 Ctrl：按住取消吸引。 

 Shift：按住画垂直/水平的墙。 

 Delete：删除墙。 

（2）物体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B_ubilder.html#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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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按住单选物体；批量复制的 时候，按住 Ctrl加滚轮调整

距离。同时按键盘的上下左右可以调整方向。 

 Shift：按住可在 3D场景下旋转物体角度，点要旋转物体时方向

的小球有 3个点，代表 3个坐标轴的方向，可以固定每次 15 度角旋转。 

 Alt：按住能选中同一模型的所有物体 

 F：按住。如有选中就是聚焦，无选中就是聚焦整个场景 

 空格： 2/3D切换 

（3）参考图设置比例 

 Shift：按住点鼠标左键能快速设置中心点。 

 ctrl：按住加鼠标左键比例尺的第一个点。 

 Alt：按住加鼠标左键是比例尺的第二个点。 

 Ctrl+z：撤销操作 

 Ctrl+y：重复操作 

 Shift：多物体选择之后按住 Shift再点击物体可减选 

（4）预览 

 ASDWQZ：有视角移动效果 

 空格：2D/3D 切换 

 F：物体聚焦 

7.文件格式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B_ubilder.html#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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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ilder 在场景导出中支持更多文件格式，现对所有文件格式介绍如下： 

序 分类 
格

式 
格式名 格式 说明 

1 

ThingJS 

.tjs 
ThingJS场景

包 

由 ThingJS场景文件和自

定义模型组成。该

“.tjs”格式的文件只能

由 ThingJS打开。 

2 .tjs 
阿里 IoT资源

包 

专为阿里物联网云打造。

该“.tjs”格式的文件可

上传至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中，也可由 ThingJS 打

开。 

3 

CB 

.cb1 
CB场景

包 （* . c b1 ） 

由场景文件和自定义模型

组成，场景文件包括场景

的信息、通用模型等。 

4 .c b2 
CB场景

包 （* . c b2 ） 

由 UI资源、场景文件和自

定义模型组成，场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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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场景的信息、通用模

型等。 

5 

uDCV 

.json 
uDCV完整场景

文件 

生成可供 uDCV产品使用的

建筑模型信息及设备位置

的数据文件。 

6 .json 
uDCVC场景建

筑文件 

生成可供 uDCV产品使用的

建筑模型信息的数据文

件。 

7 .json 
uDCVC场景布

局文件 

生成可供 uDCV产品使用的

设备位置的数据文件。 

8 

3DSMax 

. max max资源包 

由 3DSMax软件生成的源文

件格式，安装了 3DSMax 软

件后即可打开此文件。 同

时也可以将此文件转换成

其它格式。 

9 . fbx fbx资源包 

由 3DSMax软件生成的模型

文件格式，安装 3DSMax 软

件后即可打开此文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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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可以将此文件转换成

其它格式。 

1 0 . 3ds 3ds资源包 

由 3DSMax软件生成的模型

文件格式，安装 3DSMax 软

件后即可打开此文件，同

时也可以将此文件转换成

其它格式。 

1 1 . obj o bj资源包 

.obj文件是一种 3D模型文

件格式，适合用于 3D软件

模型之间的互导，安装

3DSMax或 Maya软件既可打

开此文件，同时也可以将

文件转化成其他格式。 

1 2 . dae dae 资源包 

.dae是一种 3D模型文件格

式，可由 3DSMax、Maya等

软件输出，安装 3DSMax 或

Maya软件即可打开此文

件，同时也可以将此文件

转换成其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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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stl stl资源包 

.stl 是一种 表示三角形网

格的文件格式，安装

3DSMax软件后既可打开此

文件，同时也可以将文件

转化成其他格式。 

1 4 . wrl w rl资源包 

.wrl 是一种虚拟现实文本

格式 ，可通过 VRML 浏览器

或 3DSMax等软件打开，同

时 也 可通过 3DSMax 软件

后转化成其他格式。 

15 G LTF .zip glTF资源包 

glTF资源包导出的压缩文

件中包含

了. json 、. bin 和.gltf

格式的文件，其中.gltf格

式是一种最新的实时 3D资

源交换格式，用于互联网

或移动设备上展现 3D内

容，充分支持

opengl,webgl,opengles 图

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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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CityBuilder 

CityBuilder 是 ThingJS 平台提供的城市级别搭建组件。CityBuilder 支

持标准 GIS 数据导入，也支持 CamBuilder 所搭建的场景模型整合，还支持常

规 3DSMax 模型文件导入。 

CityBuilder可在城市乃至地球这样大尺度区域上创建、展示场景，为智

慧城市类应用提供强大平台支持。 

CityBuilder 是一款交互式配置 3D 地图的 SaaS 平台，基于 ThingJS 和 

3D GIS 可视化技术实现，是 ThingJS 的可视化搭建组件之一，专注于城市级

尺度 3D 可视化。 

CityBuilder 也是一个设计师与开发者协同工作的平台，设计师来制作

“活”的 3D 地图效果，开发者专心致志地写业务的代码逻辑，两个角色尽其

所长，创造专业价值，共同实现终端用户的基本生产需求和可视化情感需求。 

CityBuilder 致力于帮助用户快速搭建城市 3D 场景，并支持应用于开发

环境中，为团队有效地降低开发门槛、缩短开发周期、减少开发成本。 

 

图 7-80 地图广场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359 

 

 

图 7-82 地图模板 

7.3.1 快速创建地图 

7.3.1.1 快速引用 CityBuilder 地图创建 map 

在线开发中，打开地图面板，双击某个地图即可快速创建改地图项目 

var app = new THING.App(); 

app.background = [0, 0, 0]; 

// 引用地图组件脚本 

THING.Utils.dynamicLoad(['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earth

.min.js'], function () { 

    app.create({ 

        type: 'Map', 

        // CityBuilder 中地图的 url 

        url: 

'https://www.thingjs.com/citybuilder_console/mapProject/config/TVRF

NE9UZz1DaXR5QnVpbGRlckAyMDE5', 

        complete: function (event) { 

            console.log(event.object.userLayers.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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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3.1.2 直接创建 map 

var app = new THING.App(); 

app.background = [0, 0, 0]; 

// 引用地图组件脚本 

THING.Utils.dynamicLoad(['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earth

.min.js'], function () { 

    // 创建 map 

    var map = app.create({ 

        type: 'Map', 

        atmosphere: true, // 显示/隐藏 大气层 默认 true 

        style: { 

            night: true, // 开启/关闭 白天黑夜效果 默认 true 

            fog: false  // 开启/关闭 雾效 默认 false 

        } 

    }); 

    // 创建一个瓦片图层 

    var tileLayer = app.create({ 

        type: 'TileLayer', 

        name: 'tileLayer1', 

7.3.2 地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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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 生命周期 

地图对象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部分：创建、存在(创建完成)和销毁，本部分

将分步骤介绍地图完整的生命周期过程。 

 创建 app 对象 

var app = new THING.App(); 

app.background = [0, 0, 0]; 

 引用 uearth 插件，创建 map 对象。创建后，开始加载地图资源

(url），地图加载完成后触发 complete 事件。 

// 引用地图组件脚本 

THING.Utils.dynamicLoad(['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earth

.min.js'], function () { 

    app.create({ 

        type: 'Map', 

        // CityBuilder 中地图的 url 

        url: 

'https://www.thingjs.com/citybuilder_console/mapProject/config/TVRF

NE9UZz1DaXR5QnVpbGRlckAyMDE5', 

        complete: function (event) { 

            console.log(event.object.userLayers.length); 

        } 

    }); 

}); 

 销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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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毁地图，并清空地图容器 

map.destroy(); 

 隐藏地球，有时可能只是需要不显示地球 

map.visible = false;// 不显示地球，包括地球上的所有图层 

7.3.2.2 地图显示设置 

1.设置地图视角 

 通过设置地图中心和相机高度 

app.camera.earthFlyTo({ 

    lonlat: [116.372, 39.863],//目标点经纬度 

    height: 5000,//离地高度 

    heading: 60,//水平方向角度 

    pitch: 45//垂直方向角度 

}); 

 调整地图视角到地图数据范围 

app.camera.earthFlyTo({ 

    lonlat: [116.372, 39.863],//目标点经纬度 

    height: 5000,//离地高度 

    heading: 60,//水平方向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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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tch: 45//垂直方向角度 

}); 

 地球指北 

map.rotateToNorth(1);//参数是旋转的速度 

 禁止地球旋转 

app.camera.enableRotate = false; 

2.设置地球底图样式 

 通过设置 tileLayer的 url切换底图，适用于自己创建 map和

tileLayer的情况 

var baseLayerUrl= 

'https://webst0{1,2,3,4}.is.autonavi.com/appmaptile?style=6&x={x}&y

={y}&z={z}'; 

tilelayer.url = baseLayerUrl; 

 如果是调用 CityBuilder的地图 url方式，可通过如下方式更换底

图 

//以下代码需要添加到创建 map 的回调函数中 

var baseLayer = ev.object.baseLayers[0]; 

baseLayer.url = 

'https://webst0{1,2,3,4}.is.autonavi.com/appmaptile?style=6&x={x}&y

={y}&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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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地球点击处位置坐标下功能 

// 地图注册点击事件 

map.on('click', function (ev) { 

    var lonlat = ev.coordinates; // 获取鼠标点击处的经纬度 

    // 将经纬度坐标转为三维坐标，第二个参数代表离地高度 

    var worldPos = CMAP.Util.convertLonlatToWorld(lonlat, 0); 

    // 根据经纬度和方位角计算物体在地球上的旋转信息，第二个参数

为方位角 默认 0 

    var angles = CMAP.Util.getAnglesFromLonlat(lonlat, 0); 

    console.clear(); 

    console.log(lonlat); 

    console.log(worldPos); 

    console.log(angles); 

}) 

7.3.2.3 图层管理和园区管理 

1.图层管理 

 添加/移除图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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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addLayer(tileLayer); 

…… 

…… 

map.removeLayer(tileLayer); 

…… 

 查询/获取图层 

//通过 name 查询 

var queryResult = app.query(layerName)[0]; 

if(queryResult.length>0){ 

    var layer = queryResult[0];//获取到第一条查询结果 

} 

//通过类型查询 

var queryResult =  app.query('FeatureLayer'); 

if(queryResult.length>0){ 

    var layer = queryResult[0];//获取到第一条查询结果 

} 

2.园区场景 

 添加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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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的经纬度坐标(GCJ_02 坐标系) 

var sceneLonlat = [115.9238, 40.5127]; 

// 将园区的经纬度坐标转为三维坐标,第二个参数代表离地高度 

var position = CMAP.Util.convertLonlatToWorld(sceneLonlat, 0.5) 

// 计算园区在地球上的旋转角度，第二个参数可以调整,对园区在地球

表面进行旋转 

var angles = CMAP.Util.getAnglesFromLonlat(sceneLonlat, 65); 

// 相机飞到指定的地理位置和指定高度 

app.camera.earthFlyTo({ 

    lonlat: sceneLonlat, 

    height: 200, 

    time: 3000, 

    complete: function () { 

        // 创建 Campus 

        var campus = app.create({ 

            type: 'Campus', 

            name: '工厂', 

            url: 

'https://www.thingjs.com/static/models/storehouse', // 园区地址 

            position: position, // 位置 

            angles: angles, // 旋转 

            complete: function () { // 创建成功以后执行函数 

                // 加载场景后执行 

                var building = campus.building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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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启动层级控制 

                app.level.change(campus); 

            } 

        }); 

    } 

}); 

 隐藏园区 

var campus= app.query('.Campus')[0];//获取到园区 

if(campus){ 

    campus.visible = false;//隐藏园区 

} 

 移除/销毁园区 

var camups = app.query('.Campus')[0];//获取到园区 

if(campus){ 

    campus.destroy();//销毁园区 

} 

7.3.3 园区与数据 

空间数据在地图上以图层（Layer)的形式呈现，图层通过符号和标注来呈

现数据。图层可以是不同类型的内容形式，例如点、线、面、栅格、图片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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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图层类型有： 

图层类型 Class 说明 

瓦片图层 TileLayer 一般作为基础底图使用，用于位置参考 

对象图层 ThingLayer 是 Thing 的集合图层，创建 Thing 并设置好

其样式 add到 ThingLayer中，它可以有不同

类型的 Thing 

要素图层 FeatureLayer 由一个数据集生成的图层，通过定义符号化

规则绘制该数据集的样式，一般是同一几何

类型的对象 

大数据图层 BigLayer 在 FeatureLayer 的基础上做了性能优化，使

成千上万的数据也能流畅加载 

7.3.3.1 底图与 TileLayer 

底图用于位置参考，在此基础上添加其他的点、线、面、体、栅格图层以

表达业务的特定信息，一般使用卫星影像或城市街道作为常规底图。 

底图的信息相对稳定，不常发生变化，因此其显示只需计算一次，然后便

可以多次重复使用。所以，将渲染后的图片，按照一定的规则结合比例尺切成

小的图片，这些图片就叫做瓦片，最后动态加载瓦片以提升网络加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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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eLayer，即瓦片图层，目前 ThingJS 支持 XYZ瓦片编码的栅格地图瓦片

服务。 

// 创建一个瓦片图层 

var tileLayer1 = app.create({ 

    type: 'TileLayer', 

    name: 'tileLayer1', 

    url: 'https://mt0.google.cn/vt/lyrs=s&hl=zh-

CN&gl=cn&x={x}&y={y}&z={z}' 

}); 

// 将瓦片图添加到地图中 

map.addLayer(tileLayer1);  

7.3.3.2 Thing 与 ThingLayer 

Thing即 ThingJS 中的 Thing对象，它可以直接添加到 map中，也可以添

加到 ThingLayer中，方便对不同信息表达的对象分别管理。ThingLayer 中可

以是相同类型的 Thing，也可以有不同类型的 Thing。 

1.创建 map 

2.创建 ThingLayer，添加到地图 

// 创建一个 ThingLayer 

var thingLayer = app.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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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ThingLayer", 

    name: "thingLayer01" 

}); 

// 将 ThingLayer 添加到地图中 

map.addLayer(thingLayer);  

3.创建点对象，添加到 ThingLayer中 

// 创建一个车 

var geoPoint = app.create({ 

    type: 'GeoPoint', 

    name: '救护车', 

    userData: { '类别': '车' }, 

    coordinates: [116.45987123250963, 39.98310099140805], 

    modelAngle: -45, // 模型旋转角度 

    renderer: { 

        type: 'model', // model 代表创建模型点 

        url: 

'https://model.3dmomoda.com/models/4385928f07b24d77a523641fe584aa8d

/0/gltf/', // 模型地址 

        size: 2  // 缩放比例 

    } 

}); 

thingLayer.add(geo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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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建线对象，添加到 ThingLayer中 

var path = [[116.45987123250963, 39.98310099140805], 

[116.45712733268736, 39.98492187410472], [116.45771205425262, 

39.98528357865959]]; 

var geoLine = app.create({ 

    type: 'GeoLine', 

    name: '路径', 

    coordinates: path, // 经纬度坐标 

    renderer: { 

        type: 'image', // 代表贴图渲染 

        lineType: 'Line', 

        imageUrl: '/guide/image/uGeo/path.png', 

        numPass: 3, 

        speed: 0.5 

    } 

}); 

thingLayer.add(geoLine);// 添加到 ThingLayer 中  

7.3.3.3 数据与 FeatureLayer 

FeatureLayer 差别与 ThingLayer，FeatureLayer 是由一个数据集生成的

图层，通过定义符号化规则绘制该数据集的样式，这个数据集中的数据是同一

几何类型（点、线、面） 

一般情况下，通常使用一组具有相似属性的数据表达某一类信息或主题，

例如建筑、道路、行政边界等。这些数据需包含有地理位置信息——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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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s），不同的几何类型（点、线、面），其坐标数据组织方式不

同。另外，也可以添加属性字段（attributes）以存储其他信息。 

1.创建 map 

2.创建 FeatureLayer，添加到地图 

$.ajax({ 

    type: 'GET', 

    url: 

'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Geo/sample_point.geojson', 

    dataType: 'json', 

    success: function (data) { 

        var pointLayer = app.create({ 

            type: 'FeatureLayer', 

            name: 'pointLayer', 

            dataSource: data, 

            geometryType: 'GeoPoint', 

            renderer: { 

                type: 'image', // image 代表创建图片类型的点 

                url: 

'https://www.thingjs.com/static/image/train_station.png', // 图片的

url 

                size: 5  // 尺寸 

            } 

        }); 

        map.addLayer(point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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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3.4 Geo 点线面 

7.3.4.1 GeoPoint 

GeoPoint是带有地理位置（coordinates）的点要素，也可以添加属性字

段（userdata）以存储其他信息。从样式上，GeoPoint可用矢量符号、图片、

模型表现在 3D中。 

 通过 ThingLayer 添加 GeoPoint 

通过 app.create 创建 GeoPoint后添加到 ThingLayer中，最终得以显示到

地图中，示例和效果如下： 

var geoPoint = app.create({ 

    type: 'GeoPoint', 

    name: '王府井地铁站', 

    userData: { '类别': '地铁站','线路':'一号线' }, 

    coordinates: [116.4052963256836, 39.90654306772361], 

    renderer: { 

        type: 'image', // image 代表使用图片 

        url: 

'http://www.thingjs.com/static/image/train_station.png', // 图片 

url 

        size: 64  // 缩放比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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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3 Geopoint 添加效果 

参数说明 

 type: 地理对象类型，这里为 GeoPoint 点类型 

 name: 对象名称 

 userData: 用户自定义属性 

 coordinates: 点的经纬度坐标，坐标格式为[经度,纬度] 

 renderer: 设置点的样式类型（图标、矢量符号、3D模型） 

 modelAngle：当点样式为 3D模型时，通过此参数设置模型在地球

上的旋转角度 

创建后的 GeoPoint 需添加到图层中才能被地图渲染显示。 

 通过 FeatureLayer 添加 GeoPoint 

通过 app.create 创建 GeoPoint后添加到 ThingLayer中，最终得以显示到

地图中，示例和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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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ax({ 

    type: 'GET', 

    url: 

'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Geo/sample_point.geojson', 

    dataType: 'json', 

    success: function (data) { 

        pointLayer = app.create({ 

            type: 'FeatureLayer', 

            name: 'pointLayer', 

            dataSource: data, 

            geometryType: 'GeoPoint', 

            renderer: { 

                type: 'image', // image 代表创建图片类型的点 

                url: 

'https://www.thingjs.com/static/image/train_station.png', // 图片的

url 

                size: 5  // 尺寸 

            } 

        }); 

        map.addLayer(pointLayer); 

        pointLayer.on('click', function (e) { 

            // e.object 可以获取到点击到的对象 

            console.log(e.object.userData.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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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3.4.2 GeoLine 

GeoLine是带有地理位置（coordinates）的线要素，也可以添加属性字段

（userdata）以存储其他信息。 

GeoLine的样式，按线的形状，可分为：像素线（Line）、管状线

（PipeLine）、片状线（Plane）；按渲染类型，可分为：矢量渲染（vector）

和贴图渲染（image） 

类型 线宽说明 特点 

像素线（Line） 线宽始终为 1px 绘制效率高 

管状线（PipeLine） 可调线宽(单位:m） 矢量样式不可设置流速 

片状线（Plane） 可调线宽(单位:px） 面向摄影机 

1.线型分类 

 像素线（Line） 

vector 样式 

var  geoLine = app.create({ 

type: 'Ge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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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像素线', 

coordinates: [ 

    [116.36808335781097, 39.90587231918103], 

    [116.37653768062592, 39.90584351388183], 

    [116.38541042804717, 39.90609864611045], 

    [116.3970512151718, 39.90649780269116], 

    [116.40042006969452, 39.906604792719634], 

    [116.40524268150331, 39.90675293248321], 

    [116.41170680522919, 39.90692987678102] 

], 

renderer: { 

    lineType: 'Line', 

    type: 'vector', // 代表纯色渲染 

    color: [255, 0, 0], 

    // opacity:0.2 ,// 设置不透明度 默认是 1 

    // speed: 1 ,// 流动效果速度， 默认是 0 不流动；speed 可正

可负，正负代表流动方向 

    // effect: true // 线发光效果 默认为 false 不开启 

} 

}); 

参数说明 

lineType : ’Line’代表 线的形状类型为 像素线 

type : 'vector'代表 线渲染类型为矢量纯色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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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 设置线的颜色，可为 rgb 数组（[255,0,0]）、rgb 字符串

（’rgb(255,0,0)’）、十六进制字符串（‘#ff0000’） 

opacity : 设置线的不透明度，默认是 1 

speed : 设置流动效果速度，默认是 0（不流动），speed 可正可负，正

负代表流动方向 

effect : 设置是否开启线发光效果，默认为 false（不开启发光特效） 

Image 样式 

renderer: { 

    lineType: 'Line', 

    type: 'image', // 代表贴图渲染 

    imageUrl: '/guide/image/uGeo/path.png', 

    numPass: 3, 

    speed: 0.5, // 流动效果速度， 默认是 0 不流动；speed 可正可

负，正负代表流动方向 

    // effect: true // 线发光效果 默认为 false 不开启 

} 

参数说明 

 lineType : ’Line’代表 线的形状类型为 像素线 

 type : 'image'代表 线渲染类型为贴图渲染 

 imageUrl : 使用贴图的 url地址 

 numPass : 贴图通道叠加数（默认为 1）一般来说该数值越大，线

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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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ed : 设置流动效果速度，默认是 0（不流动），speed 可正可

负，正负代表流动方向 

 effect : 设置是否开启线发光效果，默认为 false（不开启发光特

效） 

 管状线（PipeLine） 

 

图 7-84 管状线效果图 

 var geoLine = app.create({ 

    type: 'GeoLine', 

    name: '管状线', 

    coordinates: [ 

        [116.36808335781097, 39.90487231918103], 

        [116.37653768062592, 39.90484351388183], 

        [116.38541042804717, 39.90509864611045], 

        [116.3970512151718, 39.905497802691166], 

        [116.40042006969452, 39.90560479271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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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0524268150331, 39.90575293248321], 

        [116.41170680522919, 39.90592987678102] 

    ], 

    renderer: { 

        lineType: 'Pipe', 

        type: 'vector', // 代表纯色渲染 

        width: 10, // 设置管线半径（单位米） 

        color: [0, 0, 255], 

        // opacity: 0.2,// 设置不透明度 默认是 1 

        // effect: true // 线发光效果 默认为 false 不开启 

    } 

}); 

renderer参数中： 

 lineType：’Pipe’代表 线的形状类型为 管状线 

 type：'vector'代表 线渲染类型为矢量纯色渲染 

 width：设置管线的半径（单位为米） 

 color：设置线的颜色，可为 rgb 数组（[255,0,0]）、rgb 字符串

（’rgb(255,0,0)’）、十六进制字符串（‘#ff0000’） 

 opacity：设置线的不透明度，默认是 1 

 effect：设置是否开启线发光效果，默认为 false（不开启发光特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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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注意：矢量纯色渲染的管状线暂不支持设置 speed（即展示流动效果） 

 片状线 

 

图 7-85 片状线效果图 

 var geoLine = app.create({ 

    type: 'GeoLine', 

    name: '片状线', 

    coordinates: [ 

        [116.36808335781097, 39.90387231918103], 

        [116.37653768062592, 39.90384351388183], 

        [116.38541042804717, 39.904098646110455], 

        [116.3970512151718, 39.90449780269117], 

        [116.40042006969452, 39.90460479271964], 

        [116.40524268150331, 39.90475293248321], 

        [116.41170680522919, 39.9049298767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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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nderer: { 

        lineType: 'Plane', 

        type: 'vector', // 代表纯色渲染 

        width: 5,// 设置线宽 单位为像素 

        color: [0, 255, 0], 

        // opacity: 0.2,// 设置不透明度 默认是 1 

        // speed: 1 ,// 流动效果速度， 默认是 0 不流动；speed 

可正可负，正负代表流动方向 

        // effect: true // 线发光效果 默认为 false 不开启 

    } 

}); 

renderer参数中： 

 lineType：’Plane’代表 线的形状类型为 片状线 

 type：'vector'代表 线渲染类型为矢量纯色渲染 

 width：设置线宽（单位为像素） 

 color：设置线的颜色，可为 rgb 数组（[255,0,0]）、rgb 字符串

（’rgb(255,0,0)’）、十六进制字符串（‘#ff0000’） 

 opacity：设置线的不透明度，默认是 1 

 speed：设置流动效果速度，默认是 0（不流动），speed 可正可

负，正负代表流动方向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383 

 

 effect：设置是否开启线发光效果，默认为 false（不开启发光特

效） 

 Image 样式 

var geoLine = app.create({ 

type: 'GeoLine', 

name: '片状线带贴图', 

coordinates: [ 

[116.36808335781097, 39.90337231918103], 

[116.37653768062592, 39.90334351388183], 

[116.38541042804717, 39.90359864611045], 

[116.3970512151718, 39.903997802691165], 

[116.40042006969452, 39.904104792719636], 

[116.40524268150331, 39.90425293248321], 

[116.41170680522919, 39.90442987678102] 

], 

renderer: { 

lineType: 'Plane', 

type: 'image', // 代表贴图渲染 

width: 5, // 设置线宽 单位为像素 

imageUrl: '/guide/image/uGeo/path.png', 

numPass: 3, 

speed: 0.5, // 流动效果速度， 默认是 0 不流动；speed 可正可负，

正负代表流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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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true // 线发光效果 默认为 false 不开启 

} 

}); 

renderer参数中： 

 lineType：’Plane’代表 线的形状类型为 像素线 

 ype：'image'代表 线渲染类型为贴图渲染 

 imageUrl：使用贴图的 url地址 

 width：设置线宽（单位为像素） 

 numPass：贴图通道叠加数（默认为 1）一般来说该数值越大，线越

亮 

 speed：设置流动效果速度，默认是 0（不流动），speed 可正可

负，正负代表流动方向 

 effect：设置是否开启线发光效果，默认为 false（不开启发光特

效） 

7.3.4.3 GeoPolygon 

GeoPolygon是带有地理位置（coordinates）的多边形要素，也可以添加

属性字段（userdata）以存储其他信息。由于是在地球上展示多边形，因此

GeoPolygon的底面是弧面而非平面，这也是 GeoPolygon和 GeoBuilding 最大

的区别。GeoPolygon 也可以根据高度生成 3d 的多边形。此外 GeoPolygon 还可

添加边框，目前边框位置是在多边形的顶面。 

1.矢量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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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Polygon = app.create({ 

    type: 'GeoPolygon', 

    name: '多边形_纯色', 

    coordinates: [[ 

        [116.3877, 39.9267], 

        [116.3880, 39.9220], 

        [116.39320, 39.9221], 

        [116.3928, 39.9268], 

        [116.3877, 39.9267] 

    ]], // 支持 Polygon 和 MultiPolygon,格式可参考 geoJson 规范 

    renderer: { 

        type: 'vector', // 纯色填充 

        color: [0, 255, 0], // 面填充颜色 

        opacity: 0.8, // 填充不透明度 

        outlineColor: [255, 255, 0], // 边框色 

        outlineWidth: 2, // 边框宽度 

        outlineOpacity: 0.4, // 边框不透明度 

        outlineSpeed: 1,// 边框流动速度 

        outlineEffect: true, // 边框发光效果 

        lights:true // 是否受光照影响 

    } 

}); 

renderer参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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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vector'代表 渲染类型为矢量纯色渲染 

 color：设置线的颜色，可为 rgb 数组（[255,0,0]）、rgb 字符串

（’rgb(255,0,0)’）、十六进制字符串（‘#ff0000’） 

 opacity：设置线的不透明度，默认是 1 

 blending：混合模式 true代表叠加 false代表不叠加 

2.Image样式 

geoPolygon = app.create({ 

type: 'GeoPolygon', 

name: '多边形_贴图', 

coordinates: [[ 

        [116.3877, 39.9267], 

        [116.3880, 39.9220], 

        [116.39320, 39.9221], 

        [116.3928, 39.9268], 

        [116.3877, 39.9267] 

]], // 支持 Polygon 和 MultiPolygon,格式可参考 geoJson 规范 

renderer: { 

    type: 'image', // 使用贴图 

    imageUrl: 

['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Geo/building_top.png', 

'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Geo/building.png'], 

    blending: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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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ureWrap:CMAP.TextureWrapMode.Stretch 

} 

}); 

参数说明 

 type：'image'代表 渲染类型为贴图渲染 

 imageUrl：使用贴图的 url地址 

 blending：混合模式 true代表叠加 false代表不叠加 

 textureWrap：贴图的循环方式 

CMAP.TextureWrapMode.Stretch 拉伸 

CMAP.TextureWrapMode.RepeatY y 轴平铺 

CMAP.TextureWrapMode.Repeat xy 轴分别平铺 

3.设置拔高与抬高 

 直接设置高度 

geoPolygon = app.create({ 

type: 'GeoPolygon', 

name: '多边形 01', 

extrudeHeight: 100, 

coordinates: [[ 

        [116.3877, 39.9267], 

        [116.3880, 39.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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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9320, 39.9221], 

        [116.3928, 39.9268], 

        [116.3877, 39.9267] 

]], // 支持 Polygon 和 MultiPolygon,格式可参考 geoJson 规范 

renderer: { 

    type: 'vector', // 纯色填充 

    color: [255, 0, 0], // 面填充颜色 

    opacity: 0.8, // 填充不透明度 

    outlineColor: [255, 255, 0], // 边框色 

    outlineWidth: 2, // 边框宽度 

} 

}); 

 根据属性数据拔高 

geoPolygon = app.create({ 

type: 'GeoPolygon', 

name: '多边形 02', 

userData: { '高度': 150 }, 

coordinates: [[ 

        [116.3877, 39.9267], 

        [116.3880, 39.9220], 

        [116.39320, 39.9221], 

        [116.3928, 39.9268], 

        [116.3877, 39.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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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 Polygon 和 MultiPolygon,格式可参考 geoJson 规范 

extrudeField: '高度', // 设置拔高字段 

renderer: { 

    type: 'vector', // 纯色填充 

    color: [255, 0, 0], // 面填充颜色 

    opacity: 0.8, // 填充不透明度 

    outlineColor: [255, 255, 0], // 边框色 

    outlineWidth: 2 // 边框宽度 

} 

}); 

 设置拔高倍数 

geoPolygon = app.create({ 

type: 'GeoPolygon', 

name: '多边形 03', 

coordinates: [[ 

        [116.3877, 39.9267], 

        [116.3880, 39.9220], 

        [116.39320, 39.9221], 

        [116.3928, 39.9268], 

        [116.3877, 39.9267] 

]], // 支持 Polygon 和 MultiPolygon,格式可参考 geoJson 规范 

userData: { '高度': 150 }, 

extrudeField: '高度', // 设置拔高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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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udeFactor: 2, // 设置高度拔高倍数 默认是 1 

renderer: { 

    type: 'vector', // 纯色填充 

    color: [255, 0, 0], // 面填充颜色 

    opacity: 0.8, // 填充不透明度 

    outlineColor: [255, 255, 0], // 边框色 

    outlineWidth: 2, // 边框宽度 

} 

}); 

 设置抬高高度 

geoPolygon = app.create({ 

type: 'GeoPolygon', 

name: '多边形 01', 

offsetHeight: 100, 

coordinates: [[ 

        [116.3877, 39.9267], 

        [116.3880, 39.9220], 

        [116.39320, 39.9221], 

        [116.3928, 39.9268], 

        [116.3877, 39.9267] 

]], // 支持 Polygon 和 MultiPolygon,格式可参考 geoJson 规范 

renderer: { 

    type: 'vector', // 纯色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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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 [255, 0, 0], // 面填充颜色 

    opacity: 0.8, // 填充不透明度 

    outlineColor: [255, 255, 0], // 边框色 

outlineWidth: 2, // 边框宽度 

} 

}); 

 根据属性数据抬高 

geoPolygon = app.create({ 

type: 'GeoPolygon', 

name: '多边形 02', 

userData: { '高度': 150 }, 

coordinates: [[ 

        [116.3877, 39.9267], 

        [116.3880, 39.9220], 

        [116.39320, 39.9221], 

        [116.3928, 39.9268], 

        [116.3877, 39.9267] 

]], // 支持 Polygon 和 MultiPolygon,格式可参考 geoJson 规范 

offsetHeightField: '高度',//设置抬高字段 

renderer: { 

    type: 'vector', // 纯色填充 

    color: [255, 0, 0], // 面填充颜色 

    opacity: 0.8, // 填充不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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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255, 255, 0], // 边框色 

    outlineWidth: 2 // 边框宽度 

} 

}); 

7.3.4.4 GeoBuilding 

GeoBuilding主要特指地图上的建筑对象，也可以添加属性字段

（userdata）以存储其他信息。GeoBuilding 的底面是一个平面，可以给

GeoBuilding设置高度以实现建筑效果。 

 矢量样式 

 building = app.create({ 

    type: 'GeoBuilding', 

    name: '建筑_纯色', 

    coordinates: [[ 

        [116.3877, 39.9267], 

        [116.3880, 39.9220], 

        [116.39320, 39.9221], 

        [116.3928, 39.9268], 

        [116.3877, 39.9267] 

    ]], // 支持 Polygon 和 MultiPolygon,格式可参考 geoJson 规范 

    renderer: { 

        type: 'vector', // 纯色填充 

        color: [0, 255, 0], // 面填充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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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0.8, // 填充不透明度 

    } 

}); 

 

renderer参数中： 

 type：'vector'代表 渲染类型为矢量纯色渲染 

 color：设置线的颜色，可为 rgb 数组（[255,0,0]）、rgb 字符串

（’rgb(255,0,0)’）、十六进制字符串（‘#ff0000’） 

 opacity：设置线的不透明度，默认是 1 

 blending：混合模式 true代表叠加 false代表不叠加 

 Image 样式 

geoPolygon = app.create({ 

type: 'GeoPolygon', 

name: '多边形_贴图', 

coordinates: [[ 

        [116.3877, 39.9267], 

        [116.3880, 39.9220], 

        [116.39320, 39.9221], 

        [116.3928, 39.9268], 

        [116.3877, 39.9267] 

]], // 支持 Polygon 和 MultiPolygon,格式可参考 geoJson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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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er: { 

    type: 'image', // 使用贴图 

    imageUrl: 

['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Geo/building_top.png', 

'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Geo/building.png'], 

    blending: true, 

    textureWrap:CMAP.TextureWrapMode.Stretch 

} 

}); 

参数说明 

 type：'image'代表 渲染类型为贴图渲染 

 imageUrl：使用贴图的 url地址 

 blending：混合模式 true代表叠加 false代表不叠加 

 textureWrap：贴图的循环方式 

CMAP.TextureWrapMode.Stretch 拉伸 

CMAP.TextureWrapMode.RepeatY y 轴平铺 

CMAP.TextureWrapMode.Repeat xy 轴分别平铺 

 设置拔高与抬高 

GeoBuilding设置抬高和拔高与 GeoPolygon 完全一致。可参考 GeoPolygon

相关章节。 

7.3.4.5 信息弹窗 Info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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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球上的物体，经常会有展示信息面板的需求，底层内置了三种信息

面板，会根据对象 userData身上的属性自动生成信息面板，此外用户还可以自

定义信息面板。 

 标准信息面板 

var geoPoint = app.create({ 

type: 'GeoPoint', 

name: 'geoPoint0', 

coordinates: [ 116.405, 39.906], 

userData: {'type': '地铁站','name':'前门地铁站'}, 

renderer: { 

    type: 'image', // image 代表创建图片类型的点 

    url: 'image/uGeo/pop.png', // 图片的 url 

    size: 5  // 尺寸 

}, 

infoWindow: 

    { 

    'title': '标题', 

    'displayMode': CMAP.DisplayMode.Click,//点击显示 

    'type': CMAP.InfoWindowType.Standard,//标准 indoWindow 

    'style': CMAP.InfoWindowStyle.Default,//默认样式 黑色 

    'pivot': [0.5, 1.3],//界面的轴心，以百分比表示界面轴心位

置。[0,0] 代表界面左上；[1,1] 代表界面右下 pivot 可大于 1 用于像素级

的偏移 

    'field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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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eld': 'name', 

        'alias': '名称' 

        }, 

    { 

        'field': 'type', 

        'alias': '类型' 

        }] 

    },//配置要展示哪些字段以及设置字段名称的别名(显示的名称) 

}); 

参数说明 

 displayMode：三种显示模式 

CMAP.DisplayMode.Click 点击显示 

CMAP.DisplayMode.Always 常显 

CMAP.DisplayMode.MouseEnter 鼠标移入显示 

 type：信息面板类型 

CMAP.InfoWindowType.Standard 标准 

CMAP.InfoWindowType.Custom 自定义 

 style：预置的样式 在 type为 CMAP.InfoWindowType.Standard 时

生效 

CMAP.InfoWindowStyle.Default 默认样式(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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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P.InfoWindowStyle.Blue 蓝色 

CMAP.InfoWindowStyle.White 白色 

 自定义信息面板 

var infoWindowHtml = '\n' 

+ '    \n' 

+ '        \n' 

+ '            {{name}}\n' 

+ '            {{type}}\n' 

+ '        \n' 

+ '    \n' 

+ ''; 

var geoPoint = app.create({ 

type: 'GeoPoint', 

name: 'geoPoint0', 

coordinates: data.features[3].geometry.coordinates, 

userData: data.features[3].properties, 

renderer: { 

    type: 'image', // image 代表创建图片类型的点 

    url: 'image/uGeo/pop.png', // 图片的 url 

    size: 5  // 尺寸 

}, 

info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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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splayMode': CMAP.DisplayMode.Click,//点击显示 

    'type': CMAP.InfoWindowType.Custom,//自定义 InfoWindow 

    'customHtml': infoWindowHtml 

    }, 

}); 

pointLayer.add(geoPoint); 

自定义 html的标签中{{name}}代表使用对象 userData中的 name 字段的

值。 

7.3.4.6 交互事件 

地球上的交互事件与 ThingJS类似，可以绑定在对象上，也可以绑定在

app上。图层的事件有一点特殊，获取到的对象是图层中的对象而不是图层本

身。 

pointLayer.on('click', function (ev) { 

//ev.object 可以获取到图层中被点击的对象 

console.log(ev.object.userData.name); 

}); 

常用工具 

 世界坐标转经纬度 

 CMAP.Util.convertWorldToLonlat([2195927.552119669, 

4056906.8889315785, 4404349.291368841]); //返回值为[经度,纬度,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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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纬度转世界坐标 

  CMAP.Util.convertWebMercatorToLonlat([119.5,39.5],0); //第一

个参数是经纬度 第二个参数是高度 返回值为世界坐标 

 经纬度转 WebMercator 

CMAP.Util.convertLonlatToWebMercator([116.5,39.5]); 

 WebMercator 转经纬度 

CMAP.Util.convertWebMercatorToLonlat([12968720.675611112, 

4793547.458437541]) 

 屏幕坐标转世界坐标 

convertWindowToWorld([500,500]); 

 WGS84经纬度转 GCJ02经纬度 

CMAP.Util.convertWgs84ToGcj02([116.5,39.5]); 

 根据经纬度和方位角得到可以使物体贴地的欧拉角，主要是为了在地球

上摆放园区时设置 angles 

CMAP.Util.getAnglesFromLonlat([116.5,39.5], 65) ; 

 多边形面积 

// 返回多边形球面面积 单位:平方米 参数为符合 geojson 标准的

Polygon 数据 

var center = CMAP.Util.getSpherical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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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757, 39.9851], 

    [116.4755, 39.9852], 

    [116.4761, 39.9857], 

    [116.4762, 39.9856], 

[116.4757, 39.9851]]]); 

 球面距离 

var distance = CMAP.Util.getSphericalDistance(lonlat1, 

lonlat2);//需传入两个经纬度值 

 geojson数据范围 

//返回 geojson 数据的范围 {minX: -73.99995803833008, minY: 

40.71805432623303, maxX: -73.98167610168457, maxY: 

40.726087955120704} 

CMAP.Util.getFeatureCollectionExtent({ 

        "type": "FeatureCollection", 

        "crs": { 

            "properties": { 

                "name": "urn:ogc:def:crs:OGC:1.3:CRS84" 

            }, 

            "type": "name" 

        }, 

        "featur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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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Feature", 

                "properties": { 

                    "type": "rain", 

                    "value": 5 

                }, 

                "geometry": { 

                    "type": "Point", 

                    "coordinates": [ 

                        -73.99995803833008, 

                        40.71805432623303 

                    ] 

                } 

            }, 

            { 

                "type": "Feature", 

                "properties": { 

                    "type": "water", 

                    "value": 7 

                }, 

                "geometry": { 

                    "type": "Point", 

                    "coordinates": [ 

                        -73.9816761016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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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6087955120704 

                    ] 

                } 

            } 

        ] 

}); 

7.3.4.7 查询与筛选 

地球上的查询与筛选与 ThingJS完全一致。 

 获取 GeoLine 

通过 GeoLine 所在的图层（ ThingLayer 或数据源为 GeoLine 的 

FeatureLayer ），查询（query）满足条件的线 

// 根据 name 进行查询 

var geoLine = layer.query('地铁一号线')[0]; 

// 根据 id 进行查询 

var geoLine = layer.query('#001')[0]; 

// 查询 userData 类型属性中类型是地铁站的对象 

var geoLines=layer.query('["userData/类型"="公交线路"]'); 

 删除 GeoLine 

通过 GeoLine 所在的图层（ ThingLayer 或数据源为 GeoLine 的 

FeatureLayer ）的 remove方法，删除单个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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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地图数据 

7.3.5.1 常用在线工具 

URL 说明 

http://www.webmap.cn/ 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

统 可下载最高 1:25 万基础地

理数据 

http://datav.aliyun.com/tools/atlas/ 可下载中国行政区划数据 

http://geojson.io/ 可在线查看，绘制，修改

GeoJSON数据 

https://mapshaper.org/ 可转换数据格式、简化数据； 

可转 shp为 GeoJSON 

URL 说明 

http://www.webmap.cn/ 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

统 可下载最高 1:25 万基础地

理数据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ityBuilder_Data.html#Online_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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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2 常用坐标系 

说明： 

http://datav.aliyun.com/tools/atlas/ 可下载中国行政区划数据 

http://geojson.io/ 可在线查看，绘制，修改

GeoJSON数据 

https://mapshaper.org/ 可转换数据格式、简化数据； 

可转 shp为 GeoJSON 

坐标

系 

说明 地图平台 

WGS84地

理坐标系 

目前广泛使用的 GPS使用的坐标系 OSM、谷歌地图、Bing

地图 

GCJ02 火

星坐标系 

由中国国家测绘局制订的地理信息

系统的坐标系统。是 WGS84 坐标系

经加密后的坐标系。 

高德地图、腾讯地

图、（谷歌地图、Bing

地图中国部分）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ityBuilder_Data.html#coordinate_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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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百度地图坐标系的坐标原点的特殊性，CityBuilder目前不支持百度

地图的瓦片服务。 

如果坐标数据来自于百度地图，数据上传时选择“百度坐标系”，可以与

其他的地理底图进行匹配。 

7.3.5.3 常用地理底图 

CityBuilder 可支持谷歌 XYZ 瓦片编码的底图服务，下表是常用地图的在

线地图服务： 

地图平台 坐标系-中国区 地图类型 URL 

谷歌地图 GCJ02 街道 http://mt{0,1,2,3}.google.cn/vt/ly

rs=m&x={x}&y={y}&z={z} 

谷歌地图 WGS84 卫星 http://mt{0,1,2,3}.google.cn/vt/ly

rs=s&hl=zh-

CN&gl=cn&x={x}&y={y}&z={z} 

地形 http://mt{0,1,2,3}.google.cn/vt/ly

rs=t&hl=zh-

CN&gl=cn&x={x}&y={y}&z={z} 

BD09 百度

坐标系 

在 GCJ02坐标系基础上再次加密。

其中 bd09ll表示百度经纬度坐标，

bd09mc 表示百度墨卡托米制坐标 

百度地图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ityBuilder_Data.html#Geographical_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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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re

etMap 

WGS84 道路 http://{a,b,c}.tile.openstreetmap.

org/{z}/{x}/{y}.png 

高德地图 GCJ02 卫星 http://webst0{1,2,3,4}.is.autonavi

.com/appmaptile?style=6&x={x}&y={y

}&z={z} 

街道 http://webst0{1,2,3,4}.is.autonavi

.com/appmaptile?style=7&x={x}&y={y

}&z={z} 

标注 http://webst0{1,2,3,4}.is.autonavi

.com/appmaptile?style=8&x={x}&y={y

}&z={z} 

天地图 GCJ02 地形 http://t{1,2,3,4}.tianditu.gov.cn/

DataServer?T=ter_w&x={x}&y={y}&l={

z} 

GeoQ(捷

泰天域) 

GCJ02 街道 https://map.geoq.cn/arcgis/rest/se

rvices/ChinaOnlineStreetGray/MapSe

rver/tile/{z}/{y}/{x} 

说明 

 {0,1,2,3}代表了 url的 subDomain,在请求时会随机的在 url中使

用 mt0、mt1、mt2、mt3。{z}代表 zoom，即缩放级别，{x}代表列号，{y}代

表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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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谷歌地图中 lyrs 的值代表地图类型，具体意义如下： 

m：路线图 

t：地形图 

p：带标签的地形图 

s：卫星图 

y：带标注的卫星图 

h：标注层（路名、地名等） 

 在高德地图中 style 的值代表地图类型，具体意义如下： 

style=6 卫星图 

style=7 街道图 

style=8 标注层 

 GeoQ 官网有公开的多个基于 ArcGIS 的地图服务,均可使用,详见

https://map.geoq.cn/arcgis/rest/services 

7.3.6 常见问题 

大家在平时开发中会有的一些小问题，在这里会列举部分供大家参考 

问 1：可以直接上传 shp 数据格式吗？ 

答：现在还不支持的，可通过 QGIS等第三方软件转换为 geojson 格式，再

上传。 

问 2：支持百度地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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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支持作为底图使用。由于百度地图坐标系的坐标原点的特殊性，我

们目前不支持百度地图作为地理底图。如果坐标数据来自于百度地图，数据上

传时选择“百度坐标系”，可以与其他的地理底图进行匹配。 

问 3：支持 3D 模型吗？ 

答：支持的，CityBuilder 支持将点数据的样式设置为模型，也支持动画

模型。 

问 4：图层数据与底图位置发生偏移怎么办？ 

答：出现位置偏移，一般是数据与底图采用的坐标系不一致。CityBuilder

中，除 OSM底图全世界都是 WGS84坐标系外，其他底图在国内采用的 GCJ02坐

标系。 

所以，可通过更换底图来解决问题，具体操作方法是： 

1. 在 OSM 底图与其他底图之间进行切换，正常情况下，总有一种是能

位置匹配的； 

2. 如果数据与 OSM匹配，则说明数据现在是 WGS84坐标系，在上传数

据时您选错了数据源的坐标系，应该选择 WGS84,坐标系； 

3. 如果数据与其他底图匹配，那么恭喜你，这是最正确的现象； 

4. 如果都不能匹配且偏移量小，那可能您的数据源是百度坐标系，而

在上传时选错了坐标系，应该选择百度坐标系； 

5. 如果都不能匹配且偏移量很大，可能是数据源本身的问题，或者坐

标经纬度写反了（csv或 Excel格式常发生这种情况）。 

问 5：支持倾斜摄影吗？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409 

 

答：ThingJS本身支持倾斜摄影，但目前尚未提供与之相关的公开 API或

功能，有需要倾斜摄影的用户可与 ThingJS 平台联系。 

问 6：支持加载三维场景吗? 

答：支持，可无缝加载 Campus场景（纯模型组成）和 ThingJS 场景（有

ThingJS代码）。 

问 7：添加后看不到场景、看不到模型、位置发生偏移？ 

答：问题详细描述：添加场景，定位后却看不到场景；摄影机飞行后，看

不到应该看到的物体或位置有偏移；场景中的移动模型看不到或偏移有偏移。 

 引发原因 

a) 使用 相对路径 进行第三方库/数据/文件的引用； 

b) 使用 绝对位置 进行物体/摄影机的位置设定 

 解决办法 

a) 使用 绝对路径 进行第三方库/数据/文件的引用； 

b) 使用 相对位置 进行物体/摄影机的位置设定 

问 8：界面元素显示不正常？ 

答：添加场景后，界面元素出现在 3D框架之外；场景中的数据面板、信息

弹窗（头顶牌子）没正常显示。 

 引发原因 

a) 直接使用 DOM元素 实现界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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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办法 

a) 建议使用 widgets 方式实现界面功能 

问 9：添加场景后，场景一闪而过，而且摄像机在飞行？ 

答：添加场景后，界面元素出现在 3D框架之外；场景中的数据面板、信息

弹窗（头顶牌子）没正常显示。 

 引发原因 

a) 进行了摄影机模式切换 

b) 循环调用了的摄影机飞行，或者进行了视点动画操作 

 解决办法 

a) 暂不支持摄影机模式切换，如切换第一人称视角等 

b) 暂不支持无限循环的摄影机飞行或视点动画，或者不采用无限循环

的摄影机飞行 

第 8 章 3D 开发基础 

8.1 园区与层级 

ThingJS 场景中可以加载园区，加载后系统自动创建了园区、建筑、楼

层、房间等物体对象，这些对象也自然把场景分成了不同的层级，这个章节将

详细介绍了园区和层级相关概念。 

8.1.1 场景搭建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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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amBuilder 可搭建并输出一个园区，该园区可在 ThingJS 场景中加

载。 

园区搭建步骤: 

下图中带图标的地方均可查看详细描述。 

 

完成场景搭建后保存，场景会自动同步至 ThingJS 开发平台同一账号下使

用。 

注意事项 

在 ThingJS中，所有的长度、距离度量单位都是米，因此在进行场景搭建

时，请按照实际尺寸搭建园区、建筑、楼层、房间。摆放的物体如果是用户自

行建模=导入的，也请按照实际尺寸建模。 

8.1.2 场景与园区 

8.1.2.1 场景与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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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使用 App 启动了 ThingJS，ThingJS 就会创建一个三维空间，整个

三维空间我们称之为“场景”（scene），在场景内我们可以创建对象，比如园

区，建筑，车辆，传感器等等。 

通过 CamBuilder 可编辑并输出一个园区，该园区可在 ThingJS 场景中加

载。创建 App 时，我们传入的 url，就是被创建园区的地址。 

如下所示： 

 

8.1.2.2 CamBuilder 与 ThingJS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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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mBuilder 中创建的物体，只有在编辑了 UserID、Name 或者 自定义

属性 后，导入到 ThingJS 中才能成为独立的管理对象，被程序读取或修改。

并且 CamBuilder 中 UserID 和 Name 与 ThingJS 中的对象有对应关系。 

如下所示： 

 

8.1.2.3 添加多个园区 

在场景里，是可以添加多个独立园区的，每一个园区是一

个 THING.Campus 类的对象，我们通过“app.create”接口来实现。 

var app = new THING.App(); 

var campus1 = app.create({ 

    type: "Campus", 

    url: "models/storehouse", 

    complete: function (ev) {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p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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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Campus created: " + ev.object.id); 

    } 

}); 

var campus2 = app.create({ 

    type: "Campus", 

    url: "models/chinesehouse", 

    position: [50, 0, 0], 

    complete: function (ev) { 

        console.log("Campus created: " + ev.object.id); 

    } 

}); 

 

注意事项：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制作场景，上传场景，下载场景，加载场景，这里

的场景其实就是园区，我们通常也会简称为"场景"。 

8.1.3 场景与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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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amBuilder 搭建一个园区后，我们可以用插件设置场景在地图上面

的位置。 

 

在地图中选择需要摆放的位置后保存，CamBuilder中的场景就会自动同步

到 ThingJS平台同一账号下。 

 

场景同步过去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代码获取场景在地图中摆放的经纬度数

据。 

app.on('load', function () { 

    let tjsLnglat = app.root.defaultCampus.extr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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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tjsLnglat); 

})  

在 ThingJS中，可以把园区摆放在地球对应位置上，上文提到的获取到的

经纬度数据使用示例如下： 

var app = new THING.App({ 

    url : 

'https://www.thingjs.com/./client/ThingJS/13628/2019101018291757893

2750' 

}); 

var sceneLonlat = null; 

app.on('load', function(ev){ 

    app.background = [0, 0, 0]; 

    var map; 

    let tjsLnt = app.root.defaultCampus.extraData.coordinates; 

    tjsLnt = tjsLnt.split(',') 

    sceneLonlat = tjsLnt; 

    createMap(); 

}) 

 

function createMap(){ 

    var map; 

    

THING.Utils.dynamicLoadJS(["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earth.m

in.js"], func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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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建一个地图 

        map = app.create({ 

            type: 'Map', 

            style: { 

                night: false 

            }, 

            attribution: 'Google' 

        }); 

 

        // 新建一个瓦片图层 

        var tileLayer = app.create({ 

            type: 'TileLayer', 

            name: 'tileLayer1', 

            url: 

'https://mt{0,1,2,3}.google.cn/vt/lyrs=s&hl=zh-

CN&gl=cn&x={x}&y={y}&z={z}', 

        }); 

        // 将瓦片图层添加到 map 中 

        map.addLayer(tileLayer); 

        app.root.defaultCampus.position = 

CMAP.Util.convertLonlatToWorld(sceneLonlat, 0); 

        app.root.defaultCampus.angles = 

CMAP.Util.getAnglesFromLonlat(sceneLonlat, 90); 

        app.camera.flyToGeoPosition({ 

            lonlat: sceneLon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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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200, 

            time: 3000, 

            complete: function () {   

            } 

        }); 

    }) 

}  

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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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经纬度数据也可以直接用在 CityBuilder中，我们在使用

CityBuilder的时候，会将场景放在地球上的某个位置，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

我们获取到的经纬度进行场景摆放了。 

如下图所示： 

 

当场景的开发交互功能完成后，在场景预览时通过选择地图背景，就可以

看到场景摆放在对应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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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场景层级 

ThingJS 场景中加载了园区后，场景中自动创建了 campus，building，

floor，room 和一些在 CamBuilder 中添加的物体对象。这些对象不是独立散

落在场景中的，他们会相互关联，形成一棵树的结构，从而构建了场景的层

级。 

ThingJS 提供了两套层级体系：父子树、分类对象属性树。 

8.1.4.1 父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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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hingJS 场景中，每个对象，都可以通过 children 访问到下层子对象

物体，通过 parent 访问到对应的父物体。 

注意事项： 

子物体可以是多个，父物体只能有一个，children 属性是数组（Array）

类型。 

如您所见，场景会有一个根物体，可通过 app.root 访问到，所有对象都

是他的子子孙孙。 

创建一个物体对象时，可指定该对象的父物体。 

一个物体对象也可以通过 add ，添加子物体。 

8.1.4.2 分类对象属性树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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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对象可以有多个孩子，为了方便分类查找物体，ThingJS 又针对每类

对象提供了一些内置属性。 

 

如图，campus 提供了三个分类内置属性: 

 buildings：可以访问到该园区下所有的建筑对象。 

 ground：可以访问到园区的地面对象。 

 things：其他所有 Thing 类型的物体。 

如果属性的英文拼写是复数，说明该属性管理了多个物体对象，使用的

是 Selector 数据结构。 

如果是单数，说明管理的只能是一个物体对象，属性返回就是该对象本

身。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or.html#se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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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其他物体提供的分类内置属性，可参考对应的 API 文档 查看具体含

义。 

注意事项： 

分类对象属性树一般是无需用户维护，系统会自动管理。比如，通过 add 

方法将一个物体（Thing）添加到 campus 下，系统会自动将该物体添加到 

campus 的 things 下进行管理。 

目前 CamBuilder 中放在房间内的物体，并不属于房间，即便在房间内拖

拽的物体，也是放置在相应的楼层下。 

上面我们介绍了层级，那么层级结构有什么用呢： 

 可以让我们方便管理和查询到场景中物体； 

 可以批量操作物体，比如移动父物体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移动等等。 

8.1.5 如何切换层级 

ThingJS 场景中提供了层级结构，但是如何实现场景层级切换呢？下面的

内容将会告诉你答案。 

8.1.5.1 层级切换 

场景提供了层级结构，我们可以通过 “父子树” 和 “分类对象属性树” 

来批量控制子物体，比如移动、显示或者透明控制等。 

借用此能力，系统在园区加载完成后仅显示建筑外立面、隐藏楼层；当双

击进入建筑时，再把该建筑的所有楼层都显示出来，以提高场景显示的性能。 

我们把从园区进入到建筑内，定义为一次 “层级切换” 。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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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2 层级切换 

为了方便 “层级切换” 操作， ThingJS 提供了 SceneLevel 模块，通

过 app.level 可以访问到。 

1.提供如下接口，方便控制当前物体层级： 

 app.level.change(object)：将场景设置到指定物体的层级，具

体参数参见 API文档 

 app.level.back()：返回当前层级的父物体层级，具体参数参

见 API文档 

 

2.提供如下属性，方便获取当前状态： 

 app.level.current ：获取当前的层级对象，具体参数参见 API

文档 

 app.level.previous ：获取之前的层级对象，具体参数参见 API

文档 

系统启动后，只要调用了一次 app.level.change（无论是将层级切换到了

园区还是切换到了某个 Thing），ThingJS 就启动了内置的 园区<—>建筑<—>

楼层<—>物体…… 的逐级进入和退出的交互操作流程和对应的响应。 

8.1.6 场景层级事件 

ThingJS 中设定左键双击可进入到所拾取的物体层级，右键单击可返回到

上一层级。 

当进入层级时会触发 EnterLevel 事件。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ceneLevel.html#sceneLeve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ceneLevel.html#change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ceneLevel.html#back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ceneLevel.html#curren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ceneLevel.html#curren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ceneLevel.html#previous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ceneLevel.html#previous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html#.EventType#.EnterLevel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425 

 

当退出层级时会触发 LeaveLevel 事件。 

注意事项： 

“进入” 和 “退出” 是两个方向的，以进入建筑（Building）为例： 

“从园区进入建筑” 和 “从楼层退出，进入到建筑” 都会触发建筑层级

的 EnterLevel 事件。 

我们可通过暂停系统内置的 LevelEnterOperation 来屏蔽掉默认的左键双

击进入层级操作。 

暂停系统内置的 LevelBackOperation 来屏蔽掉系统默认的右键单击退出

层级的操作。 

// 暂停默认的 左键双击 进入层级的操作  

// 如果只想暂停某一层级的 左键双击进入 第二个参数可填写 

'.Building' 或 '.Floor' 等 

app.pauseEvent(THING.EventType.DBLClick, '*', 

THING.EventTag.LevelEnterOperation);  

// 暂停默认的 右键单击 进入层级的操作 

app.pauseEvent(THING.EventType.Click, '*', 

THING.EventTag.LevelBackOperation); 

如果要修改默认的交互操作，详见代码块：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html#.EventType#.Leave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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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默认的层级切换飞行结束后，会触发 THING.EventType.LevelFlyEnd 事

件。 

可在该事件的回调函数中，进行层级切换飞行结束后的行为控制。 

app.on(THING.EventType.LevelFlyEnd, '*', function (ev) { 

    if(ev.previous ){ 

        console.log('上一层级:'+ev.previous.name) 

    } 

    console.log('[' + ev.object.name + '] 物体层级飞行结束'); 

}); 

切换场景层级响应 

当层级发生变化后，会触发进入层级事件（EnterLevel）的四个内置响应

和退出层级事件（LeaveLevel）的一个内置响应，他们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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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层级时的场景控制

（THING.EventTag.LevelSceneOperations） 

如进入建筑时显示所有楼层；进入物体时，设置兄弟物体半透明 

 进入层级时的飞行控制（THING.EventTag.LevelFly） 

如进入各个层级时的飞行控制（飞行时间、视角等） 

 进入层级时背景控制（THING.EventTag.LevelSetBackground） 

如进入建筑后隐藏天空盒 

 进入层级时的 Pick 设置

（THING.EventTag.LevelPickedResultFunc） 

如进入建筑后是只能 Pick 楼层还是也能 Pick 楼层下的物体 

 退出层级时的场景控制

（THING.EventTag.LevelSceneOperations） 

如从园区进入建筑层级（即退出园区）后，园区隐藏 

如果想修改默认设置，可以暂停掉内置响应后再重新注册 EnterLevel 、 

LeaveLevel 事件来进行修改。 

可使用代码块快捷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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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动态创建组合场景 

对于一些大型场景，使用 CamBuilder 直接制作会比较困难，并且直接加

载也存在性能、加载时间等问题。下面的内容则针对这种大型场景制作的问题

提供了解决的办法。 

8.1.7.1 大型场景上述问题解决办法 

 在 CamBuilder 中我们可以分成多个工程进行搭建，比如园区和所

有建筑的外立面使用一个独立的工程进行搭建，每栋建筑的室内可分别使用

其他独立工程进行搭建。在搭建过程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则需要遵守： 

每个工程里的物体命名需要保证唯一 

 

为了保证物体对象不重名，每个工程里的命名（工程文件的名称就是园

区的名字），和每个工程里建筑的命名都要唯一。 

因为建筑的外立面和室内是在两个工程里分开搭建的，两个工程里本应

有同一个名字的建筑，但为了后期可以加载到一起，就不能用同一个建筑名

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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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建模需求是一个园区内有一个建筑，我们分成两个工程进行

搭建，分别是“XX 工业园区”、“XX 工业园区-办公楼室内”，工程内物体

命名如下： 

 

        XX 工业园区（工程文件名，代表园区名），包括如下物体： 

 

            办公楼（建筑） 

 

                办公楼外立面（建筑外立面） 

 

        XX 工业园区-办公楼室内（此工程和上个工程文件名不能一

样），包括如物体 

 

            办公楼 TMP（建筑，此建筑不能和上个工程里的建筑同

名） 

 

                办公楼楼层一（楼层） 

 

                    桌子。。。。。（物体） 

 

                办公楼楼层二（楼层） 

 

                    桌子。。。。。（物体） 

 分别导出各个工程，并上传到 ThingJS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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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ThingJS 先加载"XX工业园区"，该园区中包含建筑，但该建筑

只有外立面。 

 使用事件，可重新注册进入建筑的响应函数，事件回调内使用 

app.create ，动态加载“XX 工业园区-办公楼室内”这个园区工程。 

 再使用代码，获取“办公楼 TMP”这个园区物体的建筑，将其下的

“办公楼楼层一”，“办公楼楼层二”，添加到本来只有外立面的“办公

楼”对象身上。再将“XX 工业园区-办公楼室内”和“办公楼 TMP”这些临

时对象删掉。此时，我们就动态加载了一个完整的“办公楼”。 

8.1.7.2 保证后加载的楼层和之前加载建筑对齐 

方案如下： 

 在 CamBuilder 搭建场景时，保证楼层相对建筑“办公楼”和“办

公楼 TMP”的位置一致。 

 在 ThingJS 在线开发中，将“办公楼 TMP”下的楼层“挂接”到

“办公楼”时，设置楼层的相对坐标。 

buildingTmp.floors.forEach(function (floor) { 

    buildingMain.add({ 

        object: floor, 

        // 设置相对坐标，楼层相对于建筑的位置保持一致 

        localPosition: floor.localPos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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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7.3 提前知道未加载场景的物体结构 

有时我们还需要在未加载场景的时候知道一个物体在场景树里的位置，以

便于飞过去。我们提供两套方案： 

 我们提供 app.getCampusJSON 接口，可以在不加载园区场景的情况

下，解析出该园区的场景树结构，做些类似上面动态加载场景的操作，在

3D系统中建立完整的场景结构。我们再通过 EnterLevel 相关事件，配合

上面自动动态加载的方案，就可以找到并飞到物体。 

 用户也可以自行建立后台数据结构，后台进行查询，通知前台，前

台使用 EnterLevel 相关事件，配合上面自动动态加载的方案，就可以找到

并飞到物体。 

8.2 App对象 

8.2.1 创建 App 对象 

当启动 ThingJS 系统的时候。我们需要创建 App 对象。 

app = new THING.App({ 

  url: "models/storehouse" 

}); 

上述代码中 url: "models/storehouse" 指园区场景数据的地址，此处为

选填，该地址可写绝对路径也可写相对路径。 

当然也可以不输入路径，在你需要的时候通过  app.create  创建园区物

体，从而加载园区，如下例：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getCampus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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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pp = new THING.App(); 

var obj = app.create({ 

  type: "Campus", 

  url: "models/storehouse/", 

  complete: function() { 

    console.log("Campus created: " + this.id); 

  } 

}); 

8.2.2 App 提供的功能 

App 作为 ThingJS 库的功能入口，提供了如下功能： 

1. 负责 3D 的初始化，如上述例子所见； 

2. 园区的加载； 

3. 提供了通过 create 创建物体、创建基本形状等； 

4. 提供了 query 搜索功能； 

5. 一些全局对象访问入口，如 root ，如 camera ； 

6. 通过 level 提供场景层级的控制； 

7. 提供了全局事件绑定功能； 

8. 时间：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create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query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roo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camera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level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433 

 

 通过 deltaTime 获取距离上一帧的流逝时间(毫秒)； 

 通过 elapsedTime 获取从启动到现在的流逝时间(毫秒)。 

9. 效果控制： 

 通过 background 设置背景颜色或者图片； 

 提供了 lighting 设置灯光参数； 

 通过 postEffect 设置后期处理参数； 

 通过 fog 设置雾参数； 

 通过 skyBox 设置天空盒； 

 通过 skyEffect 设置时间线效果。 

10. 键盘输入 

 通过 isKeyPressed 判断某按键是否按下。 

11. 系统 

 通过 isMobileDevice 判断是否为移动端设备； 

 通过 pixelRatio 设置像素比例 

 通过 pixelRatio 获取像素比例。 

12. 页面相关 

 通过 app.domElement 获取包裹 3D 场景的 div 

更多内容可点击 App 查看。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deltaTime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elapsedTime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background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lighting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postEffec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fog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skyBox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skyEffec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isKeyPressed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isMobileDevice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pixelRatio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pixelRatio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A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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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创建对象 

有了场景，我们就可以添加物体对象了。 

8.3.1 创建物体 

在 ThingJS中，可以动态创建或删除 Thing、Marker、Box等常见物体，

他们大多继承自 BaseObject 。本章先以创建 Thing 物体为例，讲解创建对象

时所需要的参数，其他各类对象会在相应章节中进行具体讲解。 

8.3.1.1 对象创建与删除 

 创建物体； 

var truck = app.create({ 

  type: "Thing", 

  name: "truck", 

  position: [-5, 0, 0], 

  url: "https://www.thingjs.com/static/models/truck/", 

  complete: function() { 

    console.log("truck created!"); 

  } 

}); 

 删除物体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435 

 

 truck.destroy();  

注意事项：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制作场景，上传场景，下载场景，加载场景，这里

的场景其实就是园区，我们通常也会简称为"场景"。 

示例效果如下图所示: 

 

8.3.1.2 创建物体参数 

创建的物体参数可以分为以下三种：通用参数、特定物体类型（type）的

专属参数、系统其他功能。 

1.通用参数： 

 type：该物体用什么物体类来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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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该物体的编号 

 name：物体的名字 

 position：设置世界位置 

 localPosition：设置在父物体下的相对位置，和 position 只能

输入一个 

 angles：设置世界坐标系下三轴旋转角度，例如：

angles:[90,45,90] ，代表在世界坐标系下物体沿 X轴旋转 90度,沿 Y

轴旋转 45度,沿 Z轴旋转 90度 

 scale：设置相对自身坐标系下的缩放比例 

 parent：设置父物体是谁 

注意事项 

为了更清晰明确的对用户动态创建的物体对象进行管理，建议创建物体对

象时，显式指明该物体对象的 parent。如果没有显式填写 parent时： 

如果没有开启系统层级，则该物体的父亲默认是 root （不会是园区 

Campus ） 

注册层级后创建物体不再默认指定父物体，若需要添加到父物体上，通过

设置 parent参数指定父物体，不指定默认添加到 root下。 

2.特定物体类型（type）的专属参数，这里只列了 “Thing” 物体专属参

数，其他物体种类参数可在 本页下方 中查看 

 url ：物体模型资源路径，这个是 “Thing” 物体需要的参数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Thing.html#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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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其他功能： 

 complete：初始化完成后的函数回调 

8.3.1.3 创建物体参数 

ThingJS 中的大多数对象基本上都是继承自 BaseObject ，BaseObject 提

供了 ThingJS 对象的基本能力。 

BaseObject 派生出很多子类，常见的物体种类详见如下： 

 模型物体：Thing； 

 基本形体：Box； Sphere； Plane； Cylinder； Tetrahedron； 

（点击查看示例） 

 

 建筑相关： Campus； Building； Floor； Room； 

 界面： UIAnchor； Marker； WebView； 

 粒子： ParticleSystem 

 线： Line； RouteLine；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ox.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phere.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Plane.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ylinder.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etrahedron.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m=sample&c=sample_01_CreatePrimitives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pus.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uilding.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Floor.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Room.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UIAnchor.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Marker.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WebView.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ParticleSystem.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Line.htm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RouteLine.html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438 

 

 其他： Heatmap； 

注意事项 

在 CamBuilder 中摆放的园区、建筑、楼层、房间、物体等，同步到 

ThingJS 中，会自行判断物体类，分别对应类为：campus、building、floor、

room、thing。也可将默认类转换为自定义类。 

在 ThingJS 中创建的园区、建筑、楼层、房间、物体等，可创建自定义类 

8.3.1.4 判断对象物体类 

每个物体类都有它自己的类识别属性。 

比如 `Building` 物体，使用 `instanceof THING.Building` 方法进行判

断。 

if ( obj instanceof THING.Building ) { 

  console.log("This is a building!"); 

} 

8.3.2 对象属性 

8.3.2.1 对象属性类别： 

1.通用属性： 

 id：一般可作为物体的唯一编号 

 name：用户设置的物体名字，这个属性 ThingJS 系统不要求全局

唯一，用户可自行定义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Heat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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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关于 id 和 name 的使用说明： 

 一般来说 id 为了保证唯一性，通常是按一定规则生成的编码

（如身份证号或 UUID） 

 name 通常是可识别的名字，例如创建一个对象: 

var car = app.create({ 

  'id': '8EA88A93-3238-446E-B80D-0C61BEFC9950', 

  'name': 'myCar01', 

  'type': 'Thing', 

  

'url':'https://model.3dmomoda.com/models/66b7f5979ff043afa4e79f7998

53a4b/0/gltf/' 

  }); 

 position：世界坐标系下位置 

 localPosition：父物体坐标下的位置 

 angles：世界坐标系下三轴旋转角度 

 localAngles：世界父物体坐标系下三轴旋转角度 

 scale：自身坐标系下三轴缩放量 

 visible：是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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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效果控制 

 children：获取所有子物体 

 brothers：获取所有兄弟（排除自己） 

 parent：获取父物体 

 parents：获取所有父物体（返回的 Selector 结果中，第 0位为

直属父物体 parent，最后一位为世界根物体） 

对于从 CamBuilder 中导入的物体而言： 

 id 对应为 CamBuilder 中的 “UserID” ；如果用户没有填写 

“UserID” ， CamBuilder 中会生成的物体的唯一标识 

 name 对应为 “名称” ，如果用户在 CamBuilder 中没有自行填

写 “名称” ，则在 ThingJS 中 name 与 id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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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创建时，id 和 name 都不填写，则系统生成唯一 id 

 如果创建时，只填写了 name ，没填写 id ，则 id 取 name 

的值 

 如果创建时，用户填写了 id ，则 id 取用户填写的值，此时

用户需自行维护 id 的唯一性，也可用 THING.Utils.generateUUID() 

生成全局唯一标识 

 如果创建时，只填了 id ，没填 name ，则 name 取 id 的值 

2.类专属属性 

Thing 类物体有 url 属性，也可在 BaseObject 查看支持的 type 

清单以及每个类支持什么属性。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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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Builder 中用户添加的自定义属性,如下图： 

 

从 CamBuilder 导入的用户自定义的属性可通过 `userData` 属性访问到 

例如上图中的属性，我们这里可以这样访问： 

obj.userData["物体类型"]; 

3.用户在程序运行中自行添加的属性 

JS 是一个灵活的语言，允许我们动态为对象添加属性。比如，我们从后台

接收到的监控数据，可以直接给对象添加自定义属性 `monitorData` 来进行

存储： 

obj.monitor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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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10， 

     单位：“摄氏度” 

 } 

8.3.2.2 访问自定义属性 

正如我们看到的，ThingJS 对象有丰富的属性。其中有的属性可能具有嵌

套结构，比如 userData ，以及用户自行添加的 monitorData ，访问它们有时

比较麻烦，如下： 

if(obj.monitorData && obj.monitorData["温度"] > 0) 

.....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些便于访问、设置对象属性和判断对象属性是否存在的

方法，例如： 

obj.getAttribute("monitorData/温度") 

obj.setAttribute("monitorData/温度", 15) 

obj.hasAttribute("monitorData/温度") 

8.3.2.3 属性查看工具 

正如我们看到的，ThingJS 对象有丰富的属性。其中有的属性可能具有嵌

套结构，比如 userData ，以及用户自行添加的 monitorData ，访问它们有时

比较麻烦，如下： 

 点击“工具” 

 点击“场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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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场景树中的某个物体对象查看属性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445 

 

 

8.3.3 模型使用 

在开发中我们需要动态创建一个模型，如何获取模型呢？有两种途径可获

取模型： 

途径一：从模型库中获取 

 选中“组件”下拉列表，点击选择“模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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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立即探索”，进入模型库列表； 

 

 从模型库列表点击所需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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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出层点击复制按钮，复制模型 url ； 

 

 在创建物体时用模型 url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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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二：上传个人模型 

（1）obj 模型上传 CamBuilder 

先准备好需要上传的个人模型，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导入文件格式：zip 文件（建议 zip 包以英文命名）； 

模型要求： 

 模型的每个节点的顶点数量不能超过 65000； 

 模型文件、贴图文件、材质文件、缩略图文件必须以英文

名命名； 

需包含： 

 obj 模型文件，支持 obj 格式 

 贴图文件，支持 png、jpg、bmp、dds、tga（非压缩格

式）格式 

 mtl 材质文件，支持 mt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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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略图文件，支持 png 格式，命名与 obj 文件一致 

注意事项 

将模型、贴图、材质、缩略图，同级目录压缩为 zip 导入，且 obj 模型

文件，mtl 材质文件，缩略图文件三个资源文件同名时，上传到客户端 和 

ThingJS 里才可以显示缩略图。 

 

准备好上传文件，上传使用步骤如下： 

1.选择 CamBuilder 内的 DIY 模型库，选择上传资源下的 OBJ 模型上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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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将要上传的 OBJ模型压缩包，点击确定，进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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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传成功后可在已上传的 OBJ模型处查看； 

 

4.可进入搭建场景使用，上传后即可显示在「个人」，「用户上传」处可

见，拖拽至场景中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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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搭建场景，先点击右侧菜单栏中的「个人」，再点击点击上方「添

加」按钮，选择需上传的模型，确认后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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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传后即可显示在「个人」，「用户上传」处可见，拖拽至场景中即可使

用。 

 使用后导出 tjs包，则会导出 obj 模型，在导入 ThingJS 之后，点

击 在线开发 里面，点击「工具」下的「自定义模型信息」即可看到用户上

传的自定义模型，此时可点击该模型在左侧代码编辑区域快速创建代码。 

（2）3Ds Max 模型上传 

 通过 3ds Max模型上传插件您可将自己制作的 3ds Max 模型上

传至模模搭中使用； 

  上传后在 ThingJS 网站 在线开发 里面，点击「工具」下的

「自定义模型信息」即可看到用户上传的模型，此时可点击该模型在左

侧代码编辑区域快速创建代码。 

8.3.4 自定义类 

https://www.thingjs.com/guide/?m=sample
https://www.thingjs.com/guide/?m=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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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1 定义与注册 

用户可以定义自己的类，通过继承 ThingJS 内部类（比如：Thing 类），

对 ThingJS 进行扩展和封装。 

我们推荐使用 ES6语法定义一个类。例如，自定义汽车类 Car 

// 继承 Thing 类 

class Car extends THING.Thing { 

    constructor(app) { 

        super(app); 

    } 

    // 添加一个 run 方法 

    run() { 

 

    } 

} 

要在 ThingJS中使用自定义的类，还需要对其进行注册。 

通过 THING.factory.registerClass 方法，将继承于 ThingJS 内部类的

自定义类，注册到系统中。例如： 

// 注册自定义类  

THING.factory.registerClass('Car',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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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2 使用自定义类 

用户定义并注册完自己的类后，常见的使用方式有以下两种： 

1.创建自定义类的物体 

利用 app.create 方法进行创建时，指定 type为自定义类 

var car = app.create({ 

     type: 'Car', // 自定义注册类的名称 

     name: 'GMC 指挥车', 

     url: 

'https://model.3dmomoda.com/models/17fc17b416e94527bc607917fc8269a4

/0/gltf/',// 模型地址  

     position: [10, 0, 10], 

     complete: function () { 

         console.log('created: ' + this.name); 

     } 

 }); 

此外，同样可对注册后的自定义类进行 query 查询，注册事件等操作 

// 查询得到所有 Car 类的物体 

 var cars=app.query('.Car') 

 // 给所有 Car 类的物体 添加 Click 事件 

 app.on('click','.Car',function(ev){ 

     var obj=ev.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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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obj.name); 

 }) 

观察此示例的场景树也可以看出，新创建的物体为自定义的 Car 类型 

 

2.转换已有物体的类型 

通过 THING.Utils.convertObjectClass 方法将场景中物体，转为自定义

的类型，例如： 

// 查询得到 name 中包含 car 字符串的物体集合 

 var cars=app.query(/car/); 

 // 遍历物体集合，逐个转换成自定义的 Car 类 

 cars.forEach(function (obj) { 

     THING.Utils.convertObjectClass(obj,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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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察此示例中的场景树可看出： 

原本场景中 name 包含“car”的 Thing 类型物体（即场景中的车），转换

成了 Car类型。 

 

8.4 获取对象 

有了场景，添加了对象，我们如何尽快找到对象呢？，下面将详细讲解通

过 query 方法获取对象的方法。 

8.4.1 获取对象方法 

有如下几个方法： 

1. 通过 parent，children 属性找到要控制的对象。 

2. 通过类身上分类属性找到要控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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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query 方法 

8.4.2 query 详解 

ThingJS 的 query 方法，包括 全局 和 局部。 

全局查询是对所有场景内的对象进行查询； 

局部查询 是在一个对象的子对象中进行查询，如在一个楼层内查询某个设

备；如果还需要更精确的缩小查询范围，还可以对查询结果进行继续查询； 

注意事项 

由于场景加载是异步的 所以要查询场景内的物体时，需要在场景加载完成

后查询才生效。 

全局查询： 

var things = app.query(".Building"); 

for (var i = 0; i < things.length; i++) { 

 things[i].style.outlineColor = "#0000ff";} 

局部查询： 

building.query("[levelNum>2]").forEach(function(obj) { 

 obj.style.outlineColor = "#0000ff"; 

}); 

不管是局部查询还是全局查询，查询条件一般是一个字符串，如：#100，

car01，.Thing，或正则表达式，可以根据物体的名称、类型、包含的属性等进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pus.html#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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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查询，也可以对某个对象的子物体进行查询；但是 query 结果是一个集合 

因此集合中的元素需要单独通过下标获取。 

// 查询 id 是 100 的对象 

app.query("#100")[0]; 

 

// 查询名称（name）是 car01 的对象 

app.query("car01"); 

 

// 查询物体类是 Thing 的对象 

app.query(".Thing"); 

 

//有物体类型属性的，无论值是什么 

app.query("[alarm]"); 

 

//查询物体类型属性是粮仓的对象 

app.query("[报警=normal]"); 

app.query('["userData/物体类型"="粮仓"]'); 

 

// 查询 levelNum 属性大于 2 的对象,目前支持 <= , < , = , > , >= 

app.query("[levelNum>2]"); 

 

// 正则表达式（RegExp）对象，目前只是对名称(name)属性值进行正则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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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query(/car/); 

// 上例等同于 

var reg=new RegExp('car'); 

app.query(reg); 

查询结果返回的是一个 Selector 对象，查询结果可以相加、排除，也可以

直接绑定事件，或一些批量操作； 

//在查询结果中再进行查询，可实现多个条件的“与操作” 

var sel =  app.query('.Thing').query( '[品牌=IBM]' ); 

//实现多个条件的“或操作” 

var sel =  app.query( '[品牌=IBM]' ); 

app.query('[品牌=HP]').add( sel ); 

//实现“非操作”,not 操作支持标准的条件 

building.query('.Thing').not( 'cabinetB0' ); 

 

//add 操作除了上例中可添加 Selector 对象，还可以物体对象 

app.query('.Thing').add( obj1 ); 

app.query('.Thing').add( [obj1,obj2.....] ); 

 

//not 操作除了上例中可通过添加条件实现，也可以直接输入物体对象

或 Selector 对象 

app.query('.Thing').not( obj1 ); 

app.query('.Thing').not( [obj1,obj2.....] ); 

app.query('.Thing').not( sel );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or.html#se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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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第一个元素 

var obj = app.query('.Thing')[0]; 

 

// 循环选择器对象，数组方式 

var objs = app.query('.Thing'); 

for (var i = 0; i < objs.length; i ++) { 

console.log(objs[i]); 

} 

 

// 循环选择器对象（return false 将不再循环） 

app.query('.Thing').forEach(function(obj) { 

    ...... 

}); 

 

//可批量进行操作,具体查看 [Selector] 

app.query('.Thing').visible = false; 

app.query('.Thing').style.color = "#ff0000"; 

 

//对查询到的结果每个物体进行绑定事件 

app.query('.Thing').on('click', 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event.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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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控制对象 

8.5.1 控制显示/隐藏 

8.5.1.1 控制显隐 

ThingJS 中通过设置物体的 visible 属性来直接控制物体的显示/隐藏，例

如： 

var car=app.query('car01')[0]; 

car.visible=false; 

当然也可以设置对象集合（Selector）的 visible 属性控制多个物体的显

示/隐藏，例如： 

// 获取场景内所有的建筑 并 隐藏 

var buildings=app.query('.Building'); 

buildings.visible=false; 

如果对象有相应的父子关系，那么，当隐藏父亲时，他的子子孙孙也会跟

随隐藏。比如当隐藏建筑时，建筑的外立面、楼层、楼层里的物体等子孙会同

时隐藏。 

8.5.1.2 系统层级默认显隐规则 

当开启系统内置层级时，系统会有一套默认的显示/隐藏规则： 

 进入园区级别，显示该园区下的地面（Ground）、建筑的外立面

（Facade）以及其他直属物体（Thing）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or.html#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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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建筑级别，隐藏该建筑的外立面，显示该建筑的楼层（包括子

孙） 

注意事项 

此时当前建筑并没隐藏，只是隐藏了该建筑的外立面 

 进入楼层级别，隐藏其他楼层，显示当前楼层的子孙 

 依此类推…… 

 

8.5.2 控制位置 

要想控制一个对象物体的空间位置，首先需要理解空间坐标系。 

我们使用右手坐标系，但不同于我们平时熟悉的坐标系，平时通常是 z 轴

向上，我们使用的坐标系是 y 轴向上，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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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或控制一个物体的位置，我们在不同情况下会分别使用 3 套坐标系

统： 

 世界坐标系 

 父物体坐标系 

 自身坐标系 

注意事项 

ThingJS获取的[x,y,z]位置坐标的单位均为米。 

8.5.2.1 世界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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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坐标系是系统的绝对坐标系，当场景（注意不是指园区）创建后，在

整个场景空间中标绘一个位置，此时场景空间的坐标系就是世界坐标系。 

一个物体在世界坐标系下控制物体位置直接使用 position 属性，如： 

obj.position = [10,0,10]  

获取世界坐标系下的物体位置，也直接使用 position 属性，如： 

console.log(obj.position) 

8.5.2.2 父物体坐标系：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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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场景中创建了园区，在园区下我们放置一个飞机，飞机是园区的子物

体，我们想在园区的坐标系下，设置飞机的位置，这时使用的园区的坐标系，

就是飞机的父物体坐标系。 

再举个例子，我们想给一个人物添加一顶帽子，因为人在场景里位置和方

向是不确定的，在世界坐标系下设置帽子的位置，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计算。但

不管人在哪，面向哪，帽子和人的相对位置是一定的，所以我们在以人为坐标

系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把帽子放到正确的位置。前提是帽子是人的子物体，人的

坐标系就是帽子的父物体坐标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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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物体要在父物体坐标系下设置或获取位置我们使用 localPosition 属

性。 

//假设人高 1.7 米，在人头上放一个物体，物体的位置可通过如下设置 

 obj.localPosition = [0,1.7,0] 

console.log( obj.localPosition) 

8.5.2.3 自身坐标系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468 

 

 

聪明的你，一定能想到，有时候我们也希望在以自身作为坐标系统下控

制，比如，叉车向前走 2米，就是在自身坐标系下设置坐标[0,0,2]（物体自身

的 z轴正向，可以理解为是物体正面的方向，比如我们面部的朝向）。 

一个物体在自身坐标系下控制位置使用如下接口： 

obj.translate([0,0,2]);  

正常情况下，子物体会随着父物体移动而一起移动，如果想控制子物体不

随父物体移动，可通过设置子物体的 inheritPosition 属性为 false 而实现。 

8.5.3 控制旋转 

ThingJS 使用角度控制物体旋转。 

通常使用如下属性和接口控制物体旋转：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inherit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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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坐标系下，使用 angles 属性来设置或访问旋转信息。 

obj.angles = [0,45,0]   //设置世界坐标系 Y 轴向旋转 45 角度 

 在父物体坐标系下，使用 localAngles 属性来设置或访问旋转信

息。 

obj.localAngles = [0,45,0]   //设置父物体坐标系 Y 轴向旋转

45 角度 

 在自身坐标系下，使用如下接口方法： 

//使用 rotate，可输入角度和轴向。设置沿给定轴向转一定角

度，传入的旋转轴是自身坐标系下的轴方向        

obj.rotate( 45, [0,1,0])       

 

//沿自身 x 轴向旋转，等同于 obj.rotate( 30, [1,0,0])        

obj.rotateX(30)   

 

//沿自身 y 轴向旋转，等同于 obj.rotate( 90, [0,1,0])  

 obj.rotateY(90)   

 

//沿自身 z 轴向旋转，等同于 obj.rotate( -45, [0,0,1])          

 obj.rotateZ(-45)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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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以使用 lookAt 接口方法，使得物体的观察方向一直对准

一个位置或物体 

  //让物体面向[0,1,0]，该坐标是在世界坐标下 

   obj.lookAt( [0,1,0])    

 //让物体一直面向摄影机 

   obj.lookAt( app.camera )         

 //让物体一直面向一个物体 

   obj.lookAt( obj )   

 //让物体一直面向一个物体,同时物体沿自身 Y 轴向再旋转 90 度 

   obj.lookAt( obj， [0,90,0] )               

 //取消 lookAt 功能 

   obj.lookAt( null ) 

正常情况下，子物体会随着父物体旋转而一起旋转，如果想控制子物体不

随父物体旋转，可通过设置子物体的 inheritAngles 属性为 false 而实现。 

8.5.4 控制缩放 

对于缩放，是个 3D 里面比较复杂的概念，我们这里只提供自身坐标系下

的缩放控制。 

使用 scale 属性访问或设置： 

obj.scale = [1,2,1]   //让物体在高度方向上放大两倍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lookA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inheritAngles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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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子物体会随着父物体缩放而一起缩放，如果想控制子物体不

随父物体缩放，可通过设置子物体的 inheritScale 属性为 false 而实现。 

8.5.5 轴心点 

物体自身坐标系的原点，就是这个物体的轴心点（pivot）。 

一个物体在世界坐标系和父坐标系下的位置，其实就是物体轴心点在世界

坐标系下和父坐标系下的位置，物体在自身坐标系下的旋转和放缩，也是基于

轴心点。 

一个人的轴心点最好在脚下，如下图所示，以方便设定位置，如果轴心点

在腰部，是不是不太好设定他在地上位置？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inherit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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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物体的轴心点都是在正中心，比如一个卫星天线的轴心点在卫

星天线的旋转轴中心，以方便进行旋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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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轴心点和人一样最好放在地面根部，一个方便控制在地面上的位置，

另一个也方便控制放缩。当放缩时，如果轴心点在地上，整棵树可以向上放

缩，根部也不会因为放大扎到地里。 

 

当轴心点在中心，就会不方便控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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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体在世界坐标系下的旋转的正确理解 

一个物体在世界坐标系下的坐标位置是 [10,0,0]，旋转值是 [0,0,45]。

我们该如何理解沿世界坐标系 Z 轴旋转的 45 度呢？ 

 

1. 每帧将物体的位移和旋转置空,等于先把物体放到世界坐标原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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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物体沿世界坐标的 Z 轴旋转 45 度 

3. 将物体放置到世界坐标系下的 [10,0,0] 的位置上 

每帧按照上面 3 个步骤，进行设置 

这样的操作，下面的理解是错误的。 

 

1. 每帧将物体的位移和旋转置空,等于先把物体放到世界坐标原点

下 

2. 将物体放置到世界坐标系下的 [10,0,0] 的位置上 

3. 将物体沿世界坐标的 Z 轴旋转 45 度 

8.5.6 位移，旋转，缩放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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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JS提供了 moveTo 设置一个移动动画，rotateTo 设置一个旋转动画，

scaleTo 设置一个缩放动画，用 movePath 可设置让物体沿一条路径移动等方

法。 

8.5.6.1 moveTo 

moveTo 可实现将物体移动到某个目标位置。 

示例： 

obj.moveTo({ 

  position: [10, 0, 10], 

  orientToPath: true, 

  orientToPathDegree: 90, 

  time: 12000, 

  complete: function() { 

    console.log("moveto completed"); 

  } 

}); 

相关参数如下： 

 position ：在世界坐标系下设置目标位置，关于获取坐标点可使

用坐标拾取工具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moveTo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rotateTo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scaleTo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mov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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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etPosition ：在自身坐标系下设置目标位置，和 position 任

选其一设置 

 orientToPath ：物体是否朝向移动的方向 

 orientToPathDegree ：沿向路径方向偏移一定角度 

 time ：移动总时间 

 speed ：速度，和 time任选其一设置 

 lerpType ：插值类型，参见本页 下方 ,默认是

THING.LerpType.Linear.None(线性插值)，如果填 null 则不插值 

 loopType ：循环类型，参见本页 下方 ,默认是 null，等同于 

'no'，或者是 THING.LoopType.No 

 complete ：完成时的回调， repeat 和 pingpong 模式下没有回调 

可以使用 stopMoving 接口来终止移动。 

8.5.6.2 rotateTo 

rotateTo 可将物体旋转至某角度 

示例： 

obj.rotateTo({ 

      'angles': [0, 90, 0],    

      'time': 12000,                    

      'complete': function () {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ontrolThing.html#lerp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ontrolThing.html#loop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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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rotateto completed');   

      } 

  }); 

相关参数如下： 

 angles：设置旋转角度 

 其它参数详见 API 

可以使用 stopRotating 接口来停止旋转。 

8.5.6.3 ScaleTo 

scaleTo 可以将物体缩放至某比例大小。 

 obj1.scaleTo({ 

    scale: [1, Math.randomFloat(2.0, 5.0), 1], 

    time: 5000, 

}); 

相关参数如下： 

 scale ：在自身坐标系下三个轴向目标缩放值 

 其它参数详见 API 

我们使用 stopScaling 接口来终止缩放 

8.5.6.4 movePath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rotateTo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scal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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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神奇的方法 movePath，可以设置一条路径，让物体沿路径移动。 

// 路径坐标点数组 

var path = [[0, 0, 0], [20, 0, 0], [20, 0, 10], [0, 0, 10], [0, 

0, 0]]; 

car.movePath({ 

  orientToPath: true, // 物体移动时沿向路径方向 

  path: path, // 路径坐标点数组 

  time: 5 * 1000, // 路径总时间 毫秒 

  lerpType: null, // 插值类型（默认为线性插值）此处设置为不插值 

  // 仅当无循环时 有回调函数 

  complete: function (ev) { 

    console.log(ev.object.name + "移动结束") 

  } 

}); 

相关参数如下： 

 path ：由世界坐标系下的坐标点组成的路径，关于获取坐标点可

使用坐标拾取工具 

 其它参数和 moveTo 类似。 API 

可以使用 stopMoving 接口来终止移动。可以使用 stopMoving 接口来终

止移动。 

1.lerpType 类型说明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mov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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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示例中我们都有提到一个参数 lerpType ，是控制运动的插值方法

的，见下图，找到你需要的插值类型。 

 

2.loopType 类型说明 

上述的示例中我们都有提到一个参数 loopType ，是控制运动的重复方法

的，见下图，找到你需要的重复类型。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html#.Loop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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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 模型动画 

对于 Thing 类的对象，是通过 url 加载的模型，很多模型在制作阶段就

内置了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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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模型有内置动画，则可以在 ThingJS 中利用 API 调用播放这些动

画。 

注意事项 

如果是动态创建的物体，由于模型加载是异步的，则必须在模型加载完成

后才能调用动画。 

8.5.7.1 获取模型动画 

首先我们通过 animationNames 属性获取上图中的模型都有什么动画。 

示例： 

 console.log(obj1.animationNames); 

输出：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animation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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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2 播放模型动画 

我们使用 playAnimation 接口进行动画播放。 

 简单播放动画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play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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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playAnimation("animation"); 

 可以反向播放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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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playAnimation({ 

    name: "animation", 

    reverse: true//反转数组 

}); 

 可以循环播放动画，并且可以同 loopType ，来控制循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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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playAnimation({ 

    name: "open1", 

    loopType: THING.LoopType.Repeat 

}); 

 还可以同时播放多个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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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playAnimation({ 

    name: ["open1", "open2"], 

    loopType: THING.LoopType.PingPong, 

    speed: 0.4 

}); 

8.5.7.3 停止播放模型动画 

我们使用 stopAnimation 接口来停止动画播放 

//当物体带有多个动画时，`stopAnimation`接口将会停止所有动画播放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stop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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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stopAnimation(); 

//指定停止哪个动画 

obj.stopAnimation("open1"); 

8.5.8 官方模型动画介绍 

我们有提供各个行业的模型供用户选择，这些模型有部分在制作阶段就内

置了动画。例如： 

8.5.8.1 门 

以下面这个门为例： 

 在 CamBuilder中我们可以通过选中该模型，查看模型是否

带有动画，例如这个门动画名为‘OpenDoor’和‘CloseDoor’，分别控制

开门和关门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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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ThingJS中，我们可以通过 

console.log(obj1.animationNames)来判断模型是否带有动画 

8.5.8.2 机柜 

以下面的机柜为例： 

在 CamBuilder 中我们可以通过选中该模型，查看模型是否带有动画，例如

这个机柜动画名为‘close_all’,‘open_all’,‘open1’，‘clo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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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2’和‘close2’，控制机柜开关柜门动画。

 

8.5.8.3 仓储 

以下面的粮仓为例： 

在 CamBuilder 中我们可以通过选中该模型，查看模型是否带有动画，例如

这个粮仓动画名为‘CloseRoof’和‘OpenRoof’，分别控制粮仓开盖关盖动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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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4 动物 

以下面这个蝴蝶为例： 

在 CamBuilder 中我们可以通过选中该模型，查看模型是否带有动画，例如

这个蝴蝶动画名为‘_defaultAnim_’，控制蝴蝶飞舞动画。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492 

 

 

8.5.9 坐标转换 

对一个物体我们已经了解针对它的 3种坐标系统，可以在不同情况下使用

对应方式，很方便地控制或获取物体位置。 

但在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三套坐标体系坐标的转换，我们使用如下接口： 

// 将输入的物体自身坐标系下坐标转换成世界坐标 

 obj.selfToWorld(pos)  

// 将输入的世界坐标标转换成物体自身坐标系下坐标 

 obj.worldToSelf(pos)  

// 将输入的世界坐标转换成父物体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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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worldToLocal(pos) 

// 将输入的父物体坐标转换成世界坐标 

 obj.localToWorld(pos) 

8.5.10 效果 

8.5.10.1 style 属性 

 设置颜色和透明度 

  //设置不透明度是 0.5，如果设置成 1.0 即为完全不透明 

  car.style.opacity = 0.5; 

  //设置物体附加颜色 

  car.style.color = "#00ff00"; 

  //取消物体颜色可直接设置： 

  app.style.color = null; 

注意事项 

ThingJS 中的颜色支持使用颜色对应的单词，使用十六进制表示(#00-

FF)，使用 rgb 表示等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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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eframe 

//给物体开启线框模式 

  car.style.wireframe = true; 

//给物体关闭线框模式 

  car.style.wireframe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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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设置物体为红色沟边 

  car1.style.outlineColor = "#ff0000"; 

//设置物体为绿色沟边 

  car2.style.outlineColor = "#00ff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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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OnTop 

平常场景中我们看到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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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用户想让某物体显示在最上层时，可以选择 alwaysOnTop。 

  var car = app.query('car01')[0]; 

  car.style.alwaysOnTop  =true;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Style.html#alwaysOn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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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0.2 对象方法 

目前可以使用 fadeIn 和 fadeOut设置物体淡入淡出效果。 

效果如下：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or.html#fadeIn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or.html#fad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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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1 连接 

在讲解园区层级的章节时，提到了父子树的概念，除了在创建物体对象时

（app.create）可以指定一个对象的父物体外，还可以使用 add 接口让一个物

体 B 作为孩子添加到另一个物体 A 的子物体集合中，物体 A 即为物体 B 的

父物体。因为子物体会跟随父物体一同移动、旋转和缩放，所以我们把绑定父

物体的操作定义为 “连接操作” 。 

可以直接使用 add(object) 方法进行连接操作： 

car.add(box);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Thing.html#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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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此时 “连接” 上的一刻，子物体的世界位置不发生变化，并保持那一刻

与父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进行移动。 

如果我们要删除 “连接” 关系，那么就需要将该物体指定另一个父物体

进行 “连接”。 

 

// 创建箱子 

var box = app.create({ type: 'Box', center: 'Bottom', position: 

[5,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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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Thing 叉车 

var car = app.create({ 

    type: 'Thing', 

    name: '叉车', 

    url: 

'https://model.3dmomoda.cn/models/7fb3a14c34cc42bd81a39bdf075d5d85/

0/gltf/',// 模型地址  

    position: [-12, 0, 0],// 世界坐标下的位置  

    complete: function (ev) { 

 

        new THING.widget.Button('连接到叉车', function () { 

            // 将物 box 作为孩子添加到 car 上 

            car.add(box); 

        }); 

 

        new THING.widget.Button('从叉车移除', function () { 

            // 将 box 从叉车移除 ，重新连接到园区上 

            var campus = app.query('.Campus')[0]; 

            campus.add(box); 

        }); 

 

        // 设置物体沿路径移动  

        car.mov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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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27, 0, 0], // 路径点数组  

            'time': 10 * 1000, // 路径总时间，2 秒  

            'orientToPath': true, // 物体移动时沿向路径方向  

            'loopType': THING.LoopType.PingPong, 

            'lerpType': null 

        }); 

    } 

}); 

此时，“连接” 的一刻，子物体将以设置的相对坐标作为与父物体的相对

位置关系，并保持此相对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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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箱子 

var box = app.create({ type: 'Box', center: 'Bottom', position: 

[5, 0, 2] }); 

 

// 创建 Thing 叉车 

var car = app.create({ 

type: 'Thing', 

name: '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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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https://model.3dmomoda.cn/models/7fb3a14c34cc42bd81a39bdf075d5d85/

0/gltf/',// 模型地址  

position: [-12, 0, 0],// 世界坐标下的位置  

complete: function (ev) { 

 

    new THING.widget.Button('连接到叉车', function () { 

        // 将物 box 作为孩子添加到 car 上 

        car.add({ 

            object: box, // 作为孩子的对象 

            localPosition: [0, 2, 0] // 相对于父物体的坐标 

        }); 

 

    }); 

 

    new THING.widget.Button('从叉车移除', function () { 

        // 将 box 从叉车移除 ，重新连接到园区上 

        var campus = app.query('Campus')[0]; 

        campus.add(box); 

    }); 

 

    // 设置物体沿路径移动  

    car.moveTo({ 

        'position': [27, 0, 0], // 路径点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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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10 * 1000, // 路径总时间，2 秒  

        'orientToPath': true, // 物体移动时沿向路径方向  

        'loopType': THING.LoopType.PingPong, 

        'lerpType': null 

    }); 

} 

}); 

 以子节点作为基准连接 

如果一个物体的模型是由多个“子节点”组合而成的 

效果如下： 

 

那么我们也可以基于某个“子节点”设置该模型与所连接的父物体的相对

位置关系，如下： 

car.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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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box,// 作为孩子的对象 

  basePoint: "chazi", // 作为“基准”的“子节点”名称 

  offset: [0, 0.2,0] // 相对于参考点位的自身偏移量 

}); 

 

// 创建箱子 

var box = app.create({ type: 'Box', center: 'Bottom', position: 

[5,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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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style.color = 'rgb(255,0,0)'; 

 

// 创建 Thing  

var car = app.create({ 

    type: 'Thing', 

    name: '叉车', 

    url: 

'https://model.3dmomoda.cn/models/7fb3a14c34cc42bd81a39bdf075d5d85/

0/gltf/', 

    // 模型地址  

    position: [10, 0, 5], 

    complete: function (ev) { 

 

        var radio = createUI(); 

 

        radio.on('change', function (ev) { 

            console.clear(); 

 

            var subNodeName = ev; 

 

            console.log('将 ' + subNodeName + ' 节点 作为基准

'); 

            car.add({ 

                objec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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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Point: subNodeName, 

                offset: [0, 0.1, 0] 

            }); 

        }) 

    } 

}); 

 

function createUI() { 

    // 界面组件 

    var panel = new THING.widget.Panel({ 

        titleText: '各个子节点', 

        width: '200px', 

        hasTitle: true, // 是否有标题 

    }); 

    // 创建数据对象  

    var dataObj = { 

        'subNodes': 'chazi', 

    }; 

    // 界面绑定对象  

    var radio = panel.addRadio(dataObj, 'subNodes', ['chazi', 

'qianlun', 'houlun', 'SubModelNode001']); 

    return rad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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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一个模型中的所有子节点的名称呢？ 

我们可以通过物体对象的 subNodes 属性得到所有的子节点，如下： 

var subNodes = obj.subNodes; 

//console.log(obj.subNodes); 

for (var i = 0; i < subNodes.length; i++) { 

    var subnode = subNodes[i]; 

    var name = subnode.name; 

    console.log(name); 

} 

8.6 自定义对象属性 

8.6.1 CamBuilder 中添加的自定义属性 

CamBuilder 中创建的物体，只有在编辑了 UserID、Name 或者 自定义属

性 后，导入到 ThingJS 中才能成为独立的管理对象，被程序读取或修改。 

在 CampusBuilder 中我们可以手动添加自定义属性。 

如下图所示: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BaseObject.html#sub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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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ampusBuilder 导入的用户自定义的属性可通过 userData 属性访问

到。 

例如上图中的属性，我们这里可以这样访问： 

 obj.userData["物体类型"]; 

8.6.2 程序运行中添加的自定义属性 

JS 是一个灵活的语言，允许我们动态为对象添加属性。比如，我们从后台

接收到的监控数据，可以直接给对象添加自定义属性 monitorData 来进行存

储： 

obj.monitorData = { 

    温度：10， 

    单位：“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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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 访问自定义属性 

正如我们看到的，ThingJS 对象有丰富的属性。其中有的属性可能具有嵌

套结构，比如用户在 CamBuilder中添加的自定义属性 userData ，以及用户通

过代码自行添加的 monitorData ，访问它们有时比较麻烦，如下： 

if(obj.monitorData && obj.monitorData["温度"] > 0) 

.....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些便于访问、设置对象属性和判断对象属性是否存在的

方法，例如： 

obj.getAttribute("monitorData/温度") //获取属性值 

obj.setAttribute("monitorData/温度", 15) //设置属性值 

obj.hasAttribute("monitorData/温度") //判断属性是否存在 

不论是在 CamBuilder 中设置的自定义属性，还是在 ThingJS中通过代码设

置的自定义属性，都可在“在线开发” - “工具” - “场景信息” 中通过选

中场景树中的某个物体对象查看物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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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拾取与选择 

ThingJS 系统内置了很多事件，比点击鼠标、键盘输入、层级变化等。用

户可以监听这些事件，在事件回调中进行相应的业务逻辑处理。 

8.7.1 拾取 

8.7.1.1 通过属性和接口获取鼠标拾取（Pick）的物体 

当鼠标在一个物体上悬停时，我们经常希望做一些操作，比如变色等。 

我们使用 Picker 类来获取鼠标拾取（Pick）的物体，通过 app.picker 得

到 Picker 类来实现这个功能，见下例： 

//判断拾取的物体是否改变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Pick.html#pick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Picker.html#P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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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pp.picker.isChanged()) { 

    //通过 app.picker.objects 得到当前拾取的物体 

    console.log(app.picker.objects); 

    //通过 app.picker.previousObjects 得到之前拾取的物体 

    console.log(app.picker.previousObjects); 

} 

8.7.1.2 通过事件获取鼠标拾取的物体 

可以通过 MouseEnter 和 MouseLeave 来实现 。 

// 鼠标拾取物体显示边框 

app.on(THING.EventType.MouseEnter, '.Thing' ,function(ev) { 

    ev.object.style.outlineColor = '#FF0000'; 

}); 

// 鼠标离开物体边框取消 

app.on(THING.EventType.MouseLeave,'.Thing', function(ev) { 

    ev.object.style.outlineColor = null; 

}); 

示例效果如下图所示：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html#.EventType#.MouseEnter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html#.EventType#.Mouse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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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ick 发生变化时会触发 PickChange 事件,也可以通过事件的回调参数获

取当前和之前的拾取物体。 

app.on(THING.EventType.PickChange,function (ev) { 

    ev.objects.style.color = '#ff0000'; 

    ev.previousObjects.style.color = null; 

}); 

8.7.1.3 区域 Pick 物体 

有时我们通过鼠标框选一个区域，在区域内的物体我们认为是被 `Pick` 

的，如下例： 

//由于框选比较消耗性能，因此预先设置框的“候选集”，只在候选集

中框选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html#.EventType#.Pick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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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things = app.query('.Thing'); 

app.picker.areaCandidates = things; 

 

//启动框选 传入 鼠标按下时开始框选的屏幕坐标 

app.picker.startAreaPicking({ 

    x: x, 

    y: y 

}); 

//结束框选 

app.picker.endAreaPicking(); 

8.7.1.4 pickedResultFunc 

可通过 pickedResultFunc 设置拾取对象回调函数，详见代码块，如下

图： 

 

8.7.2 选择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Pick.html#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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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1 选择物体 

鼠标悬停到物体上，但不代表我选择它了，比如是我们点击后才表明我们

选择了它。选择物体，我们通过 Selection 模块实现，可通过 app.selection 

的接口实现该功能，见下例： 

//将物体加入到选择集中 

app.selection.select(obj); 

// 判断对象是否在选择集中 

 app.selection.has(obj); 

//将物体从选择集中删除 

app.selection.deselect(obj); 

//清空选择集 

app.selection.clear(); 

8.7.2.2 通过属性和方法，侦测选择集变化 

Selection 通过提供 isChanged 方法获取选择集变化，通过 objects 和 

previousObjects 获取当前选择集和变化之前的选择集，见下例： 

if(app.selection.isChanged()) { 

    //获取当前哪些物体被选择 

    console.log(app.selection.objects); 

    //当 isChanged 时，之前都有那些物体被选择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ion.html#Selection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ion.html#Selection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ion.html#is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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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app.selection.previousObjects); 

} 

8.7.2.3 通过事件侦测选择集变化 

可以通过 Select 和 Deselect 事件精确控制物体针对选择的响应，如下

例： 

app.on(THING.EventType.Select, '.Thing', function (ev) { 

    // 选择集中的物体颜色进行改变 

    ev.object.style.color = "#ff0000"; 

}); 

app.on(THING.EventType.Deselect, '.Thing', function (ev) { 

    // 物体从选择集中删除时，清除颜色 

    ev.object.style.color = null; 

}); 

我们也可以通过 SelectionChange 事件。 

app.on(THING.EventType.SelectionChange, function (ev) { 

    console.log(ev.previousObjects+" "+ev.objects); 

}); 

示例效果如下：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ion.html#selec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Selection.html#deselec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html#.EventType#.Selection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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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事件 

ThingJS 系统内置了很多事件，比点击鼠标、键盘输入、层级变化等。用

户可以监听这些事件，在事件回调中进行相应的业务逻辑处理。 

8.8.1 事件介绍 

8.8.1.1 全局绑定事件 

用户的操作以及场景的变化，都将会触发相应的事件。你可以监听这些事

件，然后在回调方法中做相应的处理。 

 全局绑定：通过 app.on 绑定事件，可在全局下添加条件指定针对

哪些物体绑定该事件，条件规则同于 query 使用的条件。 

注意事项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vent.html#event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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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局绑定后，新创建的符合条件物体也可以生效。 

一些事件也可以不添加条件，不针对特定物体即可生效。 

例子 1： 

app.on("click", function(ev) { 

  console.log("you click!"); 

}); 

上面的例子，不添加条件，鼠标一 click 就触发。 

例子 2： 

app.on("click", ".Thing", function(ev) { 

  console.log("you click " + ev.object.id); 

}); 

上面的例子，添加了条件，只有在符合该条件的物体上 click 才会触发，

无论是已经存在的 Thing 对象，还是后面新创建的 Thing 对象都会生效。 

8.8.1.2 局部绑定事件 

 局部绑定：针对一个对象，或者 query 的查询结果（Selector），

通过 on 接口绑定事件，我们叫局部绑定。同全局绑定，事件中可以加条

件，表示这个事件绑定是针对这个物体子子孙孙的。 

也可以不添加条件，表示该事件是针对物体本身的 

例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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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on("click",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object.name); 

}); 

上面的例子，当这个物体被点击，就会触发 

例子 4： 

obj.on("click", ".Marker",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object.name); 

}); 

上面的例子，当这个物体子孙里有 Marker 物体，当它被点击就会触发。

同全局绑定 Marker 物体，绑定后 obj 的子孙里新创建的 Marker 也响应这个

事件。 

例子 5： 

obj.query(".Marker").on("click",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object.name); 

}); 

上面的例子，其实就是直接查询 obj 其下所有的 Marker 物体，遍历找到

的 Marker，分别使用 on 注册事件。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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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式是对 obj 下每个查询到的 Marker 物体即时绑定的，对于 obj 

下后创建的 Marker，是没有影响的。 

上面的例子，其实就是直接查询 obj 其下所有的 Thing 物体，遍历找到

的 Thing，分别使用类似例子 4 的方式绑定事件。 

1.ThingJS都提供哪些事件 

所有事件通过 THING.EventType 命名空间索引，也可以查询 API 中

的 EventType 对应的字符串，不区分大小写。 

obj.on("click",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object.name); 

}); 

也可以写成 

obj.on( THING.EventType.Click,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object.name); 

}); 

2.data 的使用 

例子 7： 

var cb = function (ev) { 

    var color = ev.data;// 获取传入的颜色 

    ev.object.style.outlineColor = color; 

https://www.thingjs.com/guide/?m=api#THING.html#.Ev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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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里将颜色作为参数传给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中通过 ev.data 获

取 

app.query(".Building").on("mouseon", ".Thing", "#FF0000", cb); 

app.query(".Thing").on("mouseon", ".Thing", "#00FF00", cb); 

3.同一个事件注册多个回调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有一个模块在物体 click 时，改变物体颜色，另外一

个模块需要在物体 click 时，放大物体。两个模块又是不同人写的，那该如何

注册事件呢？ 

//事件 1： 

obj.on("click", function(ev) { 

  ev.object.style.color = "#FF0000"; 

}); 

 

//事件 2： 

obj.on("click", function(ev) { 

  ev.object.scale = [2, 2, 2]; 

}); 

这两个事件，都会在 obj 被点击后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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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多事件注册模式会有些不方便的地方，比如具体指定取消那个事

件，需要带上原回调。 

var cb = function(ev) { 

  console.log("you click!"); 

}; 

app.on("click", ".Building", cb); 

 

// 卸载 

app.off("click", ".Building", cb); 

因此我们更推荐使用[tag]的方式。 

4.tag 

如果取消或者暂停事件，都要知道原回调函数，在大部分时候会比较麻

烦，我们可以给每个事件打上 tag，在删除或者暂停时，可用 tag 直接指定你

要操作的回调。 

//模块 1 中： 

obj.on("click",function(ev) { 

    ev.object.style.color = "#FF0000"; 

  },"模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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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2 中： 

obj.on("click",function(ev) { 

    ev.object.scale = [2, 2, 2]; 

  },"模块 2"); 

 

//取消"模块 1"的事件回调，不影响“模块 2”的回调 

obj.off("click",null ,"模块 1"); 

利用 tag 功能，我们还能实现替换一个回调。比如，之前打了 tag 的事

件，我们别处需要修改或者暂停这个事件，就可以通过 tag 来实现。 

//将上例的“模块 1”的回调，改成如下 

obj.on("click",function(ev) { 

    ev.object.style.color = "#00FF00"; 

  },"模块 1"); 

系统内置了一些 tag ，供外部控制（暂停、恢复）。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EnterLevel 事件，该事件会触发多个内置响应，如层

级切换后的场景控制、飞行控制、背景变化等。 

因此我们更推荐使用 tag的方式。 

5.优先级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vent.html#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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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刚才的例子，两个都是 click 事件，如果我们希望保证模块 2 的事

件先于模块 1 触发，该如何设置？ 

//模块 1： 

obj.on("click",function(ev) { 

    ev.object.style.color = "#FF0000"; 

  },"模块 1"); 

 

//模块 2： 

obj.on("click",function(ev) { 

    ev.object.scale = [2, 2, 2]; 

  },"模块 2",51); 

在模块 2 的事件回调中，又添加了一个参数`priority`，我们设置为 

51，一般事件默认的优先级是 50，设置的越大，越优先触发。 

6.注册单次事件 

如果需要一个事件只执行一次，就需要卸载掉，你可以使用 one 这个接口

代替 on，参数和 on 是一样的。但是，如下情况需要注意： 

我们提供 priority 的能力： 

// 下例中是给每个楼层的注册了一次 EnterLevel 事件，即 每个楼层

第一次进入时 都会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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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one(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Floor', function (ev) { 

    console.log(ev.object.id); 

}) 

// 如果只给某个楼层注册 如下 

var floor = app.query('.Floor')[0]; 

floor.one(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function (ev) { 

    console.log(ev.object.id); 

}) 

8.8.2 移除，暂停事件 

8.8.2.1 卸载事件 

当我们想卸载一个事件的时候使用 off 接口。 

例子 1： 

app.on("click", 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 

 

// 卸载 

app.off("click");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vent.html#removePauseEven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m=api#THING.Thing.html#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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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2： 

app.on("click", ".Building", 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 

 

// 卸载 

app.off("click", ".Building"); 

例子 3： 

var cb = 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 

app.on("click",".Building", cb ); 

 

// 卸载 

app.off("click", ".Building", cb ); 

例子 4： 

app.on("click", ".Building", 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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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on("click",".Building",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1 !"); 

  },"tag1"); 

 

app.on("click",".Building",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2 !"); 

  },"tag2"); 

 

// 卸载 

app.off("click", ".Building"); 

这样就把所有的 building 下的 click 事件都清除了。 

假设这个物体有多个 marker，我们找到其中一个卸载掉事件，不影响其他 

marker，和后创建的 marker。 

注意事项 

off 第二个参数必须传条件，如果没有条件，又需要传 tag ，需要将条件

传 null。 

`one` 注册的事件，也是用`off`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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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2 暂停事件 

如果`off`掉一个事件，要想恢复，有时候比较难，你找不到之前的回调方

法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提供 `pauseEvent`方法，用于暂停事件，它的控制

方法和标准类似于 off。 

例子 5： 

app.on("click",".Building",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tag1"); 

 

// 暂停 

app.pauseEvent("click", ".Building", "tag1"); 

例子 6： 

marker.pauseEvent("click", null, tag); 

要想恢复事件响应，使用 `resumeEvent` 方法 

app.resumeEvent("click", ".Building", "tag1"); 

8.8.3 自定义事件 

ThingJS 内置了很多事件，但如果自己写模块的时候，也需要触发事件，

该如何操作？外部注册还是使用 on，在需要触发的地方我们使用 trigger 接口

来对外触发事件。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vent.html#customEven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m=api#THING.Thing.html#tr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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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在写一个报警管理器： 

class AlamrManager { 

    constructor() { 

        ...... 

    } 

 

    enable() { 

        ...... 

        app.trigger("AlarmEnable") 

        ...... 

    } 

 

    setObjAlarm(obj, alarmLevel) { 

        ...... 

        obj.trigger("alarm", {"level":alarmLevel} ) 

        ...... 

    } 

} 

外部注册如下： 

app.on("AlarmEnable", function(e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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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query(".Thing").on("alarm",function(ev){ 

    if(ev.level == "critical"){ 

        ...... 

    } 

    ...... 

}) 

8.8.4 事件清单 

事件中的事件名以及事件参数部分如下图所示： 

 

8.8.4.1 内部事件 

1.Complete 通知 App 初始化完成 

2.Resize 通知视口大小变化 

 {Array} Resize.size 窗口宽高([0]:宽度, [1]:高度) 

3.Update 通知 App 更新 

4.Progress 通知加载进度更新 

 {Number} Progress.progress 加载进度(0~1)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vent.html#even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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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eforeLoad 通知将要加载物体 

 {THING.Object} BeforeLoad.object 要加载的物体 

6.Load 通知加载 

 {THING.Campus} Load.campus 园区 

 {THING.Selector} Load.buildings 园区建筑物 

7.Unload 通知卸载 

 {String} Unload.url 场景资源路径 

8.Click 通知鼠标点击 

 {Boolean} Click.picked 是否成功拾取到物体 

 {THING.BaseObject} Click.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Array} Click.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9.DBLClick 通知鼠标双击 

 {Number} DBLClick.button 鼠标按键[0: 左键, 1: 中键, 2: 右

键] 

 {Boolean} DBLClick.picked 是否成功拾取到物体 

 {THING.BaseObject} DBLClick.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Array} DBLClick.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10.SingleClick 通知鼠标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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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lean} SingleClick.picked 是否成功拾取到物体 

 {THING.BaseObject} SingleClick.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Array} SingleClick.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11.MouseUp 通知鼠标键抬起 

 {Boolean} MouseUp.picked 是否成功拾取到物体 

 {THING.BaseObject} MouseUp.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Array} MouseUp.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12.MouseDown 通知鼠标键按下 

 {Boolean} MouseDown.picked 是否成功拾取到物体 

 {THING.BaseObject} MouseDown.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Array} MouseDown.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13.MouseMove 通知鼠标移动 

 {Boolean} MouseDown.picked 是否成功拾取到物体 

 {THING.BaseObject} MouseDown.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Array} MouseDown.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14.MouseMove 通知鼠标移动 

 {Boolean} MouseMove.picked 是否成功拾取到物体 

 {THING.BaseObject} MouseMove.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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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ay} MouseMove.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15.MouseWheel 通知鼠标滚轮事件 

 {Number} MouseWheel.delta 判断滚轮方向, (负数: 向前滚动, 

正数: 向后滚动) 

16.MouseEnter 通知鼠标首次移入物体 

 {THING.BaseObject} MouseEnter.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17.MouseOver 通知鼠标首次移入物体, 会一直传递到父物体 

 {THING.BaseObject} MouseOver.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18.DragStart 通知物体拖拽开始 

 {THING.BaseObject} DragStart.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Array} DragStart.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19.Drag 通知物体拖拽进行中 

 {THING.BaseObject} Drag.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Array} Drag.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20.DragEnd 通知物体拖拽结束 

 {THING.BaseObject} DragEnd.object 当前拾取物体 

 {Array} DragEnd.pickedPosition 获取拾取点坐标 

21.KeyDown 通知键盘按键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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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KeyDown.key 键值 ID 

22.KeyPress 通知键盘按键一直被按下 

 {THING.KeyType} KeyPress.key 键值 ID 

23.KeyUp 通知键盘按键抬起 

 {THING.KeyType} KeyUp.key 键值 ID 

24.CameraChangeStart 通知摄像机位置变动开始 

 {Array} CameraChangeStart.target 摄像机观察点世界坐标信息 

 {Array} CameraChangeStart.position 摄像机世界坐标信息 

25.CameraChangeEnd 通知摄像机位置变动结束 

 {Array} CameraChangeEnd.target 摄像机观察点世界坐标信息 

 {Array} CameraChangeEnd.position 摄像机世界坐标信息 

26.CameraChange 通知摄像机位置变动中 

 {Array} CameraChange.target 摄像机观察点世界坐标信息 

 {Array} CameraChange.position 摄像机世界坐标信息 

27.CameraViewChange 通知摄像机观察模式改动 

 {THING.CameraView} CameraViewChange.view 摄像机类型 

28.Create 通知物体创建完成 

 {THING.BaseObject} Create.object 物体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536 

 

29.Expand 通知物体被展开 

 {THING.BaseObject} Expand.object 物体 

30.Unexpand 通知物体被合并 

 {THING.BaseObject} Unexpand.object 物体 

31.PickChange 通知物体拾取对象更新 

 THING.Selector} PickChange.objects 当前拾取物体列表 

 {THING.Selector} PickChange.previousObjects 之前的拾取物

体列表 

32.AreaPickStart 通知框选开始 

33.AreaPicking 通知框选中 

 {THING.Selector} AreaPicking.objects 拾取物体列表 

34.AreaPickEnd 通知框选结束 

35.Select 通知物体被选择 

 {THING.Selector} Select.objects 物体列表 

36.Deselect 通知物体被取消选择 

 {THING.Selector} Deselect.objects 物体列表 

37.SelectionChange 通知物体选择集合更新 

 {THING.Selector} SelectionChange.objects 物体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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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LevelChange 通知场景层次发生改变 

 {THING.LevelType} LevelChange.level 当前层级标识 

 {THING.BaseObject} LevelChange.current 当前层级 

 {THING.BaseObject} LevelChange.previous 上一层级 

39.EnterLevel 通知进入物体层级 

 {THING.BaseObject} EnterLevel.object 当前层级 

 {THING.BaseObject} EnterLevel.current 当前层级 

 {THING.BaseObject} EnterLevel.previous 上一层级 

40.LeaveLevel 通知退出物体层级 

 {THING.BaseObject} LeaveLevel.object 当前层级 

 {THING.BaseObject} LeaveLevel.current 当前层级 

 {THING.BaseObject} LeaveLevel.previous 上一层级(离开的层

级) 

41.LevelFlyEnd 通知摄像机飞入物体层级进入完成 

 {THING.BaseObject} EnterLevel.object 当前层级 

 {THING.BaseObject} EnterLevel.current 当前层级 

 {THING.BaseObject} EnterLevel.previous 上一层级 

42.LevelFlyEnd 通知摄像机飞入物体层级进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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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G.BaseObject} LevelFlyEnd.object 当前层级 

 {THING.BaseObject} LevelFlyEnd.current 当前层级 

8.9 控件 

开发者可在 ThingJS 中使用系统内置的控件集成一些功能应用的开发，也

可自定义开发控件来对一些功能模块进行封装。 

8.9.1 内置控件 

目前 ThingJS 内置了「小地图」、「第一人称行走」、「自由飞行」控

件，可供开发者使用。 

注意事项 

目前上述内置控件暂时不兼容有地球的应用。 

可通过 app.addControl() 添加相应的控件。 

通过 app.removeControl() 删除对应的控件。 

8.9.1.1 小地图控件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ontrol.html#builtin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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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代码如下： 

app.addControl( 

     new THING.MiniMapControl({ 

       width: 200, 

       height: 200, 

       position: THING.CornerType.RightBottom, 

       opacity: 0.8, 

       scale: 1, 

       angle: 0, 

       mousewheel: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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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意义如下： 

 width: 小地图宽度，单位 px； 

 height: 小地图高度，单位 px； 

 position: 相对屏幕坐标的定位位置； 

 左上：THING.CornerType.LeftTop 

 右上：THING.CornerType.RightTop 

 右下：THING.CornerType.RightBottom 

 左下：THING.CornerType.LeftBottom 

 opacity：不透明度设置； 

 scale: 小地图缩放比例； 

 angle: 小地图旋转角度； 

 mousewheel: 小地图是否支持鼠标缩放，默认为 false； 

8.9.1.2 第一人称行走 

该控件可进行“第一人称行走”的交互模式控制。 

添加控件后，默认的交互为键盘按键： 

 A：左移 

 D：右移 

 W：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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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后退 

 空格：跳跃（当开启重力时生效） 

鼠标: 

 按下左键旋转场景 

创建代码如下： 

  app.addControl(new THING.WalkControl({ 

      walkSpeed: 0.02, //行走速度 

      turnSpeed: 0.25, //鼠标操作时旋转场景的速度 

      gravity: 29.8, //重量 

      eyeHeight: 1.6, //视点高度 

      jumpSpeed: 10, //跳跃速度 

      enableKeyRotate: false, //是否开启键盘控制旋转 默认关闭 

      useCollision: false, //是否进行水平方向碰撞检测 默认关闭 

      useGravity: true //是否开启重力 默认开启 

  })); 

参数意义如下： 

 walkSpeed：行走速度； 

 turnSpeed：鼠标操作时旋转场景的速度； 

 gravity：重量； 

 eyeHeight：视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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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Speed：跳跃速度； 

 enableKeyRotate：是否开启键盘控制旋转，默认关闭，开启后按

下 A 键向左旋转，按下 D 键向右旋转； 

 useCollision：是否进行水平方向碰撞检测，默认关闭； 

 useGravity：是否开启重力，默认开启，按空格键可进行跳跃，关

闭后，空格键跳跃失效； 

8.9.1.3 自由飞行 

添加该控件后： 

键盘：W A S D 控制飞行 Q E 控制升降； 

鼠标：按住左键拖拽方向。 

创建代码如下： 

app.addControl(new THING.FlyControl()); 

8.9.2 自定义控件 

开发者可以自定义类，通过实现 onAdd ， onRemove ， onUpdate 方法进

行控件的扩展，开发自己的组件，便于功能模块的复用。 

例如，定义一个 CustomControl类（推荐使用 ES6定义类的语法）： 

// 自定义控件 

class CustomControl { 

    constructor() {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ontrol.html#custom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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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nAdd(app) { 

 

    } 

    onRemove() { 

 

    } 

    onUpdate() { 

 

    } 

} 

 

// 添加控件 

var ctrl = app.addControl(new CustomControl()); 

 

// 删除控件 

app.removeControl(ctrl); 

当添加控件时，会调用自定义控件的 onAdd 方法，并传入 app 对象。 

添加控件后，每一帧会执行自定义控件的 onUpdate 方法。 

删除控件时，会调用自定义控件的 onRemove 方法。 

8.9.2.1 环境与效果 

8.9.2.2 背景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ffect.html#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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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JS 提供如下几种方式来控制天空和背景： 

 使用 app.background 属性设置背景颜色； 

app.background = 0xff8844; 

 

取消背景颜色可直接设置： 

app.background = null; 

 使用 app.background 属性也可以设置背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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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background = 

'/uploads/wechat/oLX7p0zOGLar_E2BzYn5fn8ZeaDs/file/bg.jpg'; 

效果如下： 

 

取消背景图片可直接设置背景颜色： 

app.background = 0x000000; 

 使用 app.skyBox 属性设置背景天空盒，目前 ThingJS 内置提供 

BlueSky ， MilkyWay ，Night ， CloudySky， White ， Dark 这几种天

空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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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背景图片可直接设置背景颜色： 

app.skyBox = "Night"; 

取消效果： 

app.skyBox = null; 

 使用 app.skyEffect 属性设置背景天空盒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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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背景图片可直接设置背景颜色： 

app.skyEffect = { 

  // 显示光源位置 

  showHelper: false, 

  // 光源扩散大小 

  turbidity: 10, 

  // 大气散射  

  rayleigh: 2,  

  // 时间 [0~24] 

  time: 17.6,  

  // 水平角度 

  beta: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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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效果： 

 

取消背景图片可直接设置背景颜色： 

app.skyEffect = null; 

这个设置不仅修改了背景同时也封装了灯光效果，具体参数比较专业，这

里不赘述参数意义了。 

注意事项 

当 app.skyBox 和 app.skyEffect 同时生效时会有些问题，需要选取其中

一个生效，关闭另一个。 

8.9.2.3 灯光 

灯光对于场景效果有决定性作用，但打灯光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需要些

理论知识。ThingJS 提供了一套通用方案，方便您设置灯光效果。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ffect.html#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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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在线开发，点击上方工具，选择场景效果； 

 

2.在灯光配置项下进行调整，在右侧效果实施显示； 

 

3.配置结束后，点击上方生成代码块，在右侧即可快速生成代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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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上方执行按钮，则会在场景中看到之前设置的效果； 

 

8.9.2.4 粒子 

我们经常需要模拟下雨，下雪的天气，有时也会模拟爆炸，着火等效果。

这些效果使用名为粒子系统(particle)的技术来实现。 

模拟火的效果：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ffect.html#particleSystem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551 

 

 

粒子的真面目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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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效果是系统发射了很多小面片，这些小面片可以贴上图，再配合上旋

转，缩放等模拟出各种需要的效果。 

ThingJS 提供 ParticleSystem 物体类来实现粒子效果。 

var particle = app.create({  

    type: 'ParticleSystem',  

    url: 'https://thingjs.com/static/particles/fire1'  

});  

删除粒子 

particle.destroy(); 

目前我们内置一些粒子效果供您直接调用,可点击在线开发选择代码块进行

调用，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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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加紧开发粒子编辑器，很快会推出，让您能更快自行制作出酷炫

的效果。 

8.9.2.5 屏幕后期处理 

会用 Photoshop 的同学都知道，后期处理可以将一张平淡无奇的图像，通

过各种滤镜，处理得美轮美奂。 

在 3D 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类似的技术 —— shader 来进行编程，控

制后期效果。比如： 

这是未处理的场景：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ffect.html#postScree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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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未处理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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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编写 shader 是个很艰巨的任务，需要掌握大量 3D 算法知识，还

要掌握 shader 语言。 

不过没关系，ThingJS 替您准备了很多效果，我们使用 `app.postEffect` 

接口来设置。 

1.选择在线开发，点击上方工具，选择场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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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后期配置，在下方配置项中进行调整，在右侧效果实施显示； 

 

3.配置结束后，点击上方生成代码块，在右侧即可快速生成代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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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上方执行按钮即可； 

8.10 摄影机 

8.10.1 摄像机基本概念 

摄像机，如同大家拍照时使用的相机，用来确定观察 3D 场景的视角。 

摄像机包含两个重要的位置参数：镜头位置 position 和被拍摄物体的位

置 target (又叫目标点)。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amera.html#cameraBasics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position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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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hingJS 中，可以通过 app.camera 获取摄像机对象。 

通过获取 camera 的 position 和 target 属性可以得到 3D 场景中摄像

机的位置信息，也可以将其打印在控制台中。 

var pos = app.camera.position; //获取摄像机镜头位置 

var target = app.camera.target; //获取摄像机目标点位置 

app.camera.log(); //在控制台中打印摄像机位置信息 

//打印结果中第一个数组为镜头位置，第二个数组为目标点位置，如下 

//[0, 20, 20], [-3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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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1.1 设置摄影机位置 

通过摄像机的 lookAt() 方法，可以让摄像机一直“盯着”某个位置或物体

看。 

//摄像机一直“盯着”[0,0,0]点看 

app.camera.lookAt([0, 0, 0]); // 

//摄像机一直“盯着”某物体看 

var obj = app.query("car01")[0]; 

app.camera.lookAt(obj); 

//取消摄影机一直盯着物体看 

app.camera.lookAt(null); 

通过摄像机的 fit() 方法，也可以设置摄像机位置。 

app.camera.fit({ 

  position: [100, 100, 100], 

  target: [0, 0, 0] 

}); 

如果 fit() 方法中传的是物体对象，那么镜头将“聚焦”到该物体，此时 

ThingJS 会计算出该对象的“最佳看点”，从而“自适应”该对象来设置摄像

机位置。 

//设置摄像机到物体的“最佳看点”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lookA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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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camera.fit(obj); 

 

//当不传参数时，设置摄像机到当前整个场景下的“最佳看点” 

app.camera.fit(); 

8.10.1.2 关于“最佳看点” 

当摄像机看向目标物体时，一般将物体中心点作为 “看点” 的 target 

位置。 

我们可以通过相对于目标物体的坐标系下 x 轴旋转角度、 y 轴旋转角度

以及距目标物体“中心”的距离来确定一个位置，作为“看点”的 position 

位置。 

比如，当（ x 轴旋转角度， y 轴旋转角度，距离）=（0,0,1）时，是在

正朝向物体 Z 轴方向上 1 倍包围球半径的位置看向物体。如图 

 

但是上图并不是物体的“最佳看点”， ThingJS 中会默认计算一个物体的

“最佳看点”。 

我们将物体 包围盒 的中心点作为“最佳看点”的 target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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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心点的 X 轴旋转 45 度（xAngle:45），Y 轴旋转 -45 度方向

（yAngle:-45），2 倍包围球半径距离（radiusFactor:2）的位置为“最佳看

点”的 position 位置。 

 

如果用户需自定义 fit() 物体的摄像机位置，可控制以下参数来进行设

置： 

app.camera.fit({ 

  'object': obj, 

  'xAngle': 60,  //绕物体自身 X 轴旋转角度 

  'yAngle': 30,  //绕物体自身 Y 轴旋转角度 

  'radiusFactor':3,  //物体包围球半径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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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1.3 设置摄像机飞行 

通过 camera 的 flyTo() 方法，可以让摄像机从当前位置，飞行到将要设

置的位置。 

大部分参数和 fit 相同，该方法增加了 time（飞行时间）和 lerpType 

（插值方式）参数来控制飞行过程的速度，还可通过 complete 设置飞行结束

后的回调函数。 

 //从当前摄像机位置飞到指定位置，飞行时间 2s，飞行结束后调用回调

函数 

app.camera.flyTo({ 

  position: [0, 20, 20], 

  target: [-30, 10, 0], 

  time: 2 * 1000, 

  complete: function() { 

    console.log("飞行结束"); 

  } 

}); 

//以 Quartic.In 的插值方式 让飞行速度渐增 

app.camera.flyTo({ 

  position: [0, 20, 20], 

  target: [-30, 10, 0], 

  time: 3 * 1000, 

  lerpType: THING.LerpType.Quartic.In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fly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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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物体的最佳视角,默认飞行时间 3s 

app.camera.flyTo(obj); 

 

//2s 飞到物体的最佳视角 

app.camera.flyTo({ 

  object: obj, 

  time: 2 * 1000, 

  complete: function() { 

    console.log("飞行结束"); 

  } 

}); 

 

//自定义飞到物体的摄像机位置参数（同 fit） 

app.camera.flyTo({ 

  object: obj, 

  xAngle: 30, //绕物体自身 X 轴旋转角度 

  yAngle: 60, //绕物体自身 Y 轴旋转角度 

  radiusFactor: 3, //物体包围盒半径的倍数 

  time: 5 * 1000, 

  complete: function() { 

    console.log("飞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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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也可以通过设置距离物体包围盒中心的距离（radius）确定摄像机位

置 

app.camera.flyTo({ 

  object: obj, 

  xAngle: 30, //绕物体自身 X 轴旋转角度 

  yAngle: 60, //绕物体自身 Y 轴旋转角度 

  radius: 3, //距离物体包围盒中心的距离 单位米 

  time: 5 * 1000, 

  complete: function() { 

    console.log("飞行结束"); 

  } 

}); 

可以通过 app.camera.flying 属性，判断摄像机是否在飞行。 

可以通过 app.camera.stopFlying() 来停止摄像机飞行。 

ThingJS 还封装了一些和物体相关的摄像机方法，便于开发者使用。 

 rotateAround 让摄像机环绕某坐标点（世界坐标系下）或某物体旋

转飞行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flying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stopFlying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rotate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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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绕[0,0,0]点旋转 180 度，5s 转完 

  app.camera.rotateAround({ 

    target: [0,0,0],//环绕的坐标点 

    time: 5*1000,//环绕飞行的时间 

    yRotateAngle : 180,//环绕 y 轴飞行的旋转角度 

    complete:function(){ 

        console.log('结束环绕飞行'); 

    } 

  }); 

//绕某物体飞行 180 度，5s 转完后反向转回，以此循环往复 

  app.camera.rotate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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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obj,//环绕的物体 

    time: 5*1000,//环绕飞行的时间 

     yRotateAngle : 180,//环绕 y 轴飞行的旋转角度 

    loopType:THING.LoopType.PingPong //循环往复环绕 

  }); 

 通过 target 设置环绕的坐标点； 

 通过 object 设置所需环绕的物体（object 与 target 的设置互

斥）； 

 通过 time 设置环绕飞行的时间； 

 通过 yRotateAngle 设置环绕 y轴飞行的旋转角度； 

 通过 loopType 设置循环类型 默认是 THING.LoopType.No； 

 通过 complete 设置飞行结束后的回调函数（仅当 loopType 为 

no 时生效）；< 

可以通过 app.camera.stopRotateAround() 来停止摄像机飞行。 

 followObject 让摄像机一直跟随某物体 

  app.camera.followObject(obj);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stopRotateAround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follow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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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可调用 app.camera.stopFollowingObject() 停止摄像机跟随物体。 

8.10.2 摄像机交互控制 

ThingJS 摄像机提供了默认的平移、旋转、缩放的交互操作。 

 对于鼠标输入而言：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旋转场景； 

 按住鼠标右键拖动，平移场景；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stopFollowingObject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amera.html#cameraInterractive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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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动滚轮或按住滚轮拖动进行缩放； 

 对于键盘输入而言： 

 

 上下左右键，控制场景移动； 

 对于触屏而言: 

 

 单个手指滑动，旋转场景； 

 

 两个手指平行滑动，平移场景； 

 

 两个手指缩放，缩放场景； 

可以通过设置 app.camera.inputEnabled=false 关闭所有默认的交互操作

（旋转、平移、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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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设置 app.camera.enablePan=false 关闭默认的平移操作； 

可以通过设置 app.camera.enableRotate=false 关闭默认的旋转操作； 

可以通过设置 app.camera.enableZoom=false 关闭默认的缩放操作； 

对默认的交互操作，开发者可以控制操作过程中摄像机移动的速度，限制

水平旋转角度、俯仰旋转角度。 

//设置鼠标输入时移动摄像机的速度 

app.camera.mousePanSpeed = 10; 

//设置键盘输入时移动摄像机的速度 

app.camera.keyPanSpeed  = 10; 

//设置摄像机水平角度范围[最小值, 最大值] 

app.camera.xAngleLimited = [3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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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摄像机俯仰角度范围[最小值, 最大值] 

app.camera.yAngleLimited = [3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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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开发者也可以通过 camera 的 move()，zoom()，rotateY()，

rotateX()来控制摄像机的移动、缩放、旋转。 

//摄像机水平移动 10m 

app.camera.move(10, 0); 

//摄像机垂直移动 10m 

app.camera.move(0, 10); 

//摄像机向前推进 10m 

app.camera.zoom(10);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572 

 

//设置摄像机 target 为圆心转在水平方向上旋转的夹角增量 

app.camera.rotateY(20); 

// 设置摄像机 target 为圆心转在竖直方向上旋转的夹角增量 

app.camera.rotateX(20); 

摄像机观察模式切换： 

//切换成 3D 模式 

app.camera.viewMode = THING.CameraView.Normal; 

 

//切换成顶视图模式 

app.camera.viewMode = THING.CameraView.Top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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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摄像机位置变动开始触发 CameraChangeStart ； 

摄像机位置变动结束触发 CameraChangeEnd ； 

摄像机位置变动中触发 CameraChange ； 

摄像机位置缩放后触发 CameraZoom ； 

改变摄像机观察模式后触发 CameraViewChange ； 

app.on(THING.EventType.CameraChangeStart, function (ev) { 

  console.log('CameraChangeSt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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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pos:' + ev.position + ' target:' + ev.target); 

}); 

app.on(THING.EventType.CameraChangeEnd, function (ev) { 

  console.log('CameraChangeEnd '); 

  console.log('pos:' + ev.position + ' target:' + ev.target); 

}) 

app.on(THING.EventType.CameraChange, function (ev) { 

  console.log(' CameraChange '); 

  console.log('pos:' + ev.position + ' target:' + ev.target); 

}) 

app.on(THING.EventType.CameraZoom,function(ev){ 

  console.log('CameraZoom '); 

  console.log(ev.delta); 

}) 

app.on(THING.EventType.CameraViewChange, function (ev) { 

  console.log('CameraViewChange '); 

  console.log(ev.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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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3 屏幕坐标与 3D世界坐标转换 

可通过 worldToScreen() ， screenToWorld() 进行 3D 世界坐标和 2D 屏

幕坐标的相互转换。 

注意事项 

2D 屏幕坐标系以左上角为原点，向右为 X 正向，向下为 Y 正向 

//世界坐标系下 3D 坐标转换成 2D 屏幕坐标 

app.camera.worldToScreen(obj.position); 

//返回结果是一个数组，如 

//[445,421,0.9970992025530352] 

//分别代表屏幕 X 坐标、Y 坐标、Z 深度 

 

//屏幕坐标转 3D 世界坐标 

//传入屏幕坐标 

app.camera.screenToWorld([200,200]); 

//返回三维坐标 

//该坐标为经过摄像机 position，target 两点的直线 与 世界坐标系下

过 target 点的垂直平面的交点 

屏幕坐标转 3D 世界坐标返回的为经过摄像机 position ， target 两点

的直线与三维世界坐标系下平面的交点，见下图：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amera.html#screenToWorld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worldToScreen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screenTo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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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4 摄像机高级设置 

8.10.4.1 摄像机的 up 参数 

可以通过 app.camera.up 获取或设置定义摄像机向上方向，默认值是

[0,1,0]，此时可理解为一个人正常拿着一个照相机照相如果设置成 [0,-1,0] 

可理解为一个人倒着拿摄像机照相，效果如图：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amera.html#cameraAdvanceSettings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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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lyTo() 的插值参数中，我们也可以单独设置 upLerpType 的插值方

式，来做一些摄像机飞行的特效。 

8.10.4.2 摄像机的投影方式 

我们看到的 3D 画面其实是计算机把三维空间中的物体从世界坐标系通过

各种复杂的计算投影到屏幕坐标系，并显示在视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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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投影的方式有透视投影和正射投影两种： 

 透视投影 

即离视点近的物体大，离视点远的物体小。 

 正射投影 

又叫平行投影。它的特点是无论物体距离相机多远，投影后的物体大小

尺寸不变。 

在 ThingJS 中可通过 app.camera.porjectionType 设置摄像机的投影类

型。 

//透视投影 

app.camera.projectionType= 

THING.CameraProjectionType.Perspective; 

//正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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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camera.projectionType= 

THING.CameraProjectionType.Orthographic; 

8.10.4.3 视锥体 

视锥体为可以观看投影物体的可视区域，由近平面，远平面，左，上，

右，下各面组成。 只有在可视区域内才可见，区域外会被裁剪。 

 

在 ThingJS 中可以设置 camera 的远剪裁面 far 、近剪裁

面 near 和 fov 来设置可视区域范围。 

FOV（视场角）即 Field of View，类似于摄影中的焦距，值越大，画面显

示的内容就越多，但也越扭曲。 

//设置近裁剪面的距离，比这个距离近的物体将不会被渲染 

app.camera.near = 10;//默认值 0.1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far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near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f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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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远裁剪面的距离，比这个距离远的物体将不会被渲染 

app.camera.far= 100; //默认值 1000 

 

//设置摄像机 F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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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camera.fov = 30;//默认值 60 

 

可通过 isInView() 判断场景中某个物体是否在可视范围内。 

app.camera.isInView(obj); 

8.11 2D/3D界面 

ThingJS 是一个先进的 PaaS 开发平台，开发者可以方便、安全地基于云

端的各种工具组件随时随地进行开发。 

8.11.1 ThingJS 界面概述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apidocs/THING.CameraController.html#isInView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Interface.html#ThingJS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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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开发者在 ThingJS下进行界面开发，ThingJS 提供的界面体系结

构目录如下：

 

上述 ThingJS界面体系中，进行 3D场景可视化的区域，我们定义为 3D容

器，如下图所示： 

 

8.11.1.1 在 3D“容器”内 

提供了 3D和 2D 的界面展示能力，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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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界面 

 Marker：可以将图标、Canvas绘制的图片，展现在 3D场景中或绑

定在 3D物体上。 

 WebView：可以将页面嵌入到 3D 场景中。 

2D 界面 

 原生界面：用户可以使用 js代码编写原生的界面，将 dom 元素插

入到相应的节点中。 

 快捷界面库：内置各种组件模块，供用户进行拼接组装使用。 

 UIAnchor：可以将普通的 2D界面“挂接”到某个 3D物体对象上，

使之随物体移动。 

8.11.1.2 在 3D“容器”外 

提供通栏组件（如上通栏、侧通栏）。如果用户想基于 ThingJS 做一套独

立的应用系统，可使用通栏组件作为系统级别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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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 3D 界面 

ThingJS 主要提供 `Marker` 物体和 `WebView` 物体以支持 3D 空间界

面。 

8.11.2.1 Marker 物体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Interface.html#3D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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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r 物体可以添加一个图片放置到你希望的位置，也可以将这个图片作

为孩子添加到对象身上，随着对象一同移动。 

例子 1： 

app.create({ 

  type: "Marker", 

  offset: [0, 2, 0], 

  size: [4, 4],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586 

 

  url: "https://thingjs.com/static/images/warning1.png", 

  parent: app.query("car01")[0] 

}); 

参数： 

 type ： 通知系统创建 Marker 物体； 

 offset ： 设置自身坐标系下偏移量为[0, 2, 0]； 

 size ： 设置 Marker 物体大小，也可以添单独数字如 4，等同于

[4,4]，大小是以米计算的； 

 url ： 图片的 url； 

 parent ：指定 Marker 的父物体； 

运行结果见下图。Marker 默认是受距离远近影响，呈现近大远小的 3D 效

果，也会在 3D 空间中实现前后遮挡。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587 

 

 

例子 2： 

app.create({ 

  type: "Marker", 

  offset: [0, 8, 0], 

  size: 2, 

  keepSiz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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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 "https://thingjs.com/static/images/reminder.png", 

  parent: app.query(".Building")[1] 

}); 

参数： 

 keepSize： 控制是否受距离远近影响，呈现近大远小的 3D 效

果。如果设置 true，表示保持大小，不随距离近大远小，此时 size 的单

位是屏幕的像素点； 

 offset ： 设置自身坐标系下偏移量为[0, 2, 0]； 

 size ： 设置 Marker 物体大小，也可以添单独数字如 4，等同于

[4,4]，大小是以米计算的； 

 url ： 图片的 url； 

 parent ：指定 Marker 的父物体； 

运行结果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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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使用 h5 的 canvas 手动创建动态图。 

例子 3： 

function createTextCanvas(text, canvas) { 

    if (!canvas) { 

        canvas = document.createElement("canvas"); 

        canvas.width = 64; 

        canvas.height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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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st ctx = canvas.getContext("2d"); 

    ctx.fillStyle = "rgb(32, 32, 256)"; 

    ctx.beginPath(); 

    ctx.arc(32, 32, 30, 0, Math.PI * 2); 

    ctx.fill(); 

 

    ctx.strokeStyle = "rgb(255, 255, 255)"; 

    ctx.lineWidth = 4; 

    ctx.beginPath(); 

    ctx.arc(32, 32, 30, 0, Math.PI * 2); 

    ctx.stroke(); 

 

    ctx.fillStyle = "rgb(255, 255, 255)"; 

    ctx.font = "32px sans-serif"; 

    ctx.textAlign = "center"; 

    ctx.textBaseline = "middle"; 

    ctx.fillText(text, 32, 32); 

    return canvas; 

} 

 

app.on('load', function (e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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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marker = app.create({ 

        type: "Marker", 

        offset: [0, 2, 0], 

        size: 3, 

        canvas: createTextCanvas('100'), 

        parent: app.query('car02')[0] 

    }).on('click', function (ev) { 

        var txt = Math.floor(Math.random() * 100); 

        ev.object.canvas = createTextCanvas(txt, 

ev.object.canvas) 

    }) 

}) 

参数： 

 canvas: 接收 canvas 作为贴图显示 

运行结果见下图，在 Marker 上点击时，会改变标记上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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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2 WebView 物体 

我们可以使用 WebView 物体，将其他网站或者页面的内容嵌到 3D 中。 

例子 4： 

var webView01 = app.create({ 

    type: 'WebView', 

    url: 'https://www.thingjs.com', 

    position: [10, 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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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920 * 0.01, // 3D 中实际宽度 单位 米 

    height: 1080 * 0.01, // 3D 中实际高度 单位 米 

    domWidth: 1920, // 页面宽度 单位 px 

    domHeight: 1080// 页面高度 单位 px 

}); 

 

8.11.3 2D html 界面 

var template = 

    <div style='position:absolute;left:20px;top:20px;padding: 

8px;width:100px;text-align: center;background: rgba(0,0,0,0.5);'>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Interface.html#2DHtm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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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id="p1" style='color:white'>Hello World!</p> 

    <button style='margin:4px;padding:4px' 

onclick='changeLevel()'>Into Level</button> 

    </div>; 

// 插入到 ThingJS 内置的 2D 界面 div 中 

$('#div2d').append($(template)); 

ThingJS 为了让大家快速编写界面，我们提供一个“快捷界面库”，可快

速创建界面。 

UIAnchor 

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即使是 2D html 界面，我们照样可以把它连接到 

3D 物体上，跟随 3D 物体移动，我们使用 `UIAnchor` 物体来实现这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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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如下： 

var uiAnchor = app.create({ 

  type: "UIAnchor", 

  parent: app.query("car02")[0], 

  element: document.getElementById("XXXX"), 

  localPosition: [0, 2, 0], 

  pivot: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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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element ：要绑定的页面的 element 对象 

 pivotPixel ：相对于 Element 左上角的偏移像素值 

查看示例 

删除 UIAnchor 方法为： 

uiAnchor.destroy(); 

注意事项： 

删除后，其对应的 panel 也会被删除 

显示和隐藏 UIAnchor 方法为： 

uiAnchor.visible = true / false; 

通过 js 编写的界面： 

https://www.thingjs.com/guide/?m=sample&c=sample_07_Element2D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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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 UIAnchor 连接到 3D 物体上。也可以通过快捷界面库，创建 

Panel 以 UIAnchor 的方式连接到物体上。 

 

8.11.4 快捷界面库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Interface.html#shortcutUI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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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widget 是一个支持动态数据绑定的轻量级界面库。 

可通过界面库中的 Panel 组件创建一个面板，并可向该面板中添加文本、

数字、单选框、复选框等其他组件。 

效果如下： 

 

8.11.4.1 创建面板 

var panel = new THING.widget.Panel({ 

    // 设置面板样式 

    template: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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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角标样式 

    cornerType: "none", 

    // 设置面板宽度 

    width: "300px", 

    // 是否有标题 

    hasTitle: true, 

    // 设置标题名称 

    titleText: "我是标题", 

    // 面板是否允许有关闭按钮 

    closeIcon: true, 

    // 面板是否支持拖拽功能 

    dragable: true, 

    // 面板是否支持收起功能 

    retractable: true, 

    // 设置透明度 

    opacity: 0.9, 

    // 设置层级 

    zIndex: 99 

}); 

 width： 如果写百分比字符串则表示相对宽度（相对于 3D容器的

宽度） 

 template：目前，模板样式提供两个样式 default 和 default2，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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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nerType: cornerType 是指角标样式，依次是:没有角标 

none ，没有线的角标 noline ，折线角标 polyline ；依次见下图： 

 

注意事项： 

角标样式都不区分大小写 

如果 panel 面板设置了关闭按钮 则点击关闭按钮时 会将面板设置为隐

藏，如需再次打开该面板 则调用 panel.visible = true; 显示面板即可。 

8.11.4.2 面板属性及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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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面板标签 

panel.domElement; 

 

// 修改面板标题 

panel.titleText='修改标题'; 

 

// 设置/获取面板相关属性 

panel.visible = true / false; 

panel.position = [10, 10];//设置 panel 面板的位置 

panel.zIndex = 9; 

panel.opacity = 0.5; 

 

// 删除面板 

panel.destroy(); 

8.11.4.3 面板事件 

// 常用事件类型均支持 

panel.on("click", callback); 

// 'close'事件为面板关闭时触发 

panel.on("close", callback); 

8.11.4.4 面板中的数据 可通过各组件实现双向绑定 

var dataObj = { 

  pressure: "0.14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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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erature: "21°C", 

  checkbox: { 设备 1: false, 设备 2: false, 设备 3: true, 设备 4: 

true }, 

  radio: "摄像头 01", 

  open1: true, 

  height: 10, 

  maxSize: 1.0, 

  iframe: "https://www.3dmomoda.com", 

  progress: 1, 

  img: "https://www.thingjs.com/guide/image/new/logo2x.png", 

  button: false 

}; 

8.11.4.5 逐条添加组件 

var press = panel.addString(dataObj, 'pressure').caption('水压

').isChangeValue(true); 

var height = panel.addNumber(dataObj, 'height').caption('高度

'); 

var maxSize = panel.addNumberSlider(dataObj, 

'maxSize').step(0.25).min(1).max(10); 

var open1 = panel.addBoolean(dataObj, 'open1').caption('开关

01'); 

var radio = panel.addRadio(dataObj, 'radio', ['摄像头 01', '摄像

头 02']); 

var check = panel.addCheckbox(dataObj, 'checkbox').caption({ "

设备 2": "设备 2(re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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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frame = panel.addIframe(dataObj, 'iframe').caption('视屏

'); 

var img = panel.addIframe(dataObj, 'img').caption('图片'); 

var button = panel.addImageBoolean(dataObj, 'button').caption('

仓库编号

').url('https://www.thingjs.com/static/images/example/icon.png'); 

界面库可设置 `Caption` 的字体颜色:如下图所示： 

 

效果如下所示： 

 

 

8.11.4.6 删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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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remove(press); 

panel.remove(radio); 

....... 

8.11.4.7 组件方法 

组件通用方法： 

// 设置名称 

  element.caption("水压"); 

  // 设置值是否允许改变 

  element.isChangeValue(true); 

  // 设置显隐 

  element.show(true); 

NumberSlider 组件还有如下方法： 

  // 设置滑动器步幅 

  element.step(0.25); 

  // 设置滑动器最小值 

  element.min(-10); 

  // 设置滑动器最大值 

  element.ma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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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绝对数值转为百分比 

  element.isPercentage(true); 

8.11.4.8 组件事件 

change 事件 

press.on("change",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 

}); 

//特别注意 checkBox 返回的是数组。所以 是 check[0], 其他都是对

象 

check[0].on("change",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 

}); 

8.11.5 快捷界面库示例 

这里我们将列举几个界面的示例，供大家参考学习。 

8.11.5.1 图标按钮面板 

创建图片按钮面板： 

var toolbar = new THING.widget.Panel({ width: "163px"}); 

注意事项：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Interface.html#shortcutLibrary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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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按钮面板可设置两种标题的展示方式，通过 captionPos 进行设置，

默认显示在图片下方，也可以设置成鼠标滑入效果。 

// 设置为鼠标 hover 效果： 

var toolbar = new THING.widget.Panel({ width: 

"163px",captionPos:'hover'}); 

 

面板中的数据： 

//绑定物体 

var obj = { 

  warehouseCod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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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erature: false, 

  humidity: false, 

  statistics: false, 

  status: false, 

  insect: false, 

  cerealsReserve: false, 

  video: false, 

  cloud: true, 

  orientation: true 

}; 

添加按钮并引入字体图标文件： 

var button0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warehouseCode').caption('仓库编号').url('#momoda_lc-

icontubiao10'); 

 var button1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temperature').caption('<font color="red">温度检测

</font>').url('#momoda_lc-icontubiao2'); 

 var button2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humidity').caption('湿度检测').url('#momoda_lc-icontubia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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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button3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statistics').caption('能耗统计').url('#momoda_lc-icontubiao20'); 

 var button4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status').caption('保粮状态').url('#momoda_lc-icontubiao'); 

 var button5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insect').caption('虫害').url('#momoda_lc-icontubiao11'); 

 var button6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cerealsReserve').caption('粮食储存').url('#momoda_lc-

icontubiao21'); 

 var button7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video').caption('视屏监控').url('#momoda_lc-icontubiao9'); 

 var button8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cloud').caption('温度云图').url('#momoda_lc-icontubiao16'); 

 var button9 = toolbar.addImageBoolean(dataObj, 

'orientation').caption('人车定位').url('#momoda_lc-icontubiao10'); 

按钮添加注册事件： 

button0.on('change', function (state) { 

    // boolean 类型 返回按钮是否是点击状态 

    console.log(state); 

}); 

面板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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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5.2 Tab 面板 

创建图片按钮面板： 

var panel = THING.widget.Panel({ 

  template: "default", 

  hasTitle: true, 

  titleText: "粮仓信息", 

  closeIcon: true, 

  dragable: true, 

  retractable: true, 

  width: "380px" 

}); 

面板中的数据： 

var obj = { 

    '基本信息信息': { 

        '品种': "小麦", 

        '库存数量': "6100", 

        '保管员': "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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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库时间': "19:02", 

        '用电量': "100", 

        '单仓核算': "无" 

    }, 

    '粮情信息': { 

        '仓房温度': "26", 

        '粮食温度': "22" 

    }, 

    '报警信息': { 

        '温度': "22", 

        '火灾': "无", 

        '虫害': "无" 

    }, 

    '添加组件': { 

    } 

}; 

数据通过 `addTab` 添加到面板中： 

panel.addTab(obj); 

通过 `link` 添加到 Tab 的某个标签页中： 

// 加载复选框组件 

var check = panel.addCheckbox(dataObj, 'checkbox').caption({ "

设备 2": "设备 2(rename)" }).link("添加组件"); 

// 复选框需逐个添加 change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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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0].on('change',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 

}); 

check[1].on('change',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 

}) 

// 加载单选框组件 

var radio = panel.addRadio(dataObj, 'radio', ['摄像头 01', '摄像

头 02']).link("添加组件"); 

radio.on('change',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 

}) 

// 加载开关组件（适用于 Boolean 类型数据） 

var open1 = panel.addBoolean(dataObj, 'open').caption('开关

01').link("添加组件"); 

open1.on('change',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 

}) 

 

// 加载数字型进度条组件 

var numberSlider = panel.addNumberSlider(dataObj, 

'value').step(0.5).min(1).max(10).isChangeValue(true).link("添加组

件"); 

numberSlider.on('change', function(ev) { 

    console.log(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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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载 iframe 组件 

var iframe = panel.addIframe(dataObj, 'iframe').caption('视频

').link("添加组件"); 

// 设置 iframe 高度 

iframe.setHeight("400px"); 

tab 面板效果图： 

 

8.11.5.3 进度条 

进度条这里主要有两种： 

1.数值型进度条 

创建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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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panel = new THING.widget.Panel({ 

  titleText: "数值型进度条", 

  width: '400px', 

  hasTitle: true 

}); 

添加进度条并绑定数据： 

panel.position = [10, 10]; 

panel.addNumberSlider(dataObj, '海拔').step(1).min(0).max(123); 

panel.addNumberSlider(dataObj, '气温').step(1).min(-

20).max(40).isChangeValue(true).on('change', function (value) { 

  console.log('气温 ' + value); 

}); 

panel.addNumberSlider(dataObj, '人口数量

').step(1).min(0).max(123).isChangeValue(true); 

panel.addNumberSlider(dataObj, '人口比例

').step(1).min(0).max(123).isChangeValue(true).isPercentage(true); 

参数如下： 

 isChangeValue 可与进度条交互滑动； 

 isPercentage 将绝对数值转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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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型进度条效果图： 

 

2.导航类进度条 

创建 Panel： 

var panel2 = new THING.widget.Panel({ 

  titleText: "导航型进度条", 

  width: '400px', 

  hasTitle: true 

}); 

添加进度条并绑定数据： 

var progress = bar.addProgress(dataObj, 'progress', [ 

    { name: '2 号楼', describe: '教学楼' }, 

    { name: '3 号楼', describe: '实验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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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me: '5 号楼', describe: '室内篮球场' }, 

    { name: '餐厅', describe: '五星级' }, 

    { name: '大讲堂', describe: '开讲了' } 

]); 

进度条变化： 

progress.on('change', function (id) { 

    console.log(id); 

}); 

进度条单位播放时间： 

progress.time(3000) // 单位为毫秒，默认为 5000ms 

 

更新： 

setInterval(function () { 

    if (dataObj.progress >= 4) 

        dataObj.progress = 0; 

    else 

        dataObj.progress++;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616 

 

}, 1000); 

导航型进度条效果图： 

 

8.11.6  iframe 引用页面 

在“快捷界面库”一章中，讲到了创建一个 Panel 后，再创建一个 

iframe 组件，可以把外部页面资源引用进来，示例如下： 

// 界面组件 

var panel = new THING.widget.Panel({ 

    'width':'400px' 

}); 

 

// 创建数据对象  

var dataObj = { 

    'iframe': 'https://forum.thingjs.com/' 

}; 

 

var iframe = panel.addIframe(dataObj, 

'iframe').caption('iframe'); 

// 设置 iframe 高度 

iframe.setHeight('800px'); 

// 通过 domElement 获取包裹 iframe 的 div 从而获取真正的 iframe 

Dom 节点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Interface.html#iframePage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617 

 

var iframeDom = 

iframe.domElement.getElementsByTagName('iframe')[0]; 

// 然后可以用原始的 iframe 相关属性 和 方法 进行开发 

// 比如 设置是否有滚动条 

//iframeDom.scrolling = "auto"; 

借助此能力，用户可以把自己开发的页面嵌入到 ThingJS 中，以便更灵活

的进行页面开发。 

此方式引入的 iframe 不能用于 创建 UIAnchor ，仅作为普通页面元素，

嵌入集成到 ThingJS 中。 

如果要进行 iframe 与 ThingJS 在线开发环境页面之间的通信，那么也需

要分“同域”和“跨域”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8.11.6.1 同域 iframe 通信 

对于从 ThingJS 网站中上传的页面，与 ThingJS 在线开发环境 属于同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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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情况，在 ThingJS 开发环境中，得到引用的 iframe Dom 节点

后，直接通过 contentWindow 获取并调用相应子页面内的全局函数即可，比

如： 

// 调用同域的 iframe 页面内的 changeText 方法 

iframeDom.contentWindow.changeText('from ThingJS'); 

 相应的，在 iframe 子页面中也可以调用 ThingJS 在线开发页面中的函

数方法，比如： 

// iframe 页面中通过 window.parent 获取并调用 ThingJS 在线开发

环境中的函数方法 

window.parent.changeLevel('car01'); 

上述示例的 iframe 页面代码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

scale=1.0">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title>Document</title> 

</head> 

<body> 

    <p id="p1" style='color:white'>Hello Wor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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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 onclick='callFunctionInMain()'>Into Level</button> 

    <script> 

        function callFunctionInMain(){ 

            var name=document.getElementById("p1").innerHTML; 

            // 调用 ThingJS 在线开发中的函数方法 

            window.parent.changeLevel(name); 

        } 

        // ThingJS 中调用此方法 

        function changeText(value){ 

            document.getElementById("p1").innerHTML = value; 

        } 

    </script> 

</body> 

</html> 

8.11.6.2 跨域 iframe 通信 

对于跨域的 iframe 无法直接相互调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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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 HTML5 提供的 postMessage 接口实现跨域 iframe 页面间的相

互函数方法调用。 

例如，ThingJS 向 iframe 引用的子页面 

（https://localhost:3000/pages/index.html） 发送消息 

iframeDom.contentWindow.postMessage 

postMessage 方法的第一个参数是具体的信息内容； 

第二个参数是接收消息的窗口的源（origin），即"协议 + 域名 + 端口

"。也可以设为*，表示不限制域名，向所有窗口发送； 

在 iframe 页面中，通过 message 事件，监听 ThingJS 页面发送的消

息。 

window.addEventListener('message', 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event.data); 

}); 

message 事件的 event 事件对象，提供以下三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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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data: 消息内容 

 event.origin: 消息发送方窗口的 origin（域名、协议和端口） 

 event.source：消息发送窗口的对象引用 

上述示例的 iframe 页面代码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

scale=1.0">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title>Document</title> 

</head> 

<body> 

<p id="p1" style='color:white'>Hello World!</p> 

<button onclick='callFunctionInMain()'>Into Level</button> 

<script> 

    function callFunctionInMain(){ 

 

        var name=document.getElementById("p1").innerHTML; 

 

        var mess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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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Name': 'changeLevel',// 所要调用父页面里的函数

名 

            'param': { 

                'name': name 

            } 

        } 

 

        //向父窗体发送消息  

        //第一个参数是具体的信息内容， 

        //第二个参数是接收消息的窗口的源（origin），即"协议 + 

域名 + 端口"。也可以设为*，表示不限制域名，向所有窗口发送 

        window.parent.postMessage(message, 

'https://www.thingjs.com'); 

    } 

 

    function changeText(value){ 

        document.getElementById("p1").innerHTML = value; 

    } 

 

    // 监听从父窗体传来的消息 

    window.addEventListener('message', function (e) { 

 

        var data=e.data;// e.data 为传递过来的数据  

        var funcName=data.funcName;// 需要调用的函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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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param=data.param; 

        window[funcName](param.name); 

 

        console.log(e.origin);  //e.origin 为调用 postMessage 

时消息发送方窗口的 origin（域名、协议和端口） 

        console.log(e.source);  //e.source 为对发送消息的窗口对

象的引用，可以使用此来在具有不同 origin 的两个窗口之间建立双向通信             

    }) 

</script> 

</body> 

</html> 

8.11.7 通栏 

如果用户想基于 ThingJS 做一套独立的应用系统，可使用通栏组件作为系

统级别的菜单。 

 

8.11.7.1 创建 Banner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Interface.html#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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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侧通栏 

var banner = new THING.widget.Banner({column:'left'}); 

参数中 column 代表通栏类型，'top' 为上通栏(默认)，' left' 为左侧

通栏； 

8.11.7.2 通栏中的按钮绑定数据 

var dataObj = { 

    warehouseCode: false, 

    temperature: false, 

    humidity: false, 

    statistics: false, 

    status: false, 

    insect: false, 

    cerealsReserve: false, 

    video: true, 

    cloud: true 

}; 

8.11.7.3 通栏中添加按钮 

var img0 = banner.addImageBoolean(dataObj, 

'warehouseCode').caption('仓库编号').url('#momoda_lc-

icontubiao10'); 

var img1 = banner.addImageBoolean(dataObj, 

'temperature').caption('温度检测').url('#momoda_lc-icontubi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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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mg2 = banner.addImageBoolean(dataObj, 

'humidity').caption('湿度检测').url('#momoda_lc-icontubiao5'); 

var img3 = banner.addImageBoolean(dataObj, 

'statistics').caption('能耗统计').url('#momoda_lc-icontubiao20'); 

var img4 = banner.addImageBoolean(dataObj, 'status').caption('

保粮状态').url('#momoda_lc-icontubiao'); 

var img5 = banner.addImageBoolean(dataObj, 'insect').caption('

虫害').url('#momoda_lc-icontubiao11'); 

var img6 = banner.addImageBoolean(dataObj, 

'cerealsReserve').caption('粮食储存').url('#momoda_lc-

icontubiao21'); 

var img7 = banner.addImageBoolean(dataObj, 'video').caption('视

屏监控').url('#momoda_lc-icontubiao9'); 

var img8 = banner.addImageBoolean(dataObj, 'cloud').caption('温

度云图').url('#momoda_lc-icontubiao16'); 

效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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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8 面板定位 

8.11.8.1 绝对位置与相对位置 

在“快捷界面库”一章中已经提到，对于面板组件 Panel ，可通过设置 

position 属性来确定它在 3D容器内的位置。 

当 position 里的值为数字时，以像素为单位进行绝对定位。 

当 position 里的值为百分比字符串时，则以 3D容器大小进行相对定位。 

// 创建面板配置项 

var panel = new THING.widget.Panel({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Interface.html#panelPositio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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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Title: true, // 是否允许有面板 title 

    titleText: "面板", // 设置 title 标题名称 

    width: '200px' 

}); 

// 创建数据对象用于绑定面板数据 

var dataObj = { 

    temperature: '24℃', 

    humidity: '70%', 

    aqi: '良', 

}; 

// 添加数据 

panel.addString(dataObj, 'temperature').caption('气温'); 

panel.addString(dataObj, 'humidity').caption('湿度'); 

panel.addString(dataObj, 'aqi').caption('空气质量'); 

当 position 里的值为百分比字符串时，则以 3D容器大小进行相对定位。 

// 距 3D 容器左侧 100px , 顶部 100px 

panel.position=[100,100]; 

// 距 3D 容器左侧 200px , 相对顶部 60% 

panel.position=[200,'60%'] 

// 相对 3D 容器左侧 30% , 距离顶部 200px 

panel.position=['30%',200] 

// 相对 3D 容器左侧 50% , 相对顶部 50% 

panel.position=['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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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8.2 面板锚点 

ThingJS 快捷界面库中提供的 Panel 面板可根据面板的锚点进行定位。 

对于一个 Panel 面板而言，目前提供四个锚点类型进行定位，分别为： 

 左上角（TopLeft） 

 左下角 (BottomLeft) 

 右上角 (TopRight) 

 右下角 (BottomRight) 

默认基于左上角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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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positionOrigin 属性设置锚点类型 

// 基于左上（默认） 

panel.positionOrigin = 'TL';// top-left 

// 基于左下 

panel.positionOrigin = 'BL';// bottom-left 

// 基于右上 

panel.positionOrigin = 'TR';// top-right 

// 基于右上 

panel.positionOrigin = 'BR';// bottom-right 

例如，当设置面板锚点为右下角时，设置位置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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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9 ThingJS 引用 Echarts 

引用步骤 

8.11.9.1 加载 echarts.js 

加载 echarts.js 的目的是为了引用 Echarts 图表库中的图表。 

通过 THING.Utils.dynamicLoad 方法 加载 js ，方法的执行需要两个参

数： 

 第一个参数为 echarts.js 的 URL (链接地址)； 

 第二个参数为加载 echarts.js 之后调用的回调方法 

THING.Utils.dynamicLoad(['https://cdn.bootcss.com/echarts/4.1.0

.rc2/echarts.js'],function() {}) 

8.11.9.2 创建需要的 DOM 节点 

DOM 节点为需要在场景中显示的节点。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Interface.html#useE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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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document.createElement 创建新的 DOM 节点。 

由于 DEMO 的需求，此处创建 3 个 DOM 节点，这三个 DOM 节点分别是： 

8.12 背景颜色 div； 

8.13 标题 div； 

8.14 底部图表 div； 

//背景颜色 

 var bottomBackground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标题 

 var bottomFont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图表 

 var bottomDom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背景样式右下角对齐 

 var backgroundStyle = 'bottom:0px; position: 

absolute;right:0px;height:400px;width:600px;background: 

rgba(41,57,75,0.74);'; 

 //字体样式 

 var fontStyle = 'position: 

absolute;top:0px;right:0px;color:rgba(113,252,244,1);height:78px;wi

dth:600px;line-height: 45px;text-align: center;top: 20px;'; 

 //图表 DIV 样式 

 var chartsStyle = 'position: 

absolute;top:80px;right:0px;width:60px;height:300px;'; 

 

 //设置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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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omBackground.setAttribute('style', backgroundStyle); 

 bottomFont.setAttribute('style', fontStyle); 

 bottomDom.setAttribute('style', chartsStyle); 

 

 //底部标题文字 

 bottomFont.innerHTML = '温度降水量平均变化图'; 

8.11.9.3 初始化 Echarts 

加载 echarts.js 完成以后，已经将 Echarts 引入到场景中了。通过以下

两步可以得到图表实例： 

 调用 window.echarts 获取 Echarts； 

 通过 init 方法创建图表实例，传入的参数为需要 Echarts 图

表的 DOM 节点，返回的是图表实例； 

具体初始化方法可以参照 Echarts 官网五分钟上手 Echarts 

let bottomCharts = window.echarts.init(bottomDom) 

8.11.9.4 配置图表的属性 

图表的各项属性 options 代表的含义可以点击 Echarts 官网 配置项手

册 。 

 最好在 Echarts 官网或者 ChartBuilder 官网上，将图表的 

options 配置完毕，这样可以快速查看配置的效果 

 调用 setOptions 方法将配置好的 options 传入图表 

let echartOptions = {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title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title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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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ltip": { 

      "trigger": "axis", 

      "axisPointer": { 

          "type": "cross", 

          "crossStyle": { 

              "color": "#999" 

          } 

      } 

  }, 

  "legend": { 

      "textStyle": { 

          "color": "auto" 

      }, 

      "data": [ 

          "蒸发量", 

          "降水量", 

          "平均温度" 

      ] 

  }, 

  "xAxis": [ 

      { 

          "axisLabel": { 

              "textSty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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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 "#fff" 

              } 

          }, 

          "type": "category", 

          "data": [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 

          "axisPointer": { 

              "type": "shado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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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xis": [ 

      { 

          "type": "value", 

          "name": "水量", 

          "min": 0, 

          "max": 250, 

          "interval": 50, 

          "splitLine": { 

              "lineStyle": { 

                  "type": "dotted" 

              }, 

              "show": true 

          }, 

          "nameTextStyle": { 

              "color": "#fff" 

          }, 

          "axisLabel": { 

              "textStyle": { 

                  "color": "#fff" 

              }, 

              "formatter": "{value} m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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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plitLine": { 

              "lineStyle": { 

                  "type": "dotted" 

              }, 

              "show": true 

          }, 

          "type": "value", 

          "name": "温度", 

          "min": 0, 

          "max": 25, 

          "interval": 5, 

          "nameTextStyle": { 

              "color": "#fff" 

          }, 

          "axisLabel": { 

              "textStyle": { 

                  "color": "#fff" 

              }, 

              "formatter": "{value}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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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es": [ 

      { 

          "name": "蒸发量", 

          "type": "bar", 

          "data": [ 

              2, 

              4.9, 

              7, 

              23.2, 

              25.6, 

              76.7, 

              135.6, 

              162.2, 

              32.6, 

              20, 

              6.4, 

              3.3 

          ] 

      }, 

      { 

          "name": "降水量", 

          "type": "bar",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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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5.9, 

              9, 

              26.4, 

              28.7, 

              70.7, 

              175.6, 

              182.2, 

              48.7, 

              18.8, 

              6, 

              2.3 

          ] 

      }, 

      { 

          "name": "平均温度", 

          "type": "line", 

          "yAxisIndex": 1, 

          "data": [ 

              2, 

              2.2, 

              3.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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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10.2, 

              20.3, 

              23.4, 

              23, 

              16.5, 

              12, 

              6.2 

          ] 

      } 

  ], 

  "color": [ 

      "#2b908f", 

      "#90ee7e", 

      "#f45b5b", 

      "#7798BF", 

      "#aaeeee", 

      "#ff0066", 

      "#eeaaee", 

      "#55BF3B", 

      "#DF5353", 

      "#7798BF", 

      "#aae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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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ottomCharts.setOption(echartOptions); 

8.11.9.5 将节点放到 app dom 下 

bottomBackground.appendChild(bottomFont); 

bottomBackground.appendChild(bottomDom); 

app.domElement.appendChild(bottomBackground); 

8.12 综合应用 

这章节我们将讲解一些快速应用的案例，把往期的重要知识点和项目中常

见的需求场景联系起来。 

8.12.1 拾取和选择 

关于 Pick 和 选择 的讲解，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述过，本章不在做过多赘

述。 

8.12.2 物体对象监控 

8.12.2.1 物体面板显示监控 

在 3D 的某些应用需求中，当选中某个物体时，需要展示该物体的详细信

息，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物体面板，来展示这些数据。 

有如下几步即可实现让物体面板显示监控： 

1. query 获取物体对象集合；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xample.html#pickAndSelection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xample.html#thingObject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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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物体集合注册单击事件； 

3. 点击选中的物体 加入 Selection 中； 

4. 通过 Select DeSelect 事件 对物体做相应的操作； 

5. 如果是接口数据 可通过 Ajax或 WebSocket进行请求、对接； 

6. 创建物体面板 双向绑定数据； 

示例效果如下图所示： 

 

8.12.2.2 批量显示监控面板 

在某些 3D 可视化应用场景中，需要显示一批物体的某些重要指标，如何

实现多个对象批量显示这些数据呢？ 

我们通过 UIAnchor ，将相应的数据展示面板作为孩子连接到每个对象上

即可。 

示例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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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3 动态加载场景 

关于动态创建组合场景的讲解，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述过，本章不在做过多

赘述。 

实现思路如下图所示：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xample.html#dynamicLoadScene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643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644 

 

视频中代码实现过程的具体迭代版本如下： 

版本 1如下： 

var app = new THING.App({ 

    "url": 

"https://www.thingjs.com/./uploads/wechat/oLX7p0wh7Ct3Y4sowypU5zinm

UKY/scene/%E5%8A%A8%E6%80%81%E5%B1%82%E7%BA%A7%E5%A4%96%E7%AB%8B%E9

%9D%A2", 

    "skyBox": "BlueSky", 

}); 

 

// 主场景加载完后 删掉楼层 

app.on('load', function (ev) { 

    // 进入层级切换 

    app.level.change(ev.campus); 

 

    console.log('卸载园区建筑下的默认楼层'); 

    // 园区加载完成后，将园区中建筑下的楼层删除（Floor） 

    for (var i = 0; i < ev.buildings.length; i++) { 

        ev.buildings[i].floors.destro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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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url = 

'https://www.thingjs.com/./uploads/wechat/oLX7p0wh7Ct3Y4sowypU5zinm

UKY/scene/%E5%95%86%E4%B8%9AE%E6%A5%BC%E5%B1%82%E7%BA%A7'; 

 

 

// 设置进入建筑事件 

app.on(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Building', function (ev) { 

 

    var buildingMain = ev.object; 

 

    console.log('动态加载'); 

    // 动态创建园区 

    var campusTmp = app.create({ 

        type: 'Campus', 

        // 动态创建园区的 url 

        url: url, 

        // 在回调中，将动态创建的园区和园区下的建筑删除 只保留

楼层 并添加到相应的建筑中 

        complete: function () { 

            var buildingTmp = campusTmp.buildings[0]; 

            //遍历楼层  挂接到当前进入的建筑身上 

            buildingTmp.floors.forEach(function (floor) { 

                //将每层 Floor 作为孩子 挂接到 主建筑上 

                buildingMain.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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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floor, 

                    // 设置相对坐标，楼层相对于建筑的位置保持一

致 

                    localPosition: floor.localPosition 

                }); 

            }) 

            // 楼层添加后，删除园区以及内部的园区建筑 

            buildingTmp.destroy(); 

            campusTmp.destroy(); 

 

 

            console.log('=== 加载完成！==='); 

        } 

    }); 

 

}, '进入建筑创建楼层'); 

   版本 2如下： 

var app = new THING.App({ 

    "url": 

"https://www.thingjs.com/./uploads/wechat/oLX7p0wh7Ct3Y4sowypU5zinm

UKY/scene/%E5%8A%A8%E6%80%81%E5%B1%82%E7%BA%A7%E5%A4%96%E7%AB%8B%E9

%9D%A2", 

    "skyBox": "BlueSk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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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场景加载完后 删掉楼层 

app.on('load', function (ev) { 

    // 进入层级切换 

    app.level.change(ev.campus); 

 

    console.log('卸载园区建筑下的默认楼层'); 

    // 园区加载完成后，将园区中建筑下的楼层删除（Floor） 

    for (var i = 0; i < ev.buildings.length; i++) { 

        ev.buildings[i].floors.destroy(); 

    } 

 

}); 

 

var url = 

'https://www.thingjs.com/./uploads/wechat/oLX7p0wh7Ct3Y4sowypU5zinm

UKY/scene/%E5%95%86%E4%B8%9AE%E6%A5%BC%E5%B1%82%E7%BA%A7'; 

 

 

// 设置进入建筑事件 

app.on(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Building', function (ev) { 

    console.log('=== 进入了我的事件 === '); 

    var buildingMain = ev.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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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buildingMain._isAlreadyBuildedFloors) { 

        console.log('=== 建筑已加载！=== '); 

        return; 

    } 

    // 动态创建园区 

    var campusTmp = app.create({ 

        type: 'Campus', 

        // 动态创建园区的 url 

        url: url, 

        // 在回调中，将动态创建的园区和园区下的建筑删除 只保留

楼层 并添加到相应的建筑中 

        complete: function () { 

            var buildingTmp = campusTmp.buildings[0]; 

            //遍历楼层  挂接到当前进入的建筑身上 

            buildingTmp.floors.forEach(function (floor) { 

                buildingMain.add({ 

                    object: floor, 

                    // 设置相对坐标，楼层相对于建筑的位置保持一

致 

                    localPosition: floor.localPosition 

                }); 

            }) 

            // 楼层添加后，删除园区以及内部的园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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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Tmp.destroy(); 

            campusTmp.destroy(); 

 

            buildingMain._isAlreadyBuildedFloors = true; 

            console.log('=== 加载完成！==='); 

        } 

    }); 

 

}, '进入建筑创建楼层'); 

版本 3如下： 

var app = new THING.App({ 

    "url": 

"https://www.thingjs.com/./uploads/wechat/oLX7p0wh7Ct3Y4sowypU5zinm

UKY/scene/%E5%8A%A8%E6%80%81%E5%B1%82%E7%BA%A7%E5%A4%96%E7%AB%8B%E9

%9D%A2", 

    "skyBox": "BlueSky", 

}); 

 

 

// 主场景加载完后 删掉楼层 

app.on('load', function (ev) { 

    // 进入层级切换 

    app.level.change(ev.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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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卸载园区建筑下的默认楼层'); 

    // 园区加载完成后，将园区中建筑下的楼层删除（Floor） 

    for (var i = 0; i < ev.buildings.length; i++) { 

        ev.buildings[i].floors.destroy(); 

    } 

 

}); 

 

var url = 

'https://www.thingjs.com/./uploads/wechat/oLX7p0wh7Ct3Y4sowypU5zinm

UKY/scene/%E5%95%86%E4%B8%9AE%E6%A5%BC%E5%B1%82%E7%BA%A7'; 

 

 

// 设置进入建筑事件 

app.on(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Building', function (ev) { 

 

    var buildingMain = ev.object; 

 

    if (buildingMain._isAlreadyBuildedFloors) { 

        console.log('=== 建筑已加载！=== ');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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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停止进入建筑层级的默认飞行行为 

    app.pauseEvent(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Building', 

THING.EventTag.LevelFly); 

 

    // 动态创建园区 

    var campusTmp = app.create({ 

        type: 'Campus', 

        // 动态创建园区的 url 

        url: url, 

        // 在回调中，将动态创建的园区和园区下的建筑删除 只保留

楼层 并添加到相应的建筑中 

        complete: function () { 

            var buildingTmp = campusTmp.buildings[0]; 

            //遍历楼层  挂接到当前进入的建筑身上 

            buildingTmp.floors.forEach(function (floor) { 

                buildingMain.add({ 

                    object: floor, 

                    // 设置相对坐标，楼层相对于建筑的位置保持一

致 

                    localPosition: floor.localPosition 

                }); 

            }) 

            // 楼层添加后，删除园区以及内部的园区建筑 

            buildingTmp.dest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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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pusTmp.destroy(); 

 

            //  恢复进入建筑层级的默认飞行行为 

            app.resumeEvent(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Building', THING.EventTag.LevelFly); 

 

            buildingMain._isAlreadyBuildedFloors = true; 

            console.log('=== 加载完成！==='); 

        } 

    }); 

 

}, '进入建筑创建楼层'); 

版本 4如下： 

var app = new THING.App({ 

    "url": 

"https://www.thingjs.com/./uploads/wechat/oLX7p0wh7Ct3Y4sowypU5zinm

UKY/scene/%E5%8A%A8%E6%80%81%E5%B1%82%E7%BA%A7%E5%A4%96%E7%AB%8B%E9

%9D%A2", 

    "skyBox": "BlueSky", 

}); 

 

 

// 主场景加载完后 删掉楼层 

app.on('load', function (e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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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入层级切换 

    app.level.change(ev.campus); 

 

    console.log('卸载园区建筑下的默认楼层'); 

    // 园区加载完成后，将园区中建筑下的楼层删除（Floor） 

    for (var i = 0; i < ev.buildings.length; i++) { 

        ev.buildings[i].floors.destroy(); 

    } 

 

}); 

 

var url = 

'https://www.thingjs.com/./uploads/wechat/oLX7p0wh7Ct3Y4sowypU5zinm

UKY/scene/%E5%95%86%E4%B8%9AE%E6%A5%BC%E5%B1%82%E7%BA%A7'; 

 

 

// 设置进入建筑事件 

app.on(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Building', function (ev) { 

 

    var buildingMain = ev.object; 

 

    if (buildingMain._isAlreadyBuildedFloors) { 

        console.log('=== 建筑已加载！=== ');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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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停止进入物体层级的默认飞行行为 

    app.pauseEvent(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Building', 

THING.EventTag.LevelFly); 

 

    // 动态创建园区 

    var campusTmp = app.create({ 

        type: 'Campus', 

        // 动态创建园区的 url 

        url: url, 

        // 在回调中，将动态创建的园区和园区下的建筑删除 只保留

楼层 并添加到相应的建筑中 

        complete: function () { 

            var buildingTmp = campusTmp.buildings[0]; 

            //遍历楼层  挂接到当前进入的建筑身上 

            buildingTmp.floors.forEach(function (floor) { 

                buildingMain.add({ 

                    object: floor, 

                    // 设置相对坐标，楼层相对于建筑的位置保持一

致 

                    localPosition: floor.localPos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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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楼层添加后，删除园区以及内部的园区建筑 

            buildingTmp.destroy(); 

            campusTmp.destroy(); 

 

            app.resumeEvent(THING.EventType.EnterLevel, 

'.Building', THING.EventTag.LevelFly); 

 

            buildingMain._isAlreadyBuildedFloors = true; 

            console.log('=== 加载完成！==='); 

        } 

    }); 

 

    // 提升事件响应的优先级 

}, '进入建筑创建楼层',51); 

8.12.4 相对关系与坐标转换 

8.12.4.1 相对关系 

之前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了，当创建对象，管理对象时，我们可以设置该

物体的父物体。指定了对象的父物体后，那么该对象的位移、旋转、缩放以及

显示隐藏，默认都跟随父物体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要让子对象不继承父物体的位移、旋转、缩放，可分别设置相应的 

inheritPosition 、inheritAngles 、inheritScale 值为 false 实现。 

8.12.4.2 坐标转换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Example.html#relativeAndPosition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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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了坐标转换，本章不在做多余赘述。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与使用相对关系与坐标转化，我们新增了一个示

例。 

/** 

 * 说明：演示创建物体使用相对坐标、对物体进行坐标转换 相关功能 

 * 操作：点击楼层展开 创建时指定了父物体的对象 跟随父物体移动 

 *      拖拽绿色小车 信息面板会打印相应的位置信息 

 *      点击红色小车 可对红色小车进行旋转 

 *      点击设置前方 将绿色小车设置在红色小车前方 10m 处 

 */ 

var app = new THING.App({ 

    url: 'https://www.thingjs.com/static/models/storehouse' 

}); 

 

// 参照物体（红色小车） 

var referenceObj = null; 

 

app.on('load', function (ev) { 

    app.level.change(ev.campus); 

 

    // 通过 id 获取楼层 

    var floor = app.query("#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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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THING.widget.Button('楼层展开', expandBuilding); 

    new THING.widget.Button('楼层合并', unexpandBuilding); 

 

    // 点击可将车辆位置设置为参照物前方 

    new THING.widget.Button('设置前方', transformPos); 

 

    // 创建两个物体，一个设置世界下位置（绝对位置）,一个设置为

相对位置（有父亲） 

    var thing01 = app.create({ 

        type: 'Thing', 

        name: 'thing01', 

        url: 

'https://model.3dmomoda.cn/models/2F0966317E574844A97FB29A5DF8E8CA/

0/gltf/', 

        position: [11.374, 6, -19.607], 

    }); 

    thing01.style.color = 'rgb(0,0,255)'; 

 

    var thing02 = app.create({ 

        type: 'Thing', 

        name: 'thing02', 

        url: 

'https://model.3dmomoda.cn/models/2F0966317E574844A97FB29A5DF8E8CA/

0/gltf/', 

        parent: floor, // 父物体为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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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Position: [16.394, 0, -4.726], // 相对于楼层的位置 

        complete: function() { 

            thing02.visible = true; 

        } 

    }); 

    thing02.style.color = 'rgb(0,255,0)'; 

 

    //  参照物（红色小汽车） 

    referenceObj = app.query('car03')[0]; 

    referenceObj.position = [4, 0, 6]; 

    referenceObj.style.color = "#ff0000"; 

 

    referenceObj.on('singleclick', function (ev) { 

        var object = ev.object; 

        app.selection.select(object); 

    }); 

 

    //  添加、显示旋转控制轴 

    referenceObj.on(THING.EventType.Select, function (ev) { 

        var object = ev.object; 

        // 物体没有控制轴时 添加控制轴 

        if (!(object.hasControl('axisContr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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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addControl(new 

THING.AxisTransformControl(object), 'axisControl'); 

            // 改变控制轴 Mode 为旋转模式 

            object.getControl('axisControl').mode = 'rotate'; 

        } 

        else { 

            // 将控制轴设置为显示 

            object.getControl('axisControl').visible = true; 

        } 

    }); 

    //  隐藏旋转控制轴 

    referenceObj.on(THING.EventType.Deselect, function (ev) { 

        var object = ev.object; 

        // 物体如果有控制轴 

        if (object.hasControl('axisControl')) { 

            // 控制轴设置为隐藏 

            object.getControl('axisControl').visible = false; 

        } 

    }); 

 

    // 设置测试物体（绿色小车） 

    var testCar = app.query('car01')[0]; 

    testCar.style.color = "#00ff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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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Car.draggable = true; 

 

    // 拖拽物体 改变物体位置 

    testCar.on(THING.EventType.Drag, function (ev) { 

        if (ev.picked) { ev.object.position = 

ev.pickedPosition; } 

    }, '物体拖拽'); 

 

    // 拖拽结束时 计算测试物体（绿色小车）的坐标和角度信息 

    testCar.on(THING.EventType.DragEnd, function (ev) { 

        // 绿色小车 

        var object = ev.object; 

        // 获取绿色小车世界坐标 

        var worldPos = object.position; 

        // 绑定面板数据 显示 

        dataObj.worldPos = worldPos[0].toFixed(2) + ", " + 

worldPos[1].toFixed(2) + ", " + worldPos[2].toFixed(2); 

 

        // 计算绿色小车相对于红色小车的坐标 

        var relativePos = 

referenceObj.worldToSelf(object.position); 

        dataObj.relativePos = relativePos[0].toFixed(2) + ", " 

+ relativePos[1].toFixed(2) + ", " + relativePos[2].toFixed(2); 

 

        // 计算绿色小车相对于红色小车所在的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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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quadrant = caculateQuadrant(relativePos); 

        dataObj.quadrant = quadrant; 

 

        // 计算绿色小车相对于红色小车的角度（X-Z 平面上） 

        var angle = caculateAngle([0, 0, 1], [relativePos[0], 

0, relativePos[2]]); 

        dataObj.relativeAngle = angle.toFixed(2) + "°"; 

    }, '结束拖拽'); 

}); 

 

// 单击清空选择集 

app.on('singleclick', function (ev) { 

    var object = ev.object; 

    // 当 Pick 的物体不在 Selection 集 中 

    if (!ev.picked || !app.selection.has(object)) { 

        // 清空 Selection 集 

        app.selection.clear(); 

    } 

}, '单击清空选择集'); 

 

 

// 创建数据对象 绑定界面用 

var dataObj = { 



 IoT可视化工程师教程 

 

1662 

 

    worldPos: '', 

    relativePos: '', 

    quadrant: '', 

    relativeAngle: '' 

}; 

 

// 信息面板 

var panel = new THING.widget.Panel({ 

    titleText: '点击红色小汽车开启旋转，点击地面关闭旋转', 

    hasTitle: true, 

    position: [130, 5], 

    width: 450 

}); 

 

panel.addString(dataObj, 'worldPos').caption('绿车世界坐标'); 

panel.addString(dataObj, 'relativePos').caption('绿车相对于红车

坐标'); 

panel.addString(dataObj, 'quadrant').caption('参照象限'); 

panel.addString(dataObj, 'relativeAngle').caption('参照角度'); 

 

// 将绿车位置设置在红车前方 10m 处 

function transformPos() { 

    var worldPos = referenceObj.selfToWorld([0,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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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query('car01')[0].position = worldPos; 

} 

 

// 计算所在相对象限 

function caculateQuadrant(relativePos) { 

    var value = ''; 

    // 通过条件判断位置（以象限区分） 

    if (relativePos[0] > 0 && relativePos[2] > 0) { 

        // 将信息显示在面板 

        value = "我在参照物的第一象限"; 

    } 

    else if (relativePos[0] < 0 && relativePos[2] > 0) { 

        // 将信息显示在面板 

        value = "我在参照物的第二象限"; 

    } 

    else if (relativePos[0] < 0 && relativePos[2] < 0) { 

        // 将信息显示在面板 

        value = "我在参照物的第三象限"; 

    } 

    else { 

        // 将信息显示在面板 

        value = "我在参照物的第四象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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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relativePos[1] > 0) { 

        value += " 上半区"; 

    } 

    else if (relativePos[1] < 0) { 

        value += " 下半区"; 

    } 

 

    return value; 

} 

 

// 计算两个向量的夹角 

function caculateAngle(v1, v2) { 

    // 角度计算过程 

    var ab = v1[0] * v2[0] + v1[1] * v2[1] + v1[2] * v2[2]; 

    var aLength = Math.sqrt(v1[0] * v1[0] + v1[1] * v1[1] + 

v1[2] * v1[2]); 

    var bLength = Math.sqrt(v2[0] * v2[0] + v2[1] * v2[1] + 

v2[2] * v2[2]); 

    var cos = ab / (aLength * bLength); 

    var angle = Math.acos(cos) * 180 / Math.PI; 

 

    return ang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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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建筑楼层 

function expandBuilding() { 

    var building = app.buildings[0]; 

    building.floors.visible = true; 

    building.facades.visible = false; 

    building.expandFloors({ 

        'time': 1000, 

        'horzMode': false, 

        'hideRoof': true, 

        'complete': function () { 

 

        } 

    }); 

} 

 

// 恢复建筑楼层 

function unexpandBuilding() { 

    var building = app.buildings[0]; 

    building.unexpandFloors({ 

        'time': 500, 

        'complete': function () { 

            building.floors.visible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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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facades.visible = true; 

        } 

    }); 

8.13 常见问题 

8.13.1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对象的定义 

ThingJS 平台的对象是指一个使用 ThingJS 提供的各种类创建的物体实例，不

同类的对象实例具有不同接口和功能，比如我们在场景里创建一个园区，园区

就是一个对象，园区里的建筑和物体都是对象。 

 模型的定义 

ThingJS 平台的模型是指可复用的 3D 资源包，有些对象实例创建时指定模型

资源的路径。 

ThingJS 提供了具有丰富资源的模型库（ThingDepot）。 

 场景的定义 

启动 ThingJS 后，ThingJS 就会创建一个三维空间，整个三维空间我们称之为

“场景”（scene），在场景内我们可以创建对象，比如园区，楼宇，车辆，传

感器等等。 

 园区的定义 

通过 CamBuilder 可编辑并输出一个园区，该园区可在 ThingJS 场景中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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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定义 

ThingJS 平台的项目是指一个场景加上一个交互脚本。脚本使用 

JavaScript 语言开发。例如 Demo 里的粮仓管理，交互功能包括点击仓库可以

显示信息牌，点击屋顶可以开盖。 

 

坐标系 

 坐标系概念 

以场景原点为中心的直角坐标系称为世界坐标。 

在 ThingJS 中所有的物体的 position 值均为世界坐标，排列为 [x，

y，z] 。 

 世界坐标系 

当在场景中创建了园区，在园区下我们放置一个模型，模型是园区的子

物体，我们想在园区的坐标系下，设置模型的位置，这时使用的园区的坐标

系，就是模型的父物体坐标系。 

 父物体坐标系 

启动 ThingJS 后，ThingJS 就会创建一个三维空间，整个三维空间我

们称之为“场景”（scene），在场景内我们可以创建对象，比如园区，楼

宇，车辆，传感器等等。 

 自身坐标系 

某对象向前移动 2 米，就是在自身坐标系下设置坐标 [0,0,2]（Z轴

正向朝向我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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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部署 

 系统运行硬件的要求 

ThingJS 的 3D 可视化应用是 B/S 架构的，3D 场景是运行在客户端的

浏览器中。3D 场景渲染展示对客户端设备要求较高，特别是显卡，一般必

须是独立显卡 

推荐使用 Chrome 浏览器进行开发和演示。 

客户端： 

 系统：Windows 7 及以上 

 CPU：双核 CPU2.8GHz及以上 

 内存：8G 及以上 

 显卡：最低 GTX650，推荐 GTX960 及以上，显存 2G 及以上 

 硬盘：300GB 及以上 

 ThingJS 若是离线部署，需要部署到服务器端，ThingJS 对服务器

端的要求并不高 

服务器端： 

 系统：Windows Server 2003 及以上 

 CPU：双核 CPU2.8GHz 及以上 

 内存：8G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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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盘：500GB及以上 

 软件环境：JDK 1.6 及以上 

 部署方式 

支持项目 托管部署 和 离线部包部署 两种方式。 

 

收费方式 

 开发者收费方式 

个人开发者免费，适用于验证 3D 开发流程，制作 Demo 项目。 

商业开发者按年收费，商业开发者适用于开发/测试物联网 3D 项目。 

 项目收费方式 

ThingJS 平台按项目数量计费。 

托管项目按一个项目一年授权的方式收费。 

离线部署包按项目收费。 

具体详情可登录官网价格页面进行了解查看。 

 

项目托管 

开发者使用项目托管，通过在线开发调试代码，在测试完成后，可一键发

布，并且在有效期内可随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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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部署包 

开发者在开发完成后可申请离线部署包一个月试用。试用期内可随时更新

场景和代码。 测试完成后，购买永久授权码。使用永久授权码最终交付项目。

而且永久授权脚本可以随时更新，更新后不需要新授权码。但是永久授权更新

场景需提交审核，变动不超过 50%，1工作日内发放新授权码。 

数据对接 

对接的数据不用经过 ThingJS 平台，可以通过 Ajax 请求或者 WebSocket 

方式获取服务器端的数据。 

8.13.2 性能问题 

网速问题 

在开发过程中出现加载慢等问题时，用户可先自行检测自己的网络是否正

常，我们将会提供测试页面供用户检测。如果用户在正常时间范围内未打开测

试页面，那么可能是由于用户网络的问题。 

场景过大 

每个用户搭建的场景不同，场景内的的物体数量也不确定，当场景内物体

过多时也有可能会导致场景加载缓慢，卡顿。建议采用分批次加载，分室内外

加载，动态加载等方式。 

运行卡 

https://www.thingjs.com/guide/cn/tutorial_Introduce/CommonProblem.html#performance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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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内物体数量过多、开启了屏幕后期特效、请求后台数据频繁都可能造

成性能损耗；代码脚本出现逻辑问题、客户端机器配置低等情况也会造成场景

运行卡顿。 

代码逻辑问题可通过 log或者 debuger 进行检查。 

客户端配置 

客户端显卡设置 

目前大部分笔记本出于节电考虑，将显卡设置在集成显卡或核心显卡状态

下，无法完全发挥独立显卡的优势，影响演示效果，故特此说明如何将显卡的

性能调优（以 NVIDIA 显卡为例）。 

进入 NVIDIA显卡的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1. 选择“管理 3D设置”中的“全局设置”，并将其设置为“高性能

NVDIA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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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具体细节设置中，调整两项指标： 

各向异性过滤：调到最高（此操作主要是为了提高显卡的抗锯齿能力） 

 

电源管理模式：调整为“最高性能优先”（避免因为节电模式造成整机

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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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程序设置”后，找到“Chrome”，如下图所示： 

 

4. 把 Chrome 程序所用图形处理器设置为“高性能 NVDIA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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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3D 开发专项技能 

9.1 设备接入 

物联网感知层产生的数据需要通过各种接入技术送往互联网，也可以与智

能手机、计算机等设备直接连接，进行数据传输。物联网的数据传输涉及各种

通信模块、处理器（通常是单片机）和操作系统等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开

发。 

9.1.1 互联网接入协议 

互联网接入技术种类繁多，除了在各种网络中传输 IP数据包外，还需要对

接入互联网的用户进行管理，以防非法用户无偿或恶意地使用互联网通信资

源。 

互联网的接入协议可分为两大类：链路接入协议和用户接入管理协议。 

链路接入协议负责把 IP数据包封装在相应接入线路所传输的帧中，常见的

链路接入协议有点到点协议（Point-to-PointProtocol，PPP）、基于以太网的

PPP（PPP over Ethernet，PPPoE）等。 

用户接入管理协议负责用户身份的认证和资源管理，常见的用户接入管理

协议有远程用户拨号认证协议（Remote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RADIUS）等。 

链路接入协议和用户接入管理协议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常常会把两者的功

能结合在一个协议中，例如，PPP等协议就同时具备链路管理和用户身份认证

的功能。 

PPP最初是为在点到点链路上传输 IP数据报而设计的，现在可以传输多种

上层协议。PPP常用于用户通过拨号线路或专用线路与因特网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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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的连接，这种情况下，除了物理线路的连接外，用户还需提供账号、密

码等认证信息。PPP 提供了一整套方案来解决链路建立、维护、拆除、上层协

议协商和认证等问题。 

PPP包含以下几部分：链路控制协议（Link Control Protocol，LCP）、网

络控制协议（Network Control Protocol，NCP）和认证协议。 

LCP负责创建、维护或终止一次物理连接，配置和测试数据链路。链路两

端设备通过 LCP向对方发送配置信息报文，协商一些选项。在链路创建阶段，

对认证协议进行选择。最常用的认证协议包括口令验证协议（Passwor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PAP）和挑战握手验证协议（Challenge-

HandshakeAuthentication Protocol，CHAP）。PAP使用明文验证方式，用户账

号和密码都使用明文传送。CHAP对 PAP进行了改进，使用三次握手和密文传送

方式实现用户的身份认证，不再直接通过链路发送明文口令。 

链路创建后，进入认证阶段。在这个阶段，客户端将自己的账号和密码发

送给远端的接入服务器。该阶段使用一种安全验证方式，避免第三方窃取数据

或冒充远程客户接管与客户端的连接。在认证完成之前，禁止从认证阶段前进

到网络层协议阶段。如果认证失败，则跳到链路终止阶段。 

NCP是一族协议，用于创建和配置网络层协议，解决 PPP链路之上的网络

层协议问题，如给用户分配 IP地址等。 

 

图 9-1 PPP 帧结构 

PPP的帧结构如图 9-14所示，由标志、地址、控制、协议、信息和帧校验

等几个字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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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字段为 011111110，用于帧的定界。地址字段为 1字节，由于是点到

点链路，实际上无需地址，PPP使用了广播地址 11111111。控制字段固定为

03，没有序号等信息。协议字段指示了在信息字段中封装的是哪个协议，例

如，0x0021表示信息字段是 IP数据报，0xC021 表示链路控制数据 LCP，

0x8021表示网络控制数据 NCP，0xC023表示密码认证协议 PAP，0xC223 表示询

问握手认证协议 CHAP 等。帧校验字段采用 CRC校验。 

PPP比较简单，具备用户认证功能，并可以分配 IP地址，已成为多种互联

网链路接入协议的基础，比较适合拨号和专线上网的场合。例如，利用蓝牙接

入互联网时，蓝牙应用层运行的就是 PPP和互联网的 TCP/IP协议栈。 

9.1.2 传感器网络的网关设计 

传感器网络需要把传感器监测的数据通过互联网发送到服务器上进行分析

和处理，服务器也会将相关命令下发到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各个结点以实现相

关任务操作，这些功能的实现都需要将传感器网络与不同类型的网络尤其是互

联网连接起来。传感器网络与互联网的组网技术和通信协议差异很大，这种异

构性决定了二者之间的互连必须进行接口和通信协议的转换，承担这种转换任

务的设备称为网关。一般传感器网络的接入方法是，首先将传感器中的数据送

往网关，网关再通过各种有线或无线接入技术将数据送往互联网。 

9.1.2.1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接入 

无线传感器网络（WSN）通常通过网关与提供远程通信的各种通信网络相

连。WSN网关作为传感器网络和外部网络数据通信的桥梁，处于承上启下的地

位，它包括两部分功能：一是通过汇聚结点获取传感网络的信息并进行转换；

二是利用外部网络进行数据转发。 

WSN网关的系统结构如图 9-15所示，通常与汇聚结点放置在同一个设备

内。传感器结点采集感知区域内的数据，如温度、加速度和坐标等，进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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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后发送至汇聚结点，网关利用串行方式读取数据，并转换成用户可知的

信息，然后由网关通过各种接入方式连接到外部网络，进行远距离传输。外部

网络可以是任意的通信网络，如以太网、SDH 等有线网络，或者 Wi-Fi、GSM、

GPRS和 4G等无线网络。 

 

图 9-2 WSN网关系统结构 

根据网关的功能，可以将网关分为两个模块：网关与汇聚结点的通信模

块；网关与外部网络的通信模块。 

网关与汇聚结点间的通信主要是读取汇聚结点的数据，一般采用串行接口

通信方式，如 RS-232 串行接口等。网关软件需要设置串行通信的波特率、数据

位数和奇偶校验方式等属性，最后对串行口进行读写，读入并储存汇聚结点送

过来的数据。在数据读取完成后，网关调用相应的转换函数将这些原始数据解

析为用户可知的信息，如温度、光强和坐标值等，并存储在发送缓冲区内，准

备发送到外部网络。 

网关与外部网络通信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转发 WSN网关转换后的数据。网关

与外部网络的接入方式可以分为有线和无线两种，网关具体选择哪种接入方式

与实际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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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N网关的软硬件设计实际上就是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例如，软件可基于

μClinux操作系统开发，硬件可采用 ARM系列处理器体系结构，并根据接入方

式配置相应的通信接口。 

9.1.2.2 现场总线的接入 

传感器可以通过现场总线连接在一起，组成有线传感器网络，再通过网关

连接到以太网或互联网中。 

图 9-16给出了一种现场总线分布式接入结构，它可以把多个由现场总线组

成的传感器网络连接到以太网中。现场总线网络与以太网的结合使得现代工厂

的管理可以深入到控制现场，在这种工业控制网络中，以太网不仅是主干网，

而且还可以与现场总线相互交换数据。如果采用工业以太网，则可以把以太网

直接部署到现场。工业以太网主要有 4种协议：HSE、Modbus TCP/IP、

ProfiNet和 Ethernet/IP。高速以太网（HSE）是现场总线 FF协议、以太网

IEEE 802.3协议和 TCP/IP协议族的结合体。ProfINet则是 Profibus 现场总

线、以太网和 TCP/IP 的结合体，传统的 Profibus 网段可以通过一个代理设备

连接到 ProfiNet网络，这样就可以同时挂接传统的 Profibus系统和新型的智

能现场设备。 

 

图 9-3现场总线分布式接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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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总线接入中，关键是嵌入式网关的设计。嵌入式网关是以微控制器

为核心的软硬件系统，以 CAN现场总线的接入为例，嵌入式网关主要包括微控

制器、以太网接口、CAN现场总线接口和控制译码电路等几部分，如图 9-17所

示。 

 

图 9-4 嵌入式网关框图 

微控制器通过以太网控制器的接口与以太网上的操作站相连，通过 CAN控

制器的接口与现场总线相连。微控制器中驻有 TCP/IP互联网协议和 CAN协议，

用来完成以太网和 CAN总线间的数据交换与协议转换，并负责对各个控制器的

控制。CAN控制器内部集成了 CAN协议的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主要依靠发送

输出命令和接收测量数据来实现与 CAN总线上传感器结点的数据交换。 

9.2 数据对接 

ThingJS平台目前提供以下四种方法进行数据对接： 

Ajax、JSONP、WebSocket、MQTT 

9.2.1 Ajax 数据对接 

9.2.1.1 原生 Ajax 的对接方式 

Ajax 的本质是通过浏览器的 XMLHttpRequest 对象向服务器发送 HTTP 请

求，得到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后进行数据处理的数据交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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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生的 Ajax 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创建 XMLHttpRequest 实例； 

2. 发出 HTTP 请求； 

3. 接收服务器传回的数据； 

4. 清理数据，更新页面。 

在 ThingJS 在线开发环境中，内置了 JQuery 库，可以直接使用 JQurey 

封装的 Ajax 方法进行数据对接，例如： 

$.ajax({ 

    'url': "http://3dmmd.cn:83/getMonitorDataById", //Ajax 请求

服务的地址 

    'type': "GET", //请求方式 "POST" 或 "GET"，默认为 "GET" 

    'dataType': "json",    //服务返回的数据类型，推荐使用标准

JSON 数据格式 

    //发送到服务器的数据 

    'data': { 'id': 89757 }, 

    //请求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success': function (data) { 

        console.log(data); 

        // 处理返回的数据 

    }, 

    //请求失败时调用的函数 有以下三个参数：XMLHttpRequest 对

象、错误信息、（可选）捕获的异常对象 

    'error': function (xhr, status,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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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xhr); 

    }, 

});  

9.2.1.2 请求跨域的方式 

浏览器出于安全考虑，有同源策略（same-origin policy），所谓“同源”

指的是“三个相同”： 

协议相同； 

域名相同 

端口相同 

对于 ThingJS 在线开发环境所发布的 3D 页面而言，其协议是 

https:// ，域名是 www.thingjs.com ，端口是 80 （默认端口可以省略），如

果协议、域名或者端口有一个不同就是跨域，Ajax 请求就会失败。 

在开发工具 Network 中可查看请求情况，下图展示了跨域相关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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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跨域相关报错 

因此，要在 ThingJS 在线环境中请求用户自己服务器上的静态资源数据或

数据服务，或者其他网站的数据服务，就需要解决跨域问题。 

注意事项 

如果是访问用户上传到 ThingJS 网站的静态 json 数据资源则不存在跨域

问题。 

 Ajax 请求跨域解决方案 

对于在 ThingJS 在线开发环境中开发，我们推荐以下方案解决跨域问题。 

CORS 是一个 W3C 标准，全称是 “跨域资源共享”（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它允许浏览器向跨域的服务器，发出 XMLHttpRequest 请

求，从而解决了 Ajax 跨域请求数据的问题。 

对于前端而言，整个 CORS 通信过程，由浏览器自动完成。对于开发者来

说，前端代码与普通 Ajax 代码完全一样。实现 CORS 的关键是后端，需在服

务端设置 response 响应头（header）的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属性

就可以开启 CORS。该属性表示哪些域名可以访问资源，如果设置通配符则表示

所有网站都可以访问资源，例如：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所有网站都可访问 

// 仅 ThingJS 网站能访问 

//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http://www.thingjs.com" 

如果 CORS 请求不是简单的跨站请求，如： 

使用 GET或 POST以外的 HTTP请求方法（PUT DELET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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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的 Content-Type 不属于以下三种之一：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text/plain； 

multipart/form-data； 

发送了自定义的请求头信息（如 Token 数据）。 

那么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在服务器的响应头中设置 Access-Control-

Allow-Headers 和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相关属性值，例如： 

浏览器 Ajax 请求为： 

$.ajax({ 

    'headers': { 

        "token": '31415926'// 请求头中带上了 token 数据 

    }, 

    'url': "http://localhost:3000/getDataByIds", 

    'type': "POST", 

    //发送数据到服务器时所使用的内容类型。默认是：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但此方式无将复杂的 JSON 组织成

键值对形式 

    //因此设置 contentType 为'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这种类型是文本类型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dataType':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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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到服务器的数据 由于 contentType 设置为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这里需将 json 对象转为字符串后发

送 

    'data': JSON.stringify({ 'ids': [1, 2, 3] }), 

    'success': function (data) { 

        console.log(data); 

    } 

});   

则服务端需要设置： 

//配置允许的请求方式，如果写 * 则都允许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PUT,POST,GET,DELETE,OPTIONS"; 

//配置允许的自定义请求头，如果写 * 则都允许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Content-Type,Token"  

对于 ThingJS 在线开发环境所发布的 3D 页面而言，其协议是 

https:// ，域名是 www.thingjs.com ，端口是 80 （默认端口可以省略），如

果协议、域名或者端口有一个不同就是跨域，Ajax 请求就会失败。 

在开发工具 Network 中可查看请求情况，下图展示了跨域相关报错: 

因此，要在 ThingJS 在线环境中请求用户自己服务器上的静态资源数据或

数据服务，或者其他网站的数据服务，就需要解决跨域问题。 

注意事项 

如果是访问用户上传到 ThingJS 网站的静态 json 数据资源则不存在跨域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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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ax({ 

    'url': "http://3dmmd.cn:83/getMonitorDataById", //Ajax 请求

服务的地址 

    'type': "GET", //请求方式 "POST" 或 "GET"，默认为 "GET" 

    'dataType': "json",    //服务返回的数据类型，推荐使用标准

JSON 数据格式 

    //发送到服务器的数据 

    'data': { 'id': 89757 }, 

    //请求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success': function (data) { 

        console.log(data); 

        // 处理返回的数据 

    }, 

    //请求失败时调用的函数 有以下三个参数：XMLHttpRequest 对

象、错误信息、（可选）捕获的异常对象 

    'error': function (xhr, status, error) { 

        console.log(xhr); 

    }, 

});  

9.2.2 JSONP 对接 

JSONP 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 script 标签没有跨域限制的特点，通过 

script 标签向服务器请求数据；服务器收到请求后，将数据放在一个指定名字

的回调函数里返回给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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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JQuery 的 Ajax 请求对 JSONP 进行了封装，因此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相关方法请求 JSONP 数据，例如： 

$.ajax({ 

    type: "get", 

    url: "http://3dmmd.cn:83/monitoringData", 

    data: { "id": 89757}, 

    dataType: "jsonp",// 返回的数据类型，设置为 JSONP 方式 

    //设置回调函数名 JQurey 会自动注册该函数 

    jsonpCallback: "myCallbackFun", 

    success: function (d) { 

        console.log(d); 

    // 处理 json 数据 

    } 

});  

上述示例会向浏览器发送一个类似 

http://3dmmd.cn:83/monitoringData?id=89757&callback=myCallbackFunc 的

请求，服务器通过解析 url 中的 callback 参数，返回如下数据： 

myCallbackFunc({ 

    "state": "success", 

    "data": { 

        "id": "89757", 

        "temper": "26℃", 

        "humi":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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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9kWh" 

    } 

})  

请求成功后 JQuery 会执行 myCallbackFun 函数，从而可以在回调函数中

得到并处理 json 数据。 

注意事项 

JSONP 仅支持 GET 请求，使用 JQuery 的 Ajax 方法 发起多个 jsonp 请

求时，回调函数名不要重复（即 jsonpCallback 的设置不要重复），否则可能

会导致回调函数 undefined ，详见 jsonp 请求失败的原因。 

9.2.3 WebSocket 对接 

WebSocket 是 HTML5 一种新的协议，实现了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的全双工

通信。 

其本质是先通过 HTTP/HTTPS 协议进行握手后创建一个用于交换数据的 

TCP 连接，服务端与客户端通过此 TCP 连接进行数据的双向实时传输，直到有

一方主动发送关闭连接请求或出现网络错误才会关闭连接。 

WebSocket 最大的优点在，服务器可以主动向客户端推送信息，客户端也

可以主动向服务器发送信息，真正实现了数据的实时双向通信。并且 

WebSocket 通信不受同源策略的限制，即不存在跨域问题。 

9.2.3.1 WebSocket 客户端 API 

浏览器端的一个简单示例如下： 

// 创建一个 WebSocket 连接 

var webSocket = new WebSocket('ws://3dmmd.cn: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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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websocket 连接成功 触发 open 事件 

webSocket.onopen = function () { 

    console.log("websocket 服务器连接成功..."); 

}; 

 

// 接收服务端数据 触发 message 事件 

webSocket.onmessage = function (ev) { 

    console.log("websocket 接收到的数据：" + ev.data); 

}; 

// 关闭连接后 触发 close 事件 

webSocket.onclose = function (evt) { 

    console.log("websocket 关闭..."); 

}; 

// 通信发生错误时 触发 error 事件 

webSocket.onerror = function () { 

    console.log('发生错误') 

}  

可通过 readyState 属性值（只读），获取连接状态： 

0 - 表示连接尚未建立； 

1 - 表示连接已建立，可以进行通信； 

2 - 表示连接正在进行关闭 

3 - 表示连接已经关闭或者连接不能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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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连接成功后，可利用 send() 方法向服务器发送数据，例如： 

var dataObj = { 'id': 89785 }; 

// send 数据类型可以是 字符串 或 二进制对象（Blob 对象、

ArrayBuffer 对象） 

webSocket.send(JSON.stringify(dataObj));  

在客户端可调用 close() 方法主动关闭 WebSocket 连接。 

9.2.3.2 WebSocket 服务器端 

在服务器端，Node.js、Java、.Net、C++ 等语言都有相应的 API 库或框

架来实现 WebSocket 的服务端开发。开发者可根据具体的项目需求选择相应方

案，这里不再详细说明。 

9.2.4 MQTT 方式对接 

MQTT是一个轻量级协议，使用 MQTT协议的中心是 broker（服务器/代

理），客户端通过订阅消息和发布消息进行数据交互。使用 MQTT方式的步骤如

下： 

1. 直接连接 MQTT服务器（需支持 websocket访问，Mosquitto 支持

websocket的配置可自行百度） 

2. 引用第三方 mqtt库 

3. MQTT数据对接 

浏览器端的一个简单示例如下： 

// 引用第三方 mqtt 库，详见 https://github.com/mqttjs/MQTT.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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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Utils.dynamicLoad(['https://www.thingjs.com/static/lib/mq

tt.js'], function () { 

    init(); 

}); 

var client = null; 

// 创建一个 Mosquitto 连接 

client = mqtt.connect("wss:www.3dmmd.cn:8086"); 

client.subscribe("/public/TEST/dev1"); 

// 连接成功后发送数据 

client.on("message", function (topic, payload) { 

    console.log('data:' + payload); 

    obj.setAttribute("monitorData/温度", payload); 

    changeColor(obj); 

}); 

// 关闭连接 

client.end(); 

在客户端可调用 end() 方法主动关闭 Mosquitto 连接。 

9.3 开发授权 

解释在线部署、离线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