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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修订版，是阿里巴巴第一部

授权讲解小程序技术标准以及如何在支付宝系统中开发小程序实战案例的

教材。 
本书系统讲述了使用 HTML5 开发 Web 应用时如何以简短的代码编

写美观的页面，并选取以能力成长为目标的典型案例进行强化训练，包括

响应式 Web 开发、网页钢琴、制作专属头像、开发跨平台刮刮乐应用、连

连看、Node.js 接口开发、简易购物网的全栈开发、基于 Vue 的英文应用开

发以及支付宝小程序开发等。读者通过学习能够理解 Web 应用的框架与常

用算法，并通过前后台结合的全栈开发灵活处理各类数据与显示。 
本书为新形态一体化教材，配套建设了微课视频、电子课件 PPT、源程

序、项目和案例素材等数字化学习资源。与本书配套的数字课程在“智慧职

教”（www.icve.com.cn）上线，读者可以登录进行学习并下载基本教学资源，

详见“智慧职教服务指南”，也可发邮件至编辑邮箱 1548103297@qq.com 获

取相关资源。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及高职本科院校软件技术、移动互联应用、计

算机应用、信息管理、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开发等信息类专业的基础

教材，也可作为非信息类专业学习网页设计、了解移动应用开发的专业

教材，还可作为对智能手机应用感兴趣读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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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智慧职教服务指南 

 

基于“智慧职教”开发和应用的新形态一体化教材，素材丰富、资源立体，教师在备课中不断创造，

学生在学习中享受过程，新旧媒体的融合生动演绎了教学内容，线上线下的平台支撑创新了教学方法，可

完美打造优化教学流程、提高教学效果的“智慧课堂”。 

“智慧职教”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设和运营的职业教育数字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和在线教学服务

平台，包括职业教育数字化学习中心（www.icve.com.cn）、MOOC 学院（mooc.icve.com.cn）、职教云 2.0

（zjy2.icve.com.cn）和云课堂（APP）四个组件。其中： 

  职业教育数字化学习中心为学习者提供了包括“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建设成果在内的优质

数字化教学资源。 

  MOOC 学院为学习者提供了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展示学习。 

  职教云实现学习中心资源的共享，可构建适合学校和班级的小规模专属在线课程（SPOC）教学平台。 

  云课堂是对职教云的教学应用，可开展混合式教学，是以课堂互动性、参与感为重点贯穿课前、课中、

课后的移动学习 APP 工具。 

“智慧课堂”具体实现路径如下： 

1．基本教学资源的便捷获取及 MOOC 课程的在线学习 

职业教育数字化学习中心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课程教学资源，包括与本书配套的电子课件

（PPT）、微课、教学案例、源代码、习题及答案等。未在 www.icve.com.cn 网站注册的用户，请先注册。

用户登录后，在首页或“课程”频道搜索本书对应课程“HTML5 跨平台开发实战”，即可进入课程进行教

学或资源下载。注册用户同时可登录“智慧职教 MOOC 学院”（http://mooc.icve.com.cn/），搜索“HTML5

跨平台开发实战”，点击“加入课程”，即可进行与本书配套的在线开放课程的学习。 

2．个性化 SPOC 的重构 

教师若想开通职教云 SPOC 空间，可将院校名称、姓名、院系、手机号码、课程信息、书号等发至

1548103297@qq.com（邮件标题格式：课程名+学校+姓名+SPOC 申请），审核通过后，即可开通专属云空

间。教师可根据本校的教学需求，通过示范课程调用及个性化改造，快捷构建自己的 SPOC，也可灵活调

用资源库资源和自有资源新建课程。 

3．云课堂 APP 的移动应用 

云课堂 APP 无缝对接职教云，是“互联网+”时代的课堂互动教学工具，支持无线投屏、手势签到、

随堂测验、课堂提问、讨论答疑、头脑风暴、电子白板、课业分享等，帮助激活课堂，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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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字符、标识符和关键字 

前言 
 
 
 
 
 
 
 
HTML5 结束了媒体播放插件的时代，并作为核心标准将 Web 转变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媒体平台。它融合了

专业的以及用户自行生成的内容，并且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设备上与任何人共享。各类技术标准在努力为各类

Web 应用的开发打造一个开放的 Web 平台。尽管这个开放 Web 平台的边界在不断延伸，产业界认为 HTML5
将是这个平台的核心，平台的能力将依赖于标准化组织 W3C 及其合作伙伴正在创建的一系列 Web 技术，包括

CSS、SVG、WOFF、语义 Web、XML 和各类应用编程接口（API），这其中也包含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创新和智

慧，如 W3C Web 中文兴趣组下一代移动 Web 应用（小程序/快应用）、弹幕等方面的标准化工作。 
Web 应用重点在于提供各种各样丰富的功能，并在随手可得、随时可用、随心所欲方面以简单、直观和即

时响应全面超越桌面应用程序。移动应用均为用户主动下载，需要强化“应用开发能力”和“界面设计能力”

的培养以完成快速开发和迭代增强用户黏性。作为一个开发 Web 应用程序的工程师，必须考虑如何让用户花更

少的精力和时间去完成业务。Web 应用开发工程师在知识和技能体系上不仅要有广度，即熟悉各种框架，还要

有深度，即能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作者 2014 年 9 月出版《HTML5 跨平台开发基础与实战》出版以来，结合

近几年 Web 技术的飞速发展情况和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更新，编写了本书。编写中与阿里

巴巴、腾讯、W3C 相关工程师、标准专家进行了深入讨论，尝试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并结合实战项目将开

发技巧和开发、测试、部署工具一体讲解，同时也注重与时俱进选取商业项目，是阿里巴巴第一部授权讲解小

程序技术标准及实战案例的教材。 
本书通过典型 Web 应用对实战技能进行讲解，综合各种主流框架和方法，在提高动手与编程能力的同时，

锻炼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书共 9 章，具体结构划分如下。 
第 1 部分：学习主流的响应式网站 UI 框架，Flex（弹性）布局等作为入门基础。通过练习用 Bootstrap 构

建新闻网站，以 Bootstrap4 提供的 12 列基础布局在不同的设备上进行网页的自动缩放排版，并了解主流的 Flex
布局技术，体验跨平台兼容方案。 

第 2 部分：以 Canvas 结合 ES6 语法讲解网页版钢琴、刮刮乐、连连看、专属头像制作等应用的开发。每

个案例的核心功能讲解侧重于不同的算法实现，如网页钢琴通过定时器作为算法的关键，制作专属头像使用

npm 的 http-server 包启动 HTTP 服务解决 File 组件上传引起的安全问题，刮刮乐使用 HTTP 服务器软件 Nginx
进行访问部署，并使用 JavaScript 的面向对象方式进行编程操作，连连看通过围绕自定义距离计算算法讲解核

心功能。 
第 3 部分：使用 Node.js 开发服务端 API 接口并介绍常用的 MVVM 框架 React 与 Vue。通过 npm 简化需

要编写的功能代码，通过 MySQL 包操作 MySQL 数据库，使用 bcrybt 算法加密等标准开发常用包详述前后端

分离的开发模式。重点讲解使用 React 与 Node.js 构建全栈应用，之后详细讲解支付宝小程序制作，使用前端技

术构建“拥有操作系统原生接口”的应用。 
本书在编写时注意对接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要求，是面向应用型本科和高等职业院校 Web 前端应用

的标准化教材，对于后续考取高等级职业技能证书有直接帮助。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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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特色如下。 
  解惑：讲解 Web 应用的常用算法而非简单的模板操作。如网页钢琴算法如何实现弹奏的录制与播放，

如何启动 HTTP 服务解决打开网页进行开发浏览而非通过双击 HTML 文件以文件传送协议打开网页，

刮刮乐如何控制中奖率与防止作弊，连连看如何实现路径规划等核心功能，真正掌握后每个应用都可自

行增加丰富的功能，提高举一反三的能力。 
  深入：将知识点结合具体功能加以运用。如 ES6、ES7 标准语法，NoSQL 非关系数据库，前后端开发

接口联调，以全英文的方式进行项目开发，如何把不同功能的组件单独封装，最后通过引用构建组成页

面，等等，锻炼面对真实环境中的情况解决问题的能力。 
  浅出：通过全面学习掌握常用的网站开发技能，熟练利用开源项目以简短的代码编写美观的页面。将喜

闻乐见的日常生活通过 Web 应用制作出来，并结合支付宝小程序了解商业项目的运行，通过熟悉 Web
应用的变化趋势提高未来职业发展的潜力。 

本书由王寅峰博士（W3C AC 代表）任主编并统稿。参加编写的企业专家有：朱红儒，阿里巴巴标准化

部总经理，负责阿里巴巴经济体标准化工作，在 ISO 及 W3C 等知名标准化组织担任领导职位；鲁亚然工程师

（蚂蚁金服）；汪洁文工程师（澳大利亚 Culture Amp Computer Software Richmond，Victoria）。本书代码由深圳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学院学生陈健乐、陈晓辉等进行验证。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的联系方式：1597534579@qq.com。 

 
                                                                                  编  者    

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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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1    

响应式 Web 开发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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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例描述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普遍要求网页布局高端、大气、上档次，能够在不同的设备上呈

现出一致的效果。新的设计概念—响应式布局应运而生！响应式页面，就是

能够用一套样式，使页面能够在不同分辨率的屏幕中都有很好的表现形式，为

移动端布局带来了很大便利。响应式页面屏蔽了浏览器差异，因此学习响应式

页面布局势在必行！随着越来越多的设计师采用这种技术，我们不仅看到很多

创新，还可以参考一些成形的模式。学习响应式页面，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① 如何设计移动端应用页面？ 
② 如何使用响应式 UI 框架（如 Bootstrap 工具）加快实现？ 

1.2  任务陈述 

具体学习任务见表 1-1。 

表 1-1  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了解响应式布局原理与常见的响应式 UI 框架 

  掌握使用 Chrome Devtools 调试响应式页面 

  掌握 Bootstrap 4，自学 Foundation 6 的基础使用 
一、达成目标 

  编写简单的响应式页面 

  了解响应式布局的基础原理与设计概念 

  掌握 UI 框架的基础使用方法 二、学习任务 

  对比常见 UI 框架的特点与相同之处 

  Bootstrap 官网：https://getbootstrap.com/ 

  Foundation 官网：https://foundation.zurb.com/ 三、参考资源 

  MDN Web 文档：https://developer.mozilla.org/ 

四、困惑与建议 
将遇到的难点和不清晰的地方通过截屏等方式记录，首先尝试小组研讨解决问题，然后准

备与教师面对面讨论问题 

  部署 UI 框架    ☆ 

  理解 12 列网格布局   ☆☆ 
五、学习回顾 
 （难度星级） 

  掌握 Flex 布局    ☆☆☆ 

1.3  知识准备 

本单元有以下 3 个任务。 
  理解响应式布局原理。 
  掌握 Bootstrap 4 的基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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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响应式页面，从而实现响应式开发。 
通过这些任务，完成从“新手”到“入门”的提升。 

1.3.1  知识点 1  响应式布局原理 

响应式布局（Responsive Design）的目的是在不同屏幕分辨率的终端实现一致的浏览展示

方式。通过响应式设计能使网站在手机和平板计算机上都有较好的浏览阅读体验。随着 5G 时

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在“读屏”，使用移动设备进行网页浏览。 
在 3G 时代，开发者常需要先开发一套 PC 版本的网站，再单独开发一套服务移动设备

的网站。维护两套代码不仅增加了技术难度和成本，而且容易出错。响应式布局使得一套代

码可以适应不同屏幕分辨率，实现自动排版，降低维护成本，提升用户体验度，具体如图 1-1
所示。 

 
  

响应式布局原理是以移动端优先为原则，即设计先从移动端开始。随着屏幕的变化从而有

不同的 CSS 覆盖掉当前的 CSS 样式，呈现出重新排版的效果。其核心原理是利用 CSS 中的

@media 查询进行响应式设计，代码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的示例代码中用媒体特性限制样式表的作用范围。 

注意： 

此处 padding 使用 rem 而不是 px。如果 px（pixel，像素）要换算成物理长度，需要指定精度 DPI（Dots Per Inch，每英寸

像素数）。浏览器使用 px 值，所以 1 px 将始终显示为完全 1 px。rem 单位基于 HTML 元素的字体大小，即转换为像素的大小取

决于页根元素的字体大小，如根元素字体为 12 px，10 rem 将等于 120 px，即 10×12=120。创建布局时往往以像素为单位更方便，

但部署时应使用 rem 单位，使用 rem 后只修改根元素就可以成比例地调整所有字体大小，浏览器会自动处理缩放问题。例如查看

淘宝手机端网页，分别使用索尼 XZ（分辨率 1080×1920 像素）与诺基亚 x7（分辨率 2246×1080 像素）Chrome 浏览器进行浏览效

果，在不同设备上看到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如图 1-3 所示。 

 

图 1-1

某维护应用采用

响应式页面在 PC

端、移动端的

图示

@media screen and (min-width: 900px) { 
  article { 
   padding: 1rem 3rem; 
  }  }�

图 1-2

@media 查询屏幕

的尺寸在 900 px 内

则应用里面的代码

 

 
                    

微课 1-1
构造响应式页面-学
习目标任务资源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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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两段示例代码在不同的屏幕尺寸上显示不同的背景颜色进行讲解。 
体会响应式原理的基础，例如使用当分辨率大于 960 像素的设备时，它会自动切换为橙色，

如图 1-4 所示；小于 960 像素的设备使用红色，如图 1-5 所示。 

                                       
 
目前基本完成了响应式布局的匹配，但还漏了一步。使用@media 只是修改了网页的

尺寸，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响应，网页大小被牢牢固定了。此时还需要一行代码，不使用缩

放和横向滚动条将网页呈现给用户。把示例代码加到网页的 head 部分完成设置，如图 1-6
所示。 

 

@media screen and (min-width:960px){ 
  body{  
    background:orange; 
    } 
} 

图 1-3 

在不同分辨率的索尼 

XZ(左)与诺基亚 x7 

(右)设备上的现实 

效果 

图 1-4 

960 像素以上的 

设备背景颜色为 

橙色（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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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iewport 是用户可视化区域，浏览器把页面放在可视区域里，如果不显示设置 Viewport，

那么浏览器就会把 width 默认设置为 980，后果是浏览器出现横向滚动条，因为浏览器可视区

域的宽度比默认的 Viewport 宽度小。回顾一下，响应式页面适配时要掌握 meta viewport、media 
query 以及动态 rem。 

1.3.2  知识点 2  使用调试工具 

调试是开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调试工具能够监测、控制和纠正，

能快速找到问题的原因， 终达到提高开发效率的目的。由于代码编写具有严

格的规则，如少一个符号、单词拼错或者是顺序错乱等都可能引起错误而无法

继续往下执行代码，这时候调试工具就会报错并提示错误的地方，使用调试工

具还可以看清一个复杂的网页样式结构等。在《HTML5 跨平台开发基础》一书

中，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 Chrome 调试工具，现在简单回顾一下。 
打开 Google 浏览器，在浏览网页上按 F12 键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Shift+I 可以打开调试工

具，就可以看到如图 1-7 所示的调试界面。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user-scalable=no,initial-scale=1.0, 
maximum-scale=1.0, minimum-scale=1.0"> 

图 1-5

设置 960 像素

以下的设备背

景颜色为红色

（示例代码）

图 1-6

meta tag 设置代码

@media screen and (max-device-width:960px){ 
  body{ 
     background:red; 
    } 
} 

图 1-7

调试工具面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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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调试界面看着复杂，其实并不难学，经常需要的功能其实也就几个。先来看调试

界面的 上端，可以称为其功能栏，如图 1-8 所示。 

 
 
先看 左边有 2 个图标。第 1 个图标是用来选择所需要查看的 HTML 元素，通过 HTML

元素定位到 Elements 中的对应代码。左边第 2 个图标是用来在手机模式和计算机模式之间做切

换的。图标后面是功能模块，从左到右分别如下。 
  Elements：主要用来查看 终渲染情况，CSS 样式的修改。 
  Console：调试台，主要用来打印输出内容，获取报错信息，页面调试内容（仅用于在

Windows 对象中存在的对象或者变量，函数才可以使用）。 
  Source：源代码界面，里面呈现的代码都是原文件的代码，主要用来对代码进行断点

调试。 
  Network：主要是将加载页面过程中，发送的网络请求（包括加载资源）按照时间线的

形式呈现，能够看到请求状态以及加载的时间。 
  Performance：主要用来查看与 JS 计算性能相关的，如果是单纯的页面（不包含 Canvas、
大数据渲染等），一般不需要使用到。 

  Memory：记录内存的情况。 
  Application：记录本地相关信息（如 Cookie、SessionStorage、LocalStorage 等）的存储

信息。 
  Security：页面安全方面的信息。 
  Audits：需要 VPN 代理才可以具体用来做手机 Web App 优化。 

虽然看起来功能比较多，但是常用的只有 Elements、Console、Source、Network。下面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介绍这 4 个功能。 

1．通过 Elements 看清网页的结构与样式 

Elements 主要用来查看 终渲染情况，CSS 样式的修改。以一个简单页面讲解调试工具的

大致用法，该示例由一个表格和标题组成，如图 1-9 所示。 

 
 
打开调试界面，把上面的功能栏切换到 Elements，如图 1-10 所示。 
可以看到 Elements 模块分左右两部分，左边是结构，右边是选中结构对应的样式，把鼠

标指针移到结构的任意部分，相应部分会以蓝色背景显示，单击选中右边便会显示对应的样式，

由于结构是以缩进制显示，并且本示例比较简单，所以能清晰看到它的层级结构。 
若有时页面复杂，无法在结构中找到想要的部分，这时就可以使用左上角的箭头图标。可

以直接选择效果图的部分，在结构部分相应的位置就成为选中状态。那么，如何查看一个元素

上的现有样式呢？ 

图 1-8 

调试功能栏 

图 1-9 

示例学生信息表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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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的样式表其实无法直观观察一个元素的样式，而在样式表的顶部可看到又出现了几个

可选的选项，此时选择 Computed 选项就可以看到该元素的样式，如图 1-11 所示。 

 
 

当无法直观看清选中结构部分的父级元素或者结构层次，可以右击选中结构，在弹出的快

捷菜单中选择 Copy→Copy selector 命令，如图 1-12 所示。 

 
 

图 1-10

调试学生信息结点

图 1-11

查看元素 CSS 代码

图 1-12

复制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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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可以看到复制的结果 body>div>table>tbody>tr:nth-child(1)>th:nth-child(1)，帮助更好地

理解层级结构。 
结构以及样式都可以在调试工具中直接临时修改，修改后会影响网页的样式，双击想要修

改的部分就能编辑，但是修改后不会影响到源代码，刷新后修改的部分就会复原。 
如果熟练使用 Elements 功能，相信再复杂的网页都能看清大致结构样式。只有掌握了页

面的结构，才能更好地完成开发工作。 

2．通过 Console 来发现并解决程序出现的错误 

Console 调试台用来打印输出内容，获取报错信息、页面调试内容，如图 1-13 所示。 

 
  

页面的报错信息会以 Console.error 的形式打印在调试台，页面的报警信息会以

Console.warn 的形式打印在调试台。在示例的 JS 文件中输入以下命令，如图 1-14 所示。 

console.log("hello world!") � //打印普通信息 
console.error("error!")    �� //打印错误信息 
console.warn("warnning!")� � //打印警示信息 
console.info("info!")      � //打印提示信息 

 
刷新页面，在调试界面的 Console 可以看到以下信息，如图 1-15 所示。 

 
 

一般 error 信息以及 warnning 信息是浏览器检查出程序内出现问题后自动弹出的，若看到

调试界面的右上角有红叉以及叹号图标，则说明页面有错误地方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时就

需要打开 Console 调试台来查看错误信息。 
下面的代码故意制造了错误，看看 Console 显示的信息。给 a 赋值一个字符串，但少了一

个引号，如下方代码所示。 

var a = "hello world! 

刷新页面看到报一处错误，意思为无效或意外的标记，如图 1-16 所示。 

 
�

此外，结构与样式出错也会出现在调试台。如果调试界面右上角有红叉，则需优先解决错

误。调试台可以动态输入命令来执行，但不会影响源代码，如图 1-17 所示。 

图 1-13 

控制台界面 

图 1-14 

加入调试信息输出 

图 1-15 

在控制台查看 

输出日志 

图 1-16 

在控制台查看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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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箭头表示输入的命令，左箭头表示返回的结果。学习使用 Console 调试台，对于常见错

误通常可以自行解决，方便调试解决问题。 

3．通过 Sources 来寻找文件资源以及进行断点调试 

Sources 是源代码界面，里面呈现的是源文件的代码，主要用途是对代码进行断点调试，

如图 1-18 所示。 

 
  

断点调试可以协助看出一些变量的数值变化，通过断点调试，可以分析变量被处理后是否

符合预期，进而除错。断点指在程序的某一行设置一个断点，调试时，程序运行到这一行就会

停住，然后可以一步步往下调试，调试过程中可以查看各个变量的当前值，如果出错，则调试

到出错的代码行即显示错误并停下。调试方法如下。 
① 设置断点：在程序代码编辑框（行号）双击，就成功设置了 1 个断点。 
② 开始调试：按 F5 键程序运行到断点之后，会停止在断点处，按 F10 键就会执行当前

程序行。 

4．通过 Network 来看懂网络请求的基本信息 

Network 网络面板将加载页面过程中发送的网络请求（包括加载资源）按照时间线的形式

呈现，能够看到请求状态、加载时间等，如图 1-19 所示。 

 

图 1-17

在控制台执行

JavaScript 代码

图 1-18

查看源文件

图 1-19

在控制台查看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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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查看界面中第 3 行类型的筛选，如图 1-20 所示。 

 
  

例如，XHR、Ajax 请求是开发过程中经常要调试的地方。在这些类型的下方有一个时间

段，用来标识某个请求是在什么时间发出去的，然后颜色段的粗细表示请求发出到返回数据所

花的时间。在时间段下有一个表，其中包括： 
  Name 表示请求的 Url 及参数构成名称。 
  Status 表示服务器返回来的状态。 
  Type 表示请求类型。 
  Initiator 表示发起者是谁。 
  Size 表示返回数据的大小。 
  Time 表示请求所花费的时间。 
  Waterfall 与上面的时间段类似，可以直观看出请求所花费的时间。 

下面简单看一个 Ajax 请求，如图 1-21 所示。 

 
 

从结构上看： 
  General 是一些请求的基本信息。 
  Response Headers 是响应头部分。 
  Request Headers 是请求头部分。 
  Query String Parameters 是请求主体部分。 

右边部分点到 Response，可以看到是响应过来的内容，如图 1-22 所示。 

 
 

 

图 1-20 

进行筛选请求 

类型 

图 1-21 

查看网络请求 

图 1-22 

查看请求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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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对调试的介绍和回顾，多应用、多了解工具对开发一定有帮助。 

 

1.3.3  知识点 3  模拟设备调试 

调试工具左上角设备模拟按钮如图 1-23 所示，单击后可以进行移动设备的模拟操作，实

际不是在移动设备上运行代码，而是在笔记本式计算机或桌面设备上模拟移动用户体验，包括

传感器、GPS 信息等都可以输入参数进行设置。 

 
  

当切换到移动端设备后，可以看到上方有多个方位选项。从左往右分别是设备列表、屏幕

尺寸、缩放比例、网络状态、屏幕方向，如图 1-24 所示。 

 
 

当单击设备列表的时候，可看到设备选择，如图 1-25 所示。 
开始调试应用，选中相应的设备后，则会自动进行对设备的模拟操作，从图 1-26（a）可

以看出该网页在 iPad 设备上的显示效果。当切换为 iPhone 6/7/8 Plus 设备后，看到的效果又与

iPad 效果不同，如图 1-26（b）所示。 
当选择 Responsive 后如图 1-26（c）所示，则可以拖动右方或下方的边框进行任意

缩放。 

图 1-23

打开设备模拟器

图 1-24

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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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知识点 4  响应式 UI 框架 Bootstrap 与 Foundation 

1．Bootstrap 

Bootstrap 是一款受欢迎的采用社区模式管理的前端组库，是以响应式布局与移动优先的

原则构建 Web 的 UI 框架。它是一个用于使用 HTML、CSS 和 JS 进行开发的开源工具包。广

图 1-25 

常用的模拟器列 

表可通过单击 Edit 

选项添加设备信 

息进行模拟 

图 1-26 

网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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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预构建组件以及基于 jQuery 构建的插件，能快速构建应用程序。Bootstrap 官网为

https://getbootstrap.com/。 
Bootstrap 的使用方法有多种，可选基于源代码构建。它是一款开源软件，通过下载源代

码进行自定义构建打包，如修改核心组件库、CSS 样式等。利用 npm 进行源代码安装。npm 是

一款 JavaScript 的依赖管理工具，需要安装 Node.js 才能运行，如图 1-27 所示。 

 
 

打开命令行工具，输入：npm install bootstrap。 
源代码构建有一定的上手难度，可以下载或使用线上官网提供的编译版本。在 Bootstrap

官网找到编译后的 CSS 和 JS 模块，单击 Download 按钮，如图 1-28 所示。 

 
 

解压缩文件得到分别包含 Bootstrap 核心的 CSS 和 JS 文件的目录。 
Bootstrap 依赖于 jQuery，因此要引入 jQuery。示例代码如图 1-29 所示。 

 
  

图 1-29

Bootstrap 基本使用

示例代码

图 1-28

通过直接下载的

方式下载 Bootstrap

图 1-27

通过 npm 安装

Bootstrap

 
                    

微课 1-2
构造响应式页面-

Bootstrap4 与
Foundatio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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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使用 Bootstrap 必须严格遵循引入顺序，应注意：Bootstrap CSS 文件=>jQuery 文件=>popper 插件=>Bootstrap JS 文件。此

顺序不可错乱，否则页面将会出现异常状态。 

2．Foundation 

Foundation 是 ZURB 公司出品的一款开源的响应式 UI 框架。Foundation 6 使用方式如下，

其核心思想与 Bootstrap 4 甚至大部分响应式 UI 框架类似。加载顺序都必须先加载 jQuery 库。

打开 Foundation 官网（https://foundation.zurb.com/），单击 Download Foundation 6 按钮。选择左

侧的 Complete 选项即可进行下载安装，安装过程这里不再赘述。框架加载文件方式如下。 
  Foundation 框架 CSS 样式。 
  jQuery 库。 
  what-input 库。 
  Foundation 框架 JavaScript 库。 

总体而言和 Bootstrap 4 没多大差别，示例代码如图 1-30 所示，对于入门开发者可快速完

成比较漂亮的页面构建。 

<!doctype html> 
<html class="no-js"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 
    <title>Foundation Starter Template</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foundation.css" /> 
  </head> 
  <body> 
    <h1>Hello, world!</h1> 
    <script src="js/vendor/jquery.js"></script> 
    <script src="js/vendor/what-input.js"></script> 
    <script src="js/vendor/foundation.min.js"></script> 
    <script> 
      $(document).foundation(); 
    </script> 
  </body> 
</html> 

�

1.3.5  知识点 5 “十二网格”布局 

响应式框架为了实现在不同分辨率下自动布局，常会提供一套响应式、移动设备优先的流

式网格系统，随着屏幕或视窗（Viewport）尺寸的增加，系统会自动分为 多 12 列。以 Bootstrap
为例，它为开发者提供了 12 列网格布局。Bootstrap 4 版本使用 Flex（弹性）布局而不是浮动。

Flex 的优势是，不指定宽度的网格列将自动设置为等宽与等高列，由浏览器自动计算大小进行

排布。 

图 1-30 

使用 Foundation 开发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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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列网格布局 

12 列基础布局把一行分成等比的 12 个单元格，可以让某些元素在不同的设备显示大小不

一，如图 1-31 所示。 

 
  

12 列基础布局是指 col-分辨率范围缩写-数量，其中分辨率范围如图 1-32 所示。 

 
 

例如，某一输入框在普通计算机上显示占该屏幕一半的分辨率（该计算机屏幕宽度等于或

大于 992 px），在手机设备上占该屏幕的一行（屏幕宽度等于或大于 576 px）。代码如图 1-33
所示。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sm-12 col-md-6">输入框代码</div> 
</div> 

 

上述代码 col-sm-12 只会在分辨率处于 576～768 px 中出现，该元素（占 12 列）会充满设

备整行，而 col-md-6 则不会生效。在分辨率 720～960 px 之间则 col-md-6 生效，使元素占屏幕

一半的尺寸，而 col-sm-12 则不生效。 
数量是指该单元格的数量，如果数量加起来超过 12，则超出的部分会自动换行。注意，

并不是用了 12 列就会换行，而是要在 sm、md 或 lg 的相同范围内，如图 1-34 所示。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sm-12 col-md-6">代码</div> 
  <div class="col-sm-12 col-md-6">代码</div> 
</div> 

  

这里代码在小屏幕范围里面分成了 2 行，因为在 sm 屏幕里面用了 12+12，每超出 12 则换一

行。而在 md 的屏幕尺寸里面则刚好满足 12 列，因为 6+6 刚好等于 12，这样就可以控制排版了。 

图 1-31

灵活布局示例

图 1-32

分辨率范围约定

图 1-33

跨列示例代码

图 1-34

占满 12 列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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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等宽度的布局 

如果想让一行的内容，平均分成若干部分。传统是获取屏幕的分辨率大小然后通过

JavaScript 动态计算出长度。Bootstrap 已经准备好了该功能。只需要在.row 中使用.col 行即可，

如图 1-35 所示。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1</div> 
  <div class="col">2 </div> 
  <div class="col">3</div> 
</div> 

  

上述代码中，每 row 行共 12 列，分 3 个 div，每个 div 平占 4 列，即 3×4 列=12 列，自动

帮助在任何设备上把一行平均分成 3 等份。 

3．偏移列 

当在某些场景下不需要用到 12 列布局那么多的时候，如想在第 3 列作为显示内容的开始

位置，这时就需要使用偏移列。使用 .offset* 类，可以将列向右平移，*用于指定平移的列数，

如图 1-36 所示。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md-4">占据 4 列</div> 
    <div class="col-md-4 offset-md-4">占据 4 列再向右移动 4 列</div> 
    </div> 
 </div> 

  

1.3.6  知识点 6  Flex（弹性）布局 

CSS 盒子模型指所有元素都可以是一个模型，包含外边距、边框、内边距、内容。当需要

使用元素水平居中往往只需要设置 margin: 0 auto。而垂直居中则需要计算窗

口高度或者网页整体高度，如果需要使元素平均间隔排布、按左对齐、按右

对齐、按上对齐、按下对齐，则需要相关 JavaScript 代码进行实现。 
2009 年 W3C 提出了 Flex（弹性）布局，可以简便、快速、响应式地

实现各种布局。Flex 布局的出现为盒子模型提供 大的灵活度，实现起来

并不需要复杂的 JavaScript 代码，只需要几行 CSS 代码即可实现复杂的功

能排布。在弹性布局中，子元素可以在水平或者垂直的方向上任意排列，

也可以自由伸缩，既可以自动增加间距铺满未使用的空间，也可以收缩避免超出父元素的

尺寸。 

1．基本概念 

首先来看一个例子，如果需要将 3 个元素在同一行以相同的间距平铺出来，也就是左右对

齐，如图 1-37 所示。 

图 1-35 

自动均匀分布示例代码 

图 1-36 

偏移列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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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使用了 Flex 布局，对比传统的 position+float 相当于简单。只需要在父元素声明这个

Flex 布局，以及其子元素的排布方式即可。需要注意的是，设为 Flex 布局以后，子元素的 float、
clear 和 vertical-align 属性将失效。 

2．容器属性 

Flex 容器默认存在两根轴：主轴（横轴）控制横向的 Flex 元素对齐，交叉轴（纵轴）控

制着纵向的 Flex 元素对齐。 
  其中主轴开始的位置（即与左边框接壤的位置，通常是左侧）叫作 main start，主轴结

束的位置（与右边框接壤的位置，通常是右侧）叫作 main end。 
  交叉轴开始的位置（通常与上边框接壤的位置）叫作 cross start。 
  交叉轴结束的位置（通常与下边框接壤的位置）叫作 cross end。 

Flex 元素默认沿着主轴对元素进行从左往右横向排列，如图 1-38 所示。 

 
 

为了更好地控制 Flex 元素，使用下列 Flex 容器的排布属性进行排布控制操作。 
  flex-direction 属性。 
  flex-wrap 属性。 
  flex-flow 属性。 
  justify-content 属性。 
  align-items 属性。 
  align-content 属性。 

图 1-37

CSS 样式（上）与

显示效果（下）

图 1-38

容器属性

 
                    

微课 1-3
构造响应式页面-

Flex 弹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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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lex-direction 属性 
flex-direction 属性决定元素的排布方向，操作主轴的起始线，它一共有 4 个属性决定主轴

开始位置，分别是左、右、上或下。示例代码如图 1-39 所示。 

 <style> 
        .box { 
            background-color: #66ccff; 
            display: flex;            
            display: -webkit-flex;  /*webkit 内核*/ 
            /* 可选值  
            row (从左往右)             row-reverse （从右往左）  
            column （从上往下）  column-reverse （从下往上）  */ 
            flex-direction: row 
        } 
    </style> 

  

结合图 1-39 所示代码，读者可以体会 flex-direction 属性决定主轴的方向（项目的排列方向）。 
  当 flex-direction 值为 row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呈现从左往右排布（主轴方向为水平

方向，起点在左边），如图 1-40（a）所示。 
  当 flex-direction 值为 row-reverse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呈现从右往左排布（主轴方向

为水平方向，起点在右边），如图 1-40（b）所示。 

 
 

① 当 flex-direction 值为 cloumn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呈现从上往下排布（主轴方向为

垂直方向，起点在上边），如图 1-41（a）所示。 
② 当 flex-direction 值为 row-reverse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呈现从下往上排布（主轴方向

为垂直方向，起点在下边），如图 1-41（b）所示。 

 

图 1-39 

flex-direction 属性示例代码 

图 1-40 

横向布局效果 

图 1-41 

纵向布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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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lex-wrap 属性 
Flex 布局容器默认会把容器内的项目沿着一个方向排列，并且不会自动换行。这样会将容

器内的项目进行缩放排布，修改其尺寸，也可以指定其自动换行并且释放出余下的空间。

flex-wrap 属性进行控制项目的换行方式，它有 3 个可选的值，如图 1-42 所示。 

        <style> 
        .box { 
            background-color: #66ccff; 
            display: flex;             
            display: -webkit-flex; /*webkit 内核*/ 
            flex-direction: row; 
            /*  flex-wrap 可选的 3 个值 
            nowrap（不换行，默认值），   wrap（换行，开始在左上方） 
            wrap-reverse （换行，开始在左下方）             */ 
            flex-wrap: nowrap; 
        } 
    </style> 

 

对应代码的效果如图 1-43 所示。当 flex-warp 值为 nowrap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不会进

行换行处理，但是会将元素进行缩放，如图 1-43（a）所示。当 flex-warp 值为 wrap 时，项目

在 Flex 容器中会进行换行处理，元素将会在第一行开始显示，如图 1-43（b）所示。当 flex-warp
值为 wrap-reverse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会进行换行处理，元素将会在 后一行开始显示，

后一个元素会显示在第一行，如图 1-43（c）所示。 

 

图 1-43

flex-warp 值中可选的

3 个值在项目 Flex 容器

所发生的变化

图 1-42

flex-wrap 属性 CSS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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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lex-flow 属性 
flex-flow 是将 flex-direction 属性和 flex-wrap 属性组合起来的一种写法，它的内容是

flex-direction 和 flex-wrap 的一种缩写，取值范围与 flex-direction 和 flex-wrap 一致。示例代码如

图 1-44 所示。 

 <style> 
        .box { 
            background-color: #66ccff; 
            display: flex;             
            display: -webkit-flex; /*webkit 内核*/ 
            flex-flow: row nowrap; 
        } 
    </style> 

  

（4）justify-content 属性 
内容对齐（justify-content）属性应用在弹性容器上，把弹性项沿着弹性容器的主轴线（main 

axis）对齐，示例代码如图 1-45 所示。 

     <style> 
        .box { 
            background-color: #66ccff; 
            display: flex;             
            display: -webkit-flex; /*webkit 内核*/ 
            flex-direction: row; 
            /*  定义项目在主轴上的对齐方式 
          flex-start 左对齐，flex-end 右对齐，center 居中对齐， 
          space-between 两端对齐，项目之间的间隔都相等， 
          space-around 每个项目的左右空间相等   */ 
          justify-content: flex-start; 
        } 
   </style> 

�

justify-content 属性定义了项目在主轴上的对齐方式，效果如图 1-46 所示。 
  当 justify-content 值为 flex-start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着主轴进行左对齐，

如图 1-46（a）所示。 
  当 justify-content 值为 flex-end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着主轴进行右对齐，

如图 1-46（b）所示。 
  当 flex-direction 值为 row-reverse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呈现从右往左排布（主轴方向

为水平方向，起点在右边），这个是从主轴的开始位置进行排布，与 justify-content 值为

flex-end 时的居右对齐是不一样的概念，如图 1-46（c）所示。 
  当 justify-content 值为 center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着主轴的中间位置进行

居中排布，项目最左边和最右边留着相同的距离，如图 1-46（d）所示。 
  当 justify-content 值为 space-between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着主轴进行左右

对齐，最左边和最右边的元素会与主轴开始与结束位置接壤，如图 1-46（e）所示。 
  当 justify-content 值为 space-between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着主轴每个项目

的左右空间相等进行排布，项目左右的间距相等，如图 1-46（f）所示。 

图 1-44 

flex-flow 示例代码 

图 1-45 

justify-content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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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lign-items 属性 
align-items 属性定义项目在交叉轴上如何对齐，即与主轴互相垂直。当主轴横向的时候，

那么交叉轴上垂直。项目对齐属性共有以下 5 个值可供选择，如图 1-47 所示。 
  flex-start（上方对齐）。 
  flex-end（下方对齐）。 
  center（居中对齐）。 
  baseline（与文字开始第一行对齐）。 
  stretch (默认值，如项目未设置高度或设为 auto)。 

        <style> 
        .box { 
            background-color: #66ccff; 
            display: flex;             
            display: -webkit-flex; /*webkit 内核*/ 
            flex-direction: row; 
            /* 定义项目在交叉轴上的对齐方式 
flex-start：上方对齐，flex-end：下方对齐，center：居中对齐，baseline：项目的第一行文字的基线对齐。Stretch：
如果项目未设置高度或设为 auto，将占满整个容器的高度。（默认值）  */ 
            align-items:  flex-start 
        } 
    </style> 

图 1-46

justify-content 属性中

定义项目在主轴上的对齐

方式效果

图 1-47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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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易于理解盒子，会设定为不一样的高度方便显示 终效果，如图 1-48 所示。 

<body> 
    <div class="box"> 
    <div class="debug">1</div> 
    <div class="debug">2</div> 
  <div class="debug3">3</div> 
  <div class="debug4">4</div> 
    </div> 
</body> 

.debug { 
    border-style: solid; 
    margin: 4px; 
    width: 100px; 
    height: 100px; 
    background-color: #ffaf4a; } 
.debug3 { 
    border-style: solid; 
    margin: 4px; 
    width: 100px; 
    height: 200px; 
    background-color: #ffaf4a; } 
.debug4 { 
    border-style: solid; 
    margin: 4px; 
    width: 100px; 
    height: 300px; 
    background-color: #ffaf4a; } 

                              (a)  HTML 代码            (b) 设置盒子为不同高度 CSS 样式 

  

① 当 align-items 值为 flex-start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着交叉轴开始的位置对

齐。一般而言，交叉轴开始的位置是上方，如图 1-49（a）所示。 
② 当 align-items 值为 flex-end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着交叉轴结束的位置对

齐。一般而言，交叉轴开始的位置是下方，如图 1-49（b）所示。 
③ 当 align-items 值为 center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着交叉轴中部的位置对齐，

如图 1-49（c）所示。 

 
 

④ 当 align-items 值为 baseline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第一行文字的开始位置

的水平线位置对齐，示例代码如图 1-50 所示，效果如图 1-51 所示。 

.box { 
            background-color: #66ccff; 
            display: flex; 
            display: -webkit-flex; /*webkit 内核*/ 
            align-items: baseline;    } 
        .debug { 
            border-style: solid; 

图 1-48 

两种代码 

图 1-49 

align-items 的 

3 种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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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4px; 
            width: 100px; 
            /* 在这里取消了盒子的高度 */ 
            background-color: #ffaf4a;   } 
<div class="box"> 
       <div class="debug" style="height: 30px;line-height: 30px;">1</div> 
        <div class="debug" style="height: 40px;line-height: 40px;">2</div> 
        <div class="debug" style="height: 50px;line-height: 50px;">3</div> 
        <div class="debug" style="height: 60px;line-height: 60px;">4</div> 
    </div> 

  

 
 

⑤ 当 align-items 值为 stretch 时，项目在 Flex 容器中的内容会按着交叉轴结束的位置对齐。

一般而言，交叉轴开始的位置是下方，如图 1-52 所示。 

<style> 
        .box { 
            height: 300px; 
            background-color: #66ccff; 
            display: flex; 
            display: -webkit-flex; /*webkit 内核*/            
            align-items: stretch;     } 
        .debug { 
            border-style: solid; 
            margin: 4px; 
            width: 100px; 
            /* 在这里取消了盒子的高度 */ 
            background-color: #ffaf4a; 
        } 
    </style>�

<div class="box"> 
        <div class="debug">1</div> 
        <div class="debug">2</div> 
        <div class="debug">3</div> 
        <div class="debug">4</div> 
    </div>�

 

（6）align-content 属性 
align-content 属性只适用于多行的 Flex 容器，即项目在容器内换行时才出现 align-content

的属性生效。而 align-items 属性是不管是对单行还是多行都有效果，如果超出容器宽度会自动

进行缩放。开发中常用的是 align-items，这里不占用过多篇幅对 align-content 进行介绍，读者

可以查阅相关手册进行练习。 

图 1-52

当 align-items 值为

stretch 时的示例代

码和效果

图 1-51

当 align-items 值为

baseline 时效果

图 1-50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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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的属性 

对于 flex 容器里的元素，一共有 6 个 CSS 属性可供选择使用，分别是：order、flex-grow、

flex-shrink、flex-basis、flex、align-self。 
order 属性规定了 Flex 容器里项目排列的顺序，项目将会按着 order 值从小到大进行排布，

默认值是 0，可以取负数，示例代码如图 1-53 所示。 

 <style> 
        .box { 
       background-color: #66ccff; 
         display: flex;             
         display: -webkit-flex; /*webkit 内核*/ 
         flex-flow: row wrap; 
         height: 300px; 
        } 
    </style> 

<div class="box"> 
        <div class="debug">1</div> 
        <div class="debug">2</div> 
        <div class="debug" 
          style="order: 5">3</div> 
        <div class="debug">4</div> 
    </div> 

                       (a) order 属性 CSS 代码                      (b) 项目代码 

  

在这第 3 个 div 上面使用了 order 属性，设置它的值为 5，那么其他项目的值默认是 0，第

3 个 div 则会排在 后一个位置。因为 5 比 0 大，所以该盒子（编号为 3）会位于 后一个位置，

如图 1-54 所示。 

 
 

1.4  任务实施 

按项目要求采用 Bootstrap 4 编写一个网站的新闻详情页面，效果如图 1-55 所示。 

 

图 1-53 

示例代码 

图 1-54 

按 order 属性排序 

图 1-55 

新闻网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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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实现 

新建项目文件夹 CODE1 如图 1-56 所示，存放 Bootstrap 4 默认类库，本次使用 Bootstrap 4
直接下载的方式来获取框架文件。 

 
 

在 index.html 文件输入 Bootstrap 4 框架的基本内容，包含样式的引用，JS 代码的引用，

如图 1-57 所示。 

<!doctype html> 
<html lang="cn"> 
<head> 
    <!-- Required meta tags -->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shrink-to-fit=no">
    <!-- Bootstrap CSS -->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bootstrap.min.css"> 
    <title>我校举行 2019 届毕业典礼</title> 
</head> 
<body> 
    <!-- Optional JavaScript --> 
    <!-- jQuery first, then Popper.js, then Bootstrap JS --> 
    <script src="./js/jquery-3.1.1.js"></script> 
    <script src="./js/popper.min.js"></script> 
    <script src="./js/bootstrap.min.js"></script> 
</body> 
</html> 

  

Bootstrap 4 的基本目录结构中引入 Bootstrap 4 框架的顺序如下。 
  Bootstrap 4 CSS 样式。 
  jQuery 库。 
  popper 库。 
  Bootstrap 4 JavaScript 库。 

从图 1-58 可以看出经典的设计方式：上方是导航栏与标题，下方左侧是一个正文内容，

右侧是菜单栏。页面从上往下由一个居中的容器包裹着，以一个 12 列布局划分开，左侧正文 9
列，右侧 3 列，那么加起来是 9+3=12 列。使用 Bootstrap 自动处理大小。 

在 index.html 中加入代码展示一条蓝色的导航栏。在导航栏内部的 外层 div 加上类

container，这个 div 则会成为一个容器，会自动加上居中和 大宽度效果，以适应在屏幕较大

设备传统的网页布局效果，如图 1-59 所示。 

图 1-57

示例代码

图 1-56

项目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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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 class="navbar navbar-expand-lg   navbar-dark bg-primary "> 
 <div class="container"> 
 <a class="navbar-brand" href="#">深信新闻网</a> 
 <button class="navbar-toggler" type="button" data-toggle="collapse" data-target="#navbarNavAltMarkup" aria-controls= 
"navbarNavAltMarkup" aria-expanded="false" aria-label="Toggle navigation"> 
 <span class="navbar-toggler-icon"></span> 
  </button> 
  <div class="collapse navbar-collapse" id="navbarNavAltMarkup"> 
     <div class="navbar-nav"> 
      <a class="nav-item nav-link " href="#"> 
       首页 <span class="sr-only">(current)</span></a> 
      <a class="nav-item nav-link" href="#">新闻列表</a> 
      <a class="nav-item nav-link" href="#">关于我们</a> 
         </div> 
      </div> 
    </div> 
  </nav>�
 

导航栏下方使用一个 div 加上 container 类，实现居中与 大宽度。正文与右侧菜单栏使用

div 加上 row 来声明父容器，左侧正文内容使用 col-sm-9 类，右侧使用 col-sm-3 类，对 1 行 12
列进行划分。注意 col 需要与 row 类搭配使用，如图 1-60 所示。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row"> 
       <!—此处使用了大于小屏幕时候占据 9 列—> 
    <div class="col-sm-9"> 

图 1-58 

示例页面分析 

图 1-59 

导航栏示例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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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内容 
      </div> 
      <!—此处使用了大于小屏幕时候占据 3 列—> 
      <div class="col-sm-3> 
       菜单栏内容 
       </div> 
  </div> 
 </div>�

� �

完成基础的网页布局后，按设计要求填充内容，可参考的代码如图 1-61 所示。至此，一

个响应式页面开发完毕。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blog-header mt-2"> 
    <h1 class="blog-title">我校举行 2019 届毕业典礼</h1> 
    <p class="lead blog-description">2019 年 7 月 08 日<a href="#"> 学生处</a></p> 
     <hr> 
   </div>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sm-9 blog-main"> 
     <div class="blog-post"> 
     <p>7 月 3 日下午，文字省略…… </p> 
     </div> 
 <nav> 
   <ul class="pager"> 
   <li><a href="#">上一篇</a></li> 
   <li><a href="#">下一篇</a></li> 
   </ul> 
</nav> 
    </div> 
     <div class="col-sm-3 col-sm-offset-1 blog-sidebar"> 
     <div class="sidebar-module sidebar-module-inset"> 
     <h4>关于</h4> 
     <p>深信新闻网文字省略…… 。</p> 
 </div> 
  <div class="sidebar-module"> 
     <h4>历史新闻</h4> 
     <ol class="list-unstyled"> 
     <li><a href="#">2019 年 8 月</a></li> 
   </ol> 
   </div> 
   <div class="sidebar-module"> 
   <h4>其他链接</h4>   
   <ol class="list-unstyled"> 
   <li><a href="#">学校官网</a></li> 
   </ol> 
   </div> 
  </div> 

图 1-60

设定基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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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row --> 
  </div><!-- /.container --> 
 <footer class="jumbotron text-center" style="margin-bottom:0"> 
  <p>深信新闻网版权所有.</p> 
  <p> 
  <a href="#">返回顶部</a> 
 </p> 
 </footer>�

  

1.5  单元小结 

响应式布局可为不同的终端用户提供舒适的界面和更好的体验，而且随着目前大屏幕移动

设备的普及，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本章讲解了响应式页面布局的原理，常用的网页响应式

UI 框架 Bootstrap。利用框架提供的 CSS 类与组件可以降低开发成本和时间，缩减人力成本，

使得编写一套代码在多个平台上面无缝切换。 
代码地址：https://gitee.com/sziit-softwareschool/responsive_page。 

1.6  单元练习 

请尝试使用 Foundation UI 框架，将本章节的新闻网站进行改写替换掉 Bootstrap 框架。 

�

�

 
 

图 1-61 

参考的页面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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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ut a finger on the right spot. 

 问题要找在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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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例描述 

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弹出来的音乐悦耳动听。但钢琴同时也是一种很昂贵的乐器，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购买，而且钢琴本身体积大，不方便携带。本单元通过使用

JavaScript 注册监听事件以及事件处理，达到改变钢琴的部分 CSS 样式和播放对应的声音来

实现发音，从而实现弹奏者通过键盘或者鼠标来弹奏钢琴。 

2.2  任务陈述 

具体学习任务见表 2-1。 

表 2-1  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掌握 JavaScript 事件源及事件处理 

  能够根据项目需求进行逻辑设计，并将多个键的类似事件通过封装函数循环注册 

  了解键盘上每个按键对应的 KeyCode 
一、达成目标 

  使用 Base64 编码播放声音，并了解 Gzip 压缩算法 

  掌握 JavaScript 事件源、事件处理机制的原理，在 Chrome 中跟踪显示过程 

  理解参数传递以及条件判断的方法，在 Chrome 浏览器调试 JavaScript 代码 

  录制用户弹奏的音乐，并播放出来 

  使用箭头函数在定时器进行代码的操作 

二、学习任务 

  使用面向对象的方式进行 JavaScript 相关程序设计，并不断通过项目实践 

  箭头函数：https://getbootstrap.com/ 

  定时器 setTimeout 官网：https://foundation.zurb.com/ 三、参考资源 

  MDN Web 文档：https://developer.mozilla.org/ 

四、困惑与建议 
将遇到的难点和不清晰的地方通过截屏等方式记录，首先尝试小组研讨解决问题，然后准备与

教师面对面讨论问题 

五、学习回顾 
 （难度星级） 

  动态绑定事件与触发     ☆☆ 
  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     ☆☆☆ 
  使用定时器实现录制与播放    ☆☆☆☆ 

2.3  知识准备 

设计一个网页钢琴，这个钢琴由若干琴键组成，琴键分为白键和黑键。弹奏者通过使用鼠

标或者敲击键盘来弹奏音乐。弹奏者弹奏钢琴时，琴键外观有类似被按压的效果，同时发出对

应的声音。通过前文介绍，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需求。 
① 由若干琴键组成一个钢琴面板。 
② 注册鼠标、键盘的按击和松开事件。 
③ 注册手机的触摸与触摸结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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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通过 JS 判断事件源，找到对应的琴键添加和清除样式，并播放相应的声音。 
⑤ 实现对弹奏声音的记录及播放。 

2.3.1  知识点 1  注册触发事件 

1．注册鼠标事件 

鼠标触发事件有许多，如鼠标点击、滑过、离开、按下、松开等。这里用到鼠标按下和鼠

标松开事件。首先，获得琴键的 id，接着对它注册事件，例如有一个 div 块代码为

<div id=myid"></div>，给它注册鼠标按下事件和鼠标松开事件，代码如图 2-1 所示。 

let aDiv=document. querySelector ("#myid"); //获得 div 对象 
aDiv.addEventListener("mousedown",()=>{}); //注册鼠标按下事件 
aDiv.addEventListener("mouseup", ()=>{}); //注册鼠标松开事件 

 

addEventListener(event,function,UseCapture)各个参数代表的含义见表 2-2。 

表 2-2  addEventListener 参数 

参数 描述 
event 必需。字符串，指定事件名称 

function 必需。指定事件触发时执行的函数 
UseCapture 可选。布尔值，指定事件是否在捕获或冒泡阶段执行（ture：捕获阶段） 

2．注册键盘事件 

onkeydown 事件会在用户按下一个键盘按键时发生，代码如图 2-2 所示。 

window.keydown= (event) => {}； 

 

3．循环注册鼠标事件 

上面已经提到如何注册鼠标事件，但是这里总共有 15 个键，一步一步写下来，代码量太

多，可以使用循环来注册鼠标事件，通常会犯一个错误，以下用例子来说明，如图 2-3 所示。 

<body>  
    <div name="ac">我是第一个</div> 
    <div name="ac">我是第二个</div> 
    <div name="ac">我是第三个</div> 
    <div name="ac">我是第四个</div>  
<script> 
    var aDivs = document.getElementsByName("ac");//获取多个 div 集合   
    for(var i=0; i<aDivs.length; i++){   
      aDivs[i].addEventListener("mousedown",function(){ //注册鼠标单击事件 
    alert(i); 
  })         } 
</script> 
</body> 

图 2-3

循环注册鼠标事件

图 2-2

键盘按键事件

图 2-1

注册鼠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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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此代码后，可以发现，不管单击哪块 div，都是弹出 4，假如单击了第 2 个 div 块，效

果如图 2-4 所示。 

 
  

跟预期效果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为了更好地理解该过程，给出流程如图 2-5 所示。 

 
 

循环中的每一步都跟预期的一样，将弹出对应的值，每个值都不同，随 i 的变化而变化。

而 for 循环会在瞬间完成所有的循环，i 累加到了 4，当单击后执行 alert(i)就等价于 alert(4)，于

是，不管单击哪块 div，都是弹出 4。代码如图 2-6 所示。 

<script> 
var aDivs = document.getElementsByName('ac');//获取多个 id 名为white 的集合   
for(var i=0; i<aDivs.length; i++){   
      add(i);  //调用 add(参数)函数  }   
function add(i){       
    aDivs[i].addEventListener('mousedown',function(){  //注册鼠标单击事件 
    alert(i); 
        });  } 
</script> 

 

达到循环注册事件的效果，单击不同的 div 块，弹出不同的值，原理很简单，每次调用 add(i)
函数时，参数 i 都是不同的，以至于循环结束后，单击不同的 div 块时，对应的 alert(i)中引用

的 i 都是不同的，所以弹出的数值就不相同。事件触发后，CSS 样式的改变以及播放对应的声

音都可以交给事件处理来做。具体代码如图 2-7 所示。 

let keyArray =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key"); 
let length = keyArray.length; 
for (let i = 0; i < length; i++) { 
             let keyId = "#key" + i; 
             let key = document.querySelector(keyId); //获取按键对象 
             if (key) { 
                    this.initKeyEvent(key); // 初始化按键并且绑定事件 
                }            } 

 

图 2-4 

效果图 

图 2-5 

流程图 

图 2-6 

循环后弹出值相同 

图 2-7 

循环绑定按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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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知识点 2  使用 Base64 编码播放声音 

当用户用鼠标单击，或者敲击绑定了事件的键时，网页播放相应的声音，该如何实现呢？

可能许多人都会用导入声音文件的方式来实现，这里涉及 JS 操作安全性的问题，不建议使用。

使用 Base64 编码声音文件，然后以这些编码来播放声音，这种做法有很多好处。本项目没有

后台服务器的内容，所以只把音频文件的编码内容写在 JavaScript 脚本代码中。 
接下来围绕以下思路来优化此项目，如图 2-8 所示。 

 
 

1．读取本地文件带来的安全性问题 

浏览器直接读取本地文件会带来许多安全隐患，数据容易流失。试想，本地文件可以被随

意访问，那么木马想侵入计算机就不是难事了，并且会有不兼容的问题。出于安全考虑，浏览

器自身的安全沙箱机制，会限制浏览器脚本去操作本地文件系统，尽管现在许多浏览器都已经

逐步开放文件 API，但还存在一些安全上的限制。 

2．使用 Base64 编码 

公钥证书、电子邮件数据经常要用到 Base64 编码，这是为什么呢？在计算机中任何数据

都是按 ASCII 码存储的，而 ASCII 码的 128~255 的值是不可见字符，在网络上交换数据时，如

从 A 地传到 B 地，往往要经过多个路由设备，由于不同的设备对字符的处理方式有一些不同，

以至于那些不可见字符就有可能被错误处理，这不利于传输。所以就先用 Base64 编码对数据

进行编码，变成可见字符，这样出错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那么 Base64 到底是怎样编码的呢？简单来说，任何一个数据无非可以看作一个比特流，

如 01000100010011101100111010111100011001010……，取 6 比特为一组，计算它的 ASCII 码

值，得到一个字符，这个字符肯定是可见字符，然后把这个字符记录下来，再取 6 比特计算

ASCII 码值，如此下去，直到最后，就完成了编码。 
Base64 编码的方法有多种，可以自己编写一段用 Base64 编码的代码，也可以利用转换器

进行编码，把需要编码的文件放入后即可得到对应的字符流。以下代码打开后是一个网页，单

击按钮导入需要编码的文件，即可在控制台看到对应的字符流，复制使用即可，如图 2-9 所示。 

<input type="file" id="fileInput">  
<!-- 导入文件 --> 
        <script> 
            var fileInput = document.querySelector('#fileInput'); 
            fileInput.onchange = function () { 
            var file = this.files[0]; 
            var reader = new FileReader(); 
            reader.readAsDataURL(file);  //转换为 Base64 编码 
            reader.onload = function () { 
            console.log(reader.result);  //在控制台输出 Base64 编码
                }; 
            }; 
        </script> 

图 2-9

上传文件修改并且转换为

Base64 编码

图 2-8

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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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知识点 3  Gzip 压缩 

一般来说，浏览器向服务器请求文件的时候，请求的是文件的压缩包。一个成形的网页中，

所包含的文件很多，如音频、图片、HTML、CSS、JS 文件等。所以，为了节省流量，提高网

页流畅性，可以使用压缩技术，把一些很大的文件压缩后发送给浏览器，浏览器接收到后再解

压（还原）呈现给用户。以下将详细讲述压缩请求文件。 
在了解如何使用 Gzip 压缩之前，先看一下此单元项目的结构在未压缩和压缩后的文件大

小比较，如图 2-10 和如图 2-11 所示。 

    
  

从这两张图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Size 的值有很大的差别，JS 文件压缩前为 286 KB，压

缩后为 153 KB，差不多是减少了一半的文件大小，这还只是一个网页钢琴的 JS 文件，试想，

当开发一个大型网页时，这种大幅的压缩文件大小不仅可以提高网页的流畅性，而且对服务器

性能的要求也会降低，可以节省很多经费。下面介绍如何使用 Gzip 压缩。 
打开控制面板，进入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管理器选

项，或者通过打开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中的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在弹出的界

面中找到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目录，将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夹都选中，接着单击“确定”

按钮，重新执行上述操作，即可发现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管理器选项，此时界面如

图 2-12 所示。 

 
  

在中部有个“压缩”选项卡，双击进入，选中“启用动态内容压缩”和“启动静态内容压

缩”复选框，然后应用，如图 2-13 所示。 

 

图 2-11 

压缩后文件大小 

图 2-10 

压缩前文件大小      

图 2-12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界面 

图 2-13 

设置压缩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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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把网页文件放到 wwwroot 目录下，通过浏览器输入自己计算机的 IP 地址，进入该网

页，然后使用开发者调试工具中的 Network 查看文件的大小（比未压缩时小了很多），单击文

件即可看到，如图 2-14 所示。 

 
 

Headers 中有 Content-Encoding:gzip，说明已经使用了 Gzip 压缩。 
这里解释一下静态压缩和动态压缩的区别。 
IIS7 中的 HTTP 压缩分为静态压缩和动态压缩，这两个词反映了 IIS 的压缩行为。对于配

置在 staticTypes 标签中的 mime 类型，将使用静态压缩（当文件第一次被请求的时候，IIS 会将

其压缩，然后放入临时文件夹中，下次再请求此文件时直接从临时文件夹取出而不需要重新压

缩），配置在 dynamicTypes 标签中的 mime 类型，将使用动态压缩（每一次请求，服务器都会

对请求的文件进行压缩，不会将其放入临时文件夹中）。所以，静态压缩会占用一定的存储空

间，但是速度快，而动态压缩不占用存储空间，但会占用 CUP 时间。 
可以到 C:\Windows\System32\inetsrv\Config 目录下打开 applicationHost.config 文件，找到

此块内容，代码如图 2-15 所示。 

<httpCompression directory="%SystemDrive%\inetpub\temp\IIS Temporary Compressed Files" minFileSizeFor- 
Comp="2400"> 
            <scheme name="gzip" dll="%Windir%\system32\inetsrv\gzip.dll" /> 
            <staticTypes> 
                <add mimeType="text/*"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message/*"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application/javascript"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application/atom+xml"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application/xaml+xml"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image/svg+xml"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 enabled="true" /> 
            </staticTypes> 
            <dynamicTypes> 
                <add mimeType="text/*"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message/*"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application/x-javascript"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application/javascript" enabled="true" /> 
                <add mimeType="*/*" enabled="false" /> 
            </dynamicTypes> 
        </httpCompression> 

图 2-15

application-

Host.config 文件

图 2-14

压缩后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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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静态压缩和动态压缩，只需把所需要修改的内容挪到对应的块即可。 
在学会使用 Gzip 压缩后，需要了解 Gzip 压缩算法。Gzip 对于要压缩的文件，首先使用

Lz77 算法进行压缩，对得到的结果再使用 Huffman 编码的方式进行压缩。可以搜索相关资料

进行更深入地了解。 
压缩率对于不同的压缩算法而言有一定的差异，对于同一种压缩算法（如 Gzip）压缩不

同文件时，压缩率也不是固定的。压缩程度的大小主要由被压缩数据中的数据冗余量来决定，

其次才由压缩算法决定。 
例如，BMP 格式图片的压缩率可超过 90%，因为 BMP 格式图片采用位映射存储格式，

除了图像深度可选以外，不采用其他任何压缩，因此，BMP 格式图片所占的空间大，数据冗

余也就更大，而 JPG、GIF 等格式图片（本身已被压缩过），压缩率则很小，甚至出现负数。 

2.4  任务实施 

本项目用到 HTML、CSS、JS 以及事先准备好的图片存放的目录结构如图 2-16 所示。 

 
  

2.4.1  任务 1  样式与结构 

1．HTML 

一个钢琴网页的设计分为两部分，即琴键部分和说明部分，如图 2-17 所示。 
编写一个 div 块用来存放钢琴面板和按钮，代码如图 2-18 所示。 

<div class="container" id="container"> 
<div class="key_all"> 
<!—存放琴键部分—> 
</div> 
<div class="instructions"> 
<!—存放说明部分—> 
</div> 
<div> 

 
<div class="key_all"></div> 
<div class="instructions"></div> 

 

钢琴面板由黑白琴键组成，这里用相似图片来充当，为了后续更好地定位和区分，给每个

黑白琴键套一个 div 块，并且给它们设置两个类名以及一个 id 名，代码如图 2-19 所示。 

<div id="key0" class="key whiteKey"></div> 
<div name=key" class=keyblack></div> 

图 2-16 

项目目录 

图 2-17 

网页整体布局 

图 2-19 

琴键类名 

图 2-18 

钢琴面板和按钮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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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中的每块 div 不管是黑键还是白键，都属于琴键，于是给它们设置一个类名为 key，

以便后续统一控制。container 的上部分和下部分可根据具体设计放置一些内容。全部代码如

图 2-20 所示。 

<div class="container" id="container"> 
        <h1>钢琴：使用鼠标左键或者键盘进行弹奏</h1> 
        <div class="key_all"> 
            <div id="key0" class="key whiteKey"></div> 
            <div id="key1" class="key whiteKey"></div> 
            <div id="key2" class="key whiteKey"></div> 
            <div id="key3" class="key whiteKey"></div> 
            <div id="key4" class="key whiteKey"></div> 
            <div id="key5" class="key whiteKey"></div> 
            <div id="key6" class="key whiteKey"></div> 
            <div id="key7" class="key whiteKey"></div> 
            <div id="key8" class="key blackKey"  style="left: 54px"></div> 
            <div id="key9" class="key blackKey"  style="left: 127px"></div> 
            <div id="key10" class="key blackKey" style="left: 200px"></div> 
            <div id="key11" class="key blackKey" style="left: 273px"></div> 
            <div id="key12" class="key blackKey" style="left: 347px"></div> 
        </div> 
        <div class="instructions"> 
            <h3>弹奏方法 
            <button id="record">录制</button> 
            <button id="playRecord">播放</button> 
            </h3> 
            <p>使用鼠标左键单击钢琴键，或者敲击键盘</p><br/><p>，支持浏览器：IE9 以上、Firefox10
以上、Chrome17 以上</p> 
        </div> 
    </div> 

2．CSS 

每一个琴键套了一个 div 块，都是块级元素。块级元素会独占一行，通过琴键共有的类名

key 让它们左浮动处在同一行。 
在每个琴键上，输入被绑定触发事件的键名，而图片就只能当作背景图片插入对应的 div

块，给定每个琴键 div 块的宽、高后，插入图片。这里会发现一个问题：除非每个琴键 div 块

的宽、高与所插入图片的宽、高相同，不然效果就有些奇怪。不要忘了，当在页面插入一张尺

寸较小的背景图片时，整个页面依然会是背景图片，因为背景图片会重复，所以会铺满整个页

面，这时就可以通过使用 background-position 规定图片从某个方向开始延伸（如 bottom 规定图

片从底部开始延伸）以及使用 background-repeat 的 4 个属性（见表 2-3）来控制。 

表 2-3  background-repeat 属性 

属性 描述 

repeat 背景图片将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重复 

repeat-x 背景图片将在水平方向重复 

repeat-y 背景图片将在垂直方向重复 

inherit 规定应该从父元素继承 background-repeat 属性的设置 

图 2-20

HTML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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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上的黑键是处于白键上方的，可以理解为覆盖，需要运用 position 定位来处理，黑键

div 块的 position 属性设置为 absolute（绝对定位），便可达到黑键居于白键的上方，类似效果如

图 2-22 中上部图所示。 
CSS 代码如图 2-21 所示，此时效果如图 2-22 中下部图所示。 

body{ 
    margin: 0 auto; 
    padding: 0;  } 
/* 大容器 */ 
.container{ 
    width: 584px; 
    border:1px solid #666; 
    margin: 0 auto;  } 
/* 容器的所有按钮 */ 
.container .key_all{ 
    margin: 0 auto; 
    padding: 0; 
    height: 420px; 
    position: relative; 
    background: #ccc;  } 
/* 所有按键 */ 
.key_all .key{ 
    float: left;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16px; 
    background-position: bottom left; 
    background-repeat: repeat-x;  } 
/* 白色按键 */ 
.key_all .whiteKey{ 
    width: 71px; 
    height: 360px; 
    color: #666666; 
    background-color: #eeeeee; 
    background-image: url("../img/key_back_white.png");
    border: 1px solid #999;  } 
/* 黑色按键 */ 
.key_all .blackKey{ 
    width: 36px; 
    height: 200px; 
    border: 1px solid #666; 
    background: #666 url("../img/key_back_black.png"); 
    position: absolute; 
    top: 0;  } 
/* 操作说明区 */ 
.instructions{ 
    font-size: 12px; 
    line-height: 18px; 
    padding-left: 20px;  } 

 

 
 

图 2-21 

CSS 代码    

图 2-22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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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任务 2  JS 部分 

1．录制并播放声音思路 

实现录制与播放用户弹奏钢琴声音的方式是不唯一的，那么是否可以像手机拍摄中的录音

功能一样，一旦启动，就录制周围的一切声音。这种方式也可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找相关

资料进行探究，但试想：当开始录制用户弹奏钢琴的声音时，除非周围环境是绝对安静的，这

里指的绝对安静包括弹奏者敲击键盘或者鼠标也是无声的，不然录制的声音就会有杂音。 
录制用户弹奏钢琴的声音，其实就是把用户弹奏的每个琴键记录下来，播放用户弹奏钢琴

的声音，也即把记录用户弹奏的琴键按顺序寻找对应的 Base64 编码播放声音。定义一个 boolean
值，再定义一个录音按钮，当用户单击录音按钮，把该 boolean 值改为 true，以此来判断用户

是否想要录音，再定义一个琴键数组，用来存放用户每一个弹奏的琴键，当用户单击了录音按

钮，接着按击了某个琴键时，就把这个琴键以某种命名方式追加到琴键数组后面。记录完用户

按击的琴键后，数组形式类似于这样： 

music=[{key:'按键号码'，time：'记录的时间'},{key: '按键号码'，time：'记录的时间'}]; 

对追加进数组的琴键命名方式有一定的讲究，命名最好与 Base64 编码判断的声音名相同，

这样，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代码来播放出对应的声音： 

//播放用户一个弹奏的声音 

audio.play(按键号码); 

至此，可能习惯性地会用 for 循环来把用户弹奏的所有琴键对应的声音播放出来，可是效

果会很奇怪，是一小阵刺耳的声音，比较杂乱，原因就是 for 循环很快，瞬间就执行完，即在

一瞬间把用户弹奏的所有声音都“爆”了出来，所有的声音夹杂在一起变成了杂音。什么是音

乐？通俗地讲，音乐是一段带有节奏的声音，而这么做，就完全没有节奏，所以需要改进。如

何改进呢？对音乐来说是节奏的事物，对程序员而言则是时间差的问题，如果可以把用户按击

每一个琴键的时间差计算出来，就得到了音乐的节奏，按顺序和按时间差来播放声音，就形成

了音乐，播放出来的音乐就完完全全是弹奏者的原奏了，所以需要引入 Date 这个对象，同样

的，创建一个存放时间的数组，在用户按击每一个琴键时，创建时间对象，并把该时间对象追

加到存放时间的数组，于是，播放每一个声音的时间可以通过按击该琴键时的时间减去按击第

一个琴键时的声音，所以，也要用到定时器。 

2．paino 对象 

由于本示例需要定义一些变量来判断各种情况，如需要用来存储当前是否处于录制模式的

状态以及开始录制的时间等，并且需要封装一些方法来进行相关的操作，在这里应用面向对象

的方式进行封装，把它们都存储在 piano 对象中，代码如图 2-23 所示。 
在 piano 对象中，定义了本示例所有会用到的变量以及方法，变量有 4 个，方法在下面操

作的时候用到再做相关定义，下面来介绍 4 个变量。 
  music：由于录制模式下需要记录用户在录制过程中录制了哪些声音，所以定义 music
来存储声音的数组。 

  record：判断当前是否处于录制模式，true 为录制模式，false 不是录制模式，默认值为

false。 

 
                    

微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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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播放器组件，播放声音需要通过该对象来操作播放声音。 
  startTime：记录开始录制声音时的时间，利用该时间可以计算出用户在过程中录制每个

声音的时间间隔。 

let paino = { 
      music: [],  // 声音数组 
    // 录制模式 
    record: false, 
    // 播放器组件 
    audio: new Audio(), 
    // 开始录制时间 
            startTime: 0,  
      //  初始化数据 
            init() { 
                  // ...} 
            // 各种方法的声明定义 
            // ... } 

  

3．根据浏览器类型初始化对应事件 

由于该示例可以通过手机浏览器或者计算机浏览器等访问，而手机与计算机的操作是有区

别的。例如，手机的按下跟松开事件是 touchstart 和 touchend，而计算机却是 onmousedown 和

onmouseup，并且如果是通过计算机访问，还要设置键盘事件来触发钢琴的播放，因此要先判

断浏览器类型再来做相应的时间绑定。 
（1）判断浏览器类型 
在 piano 对象中定义判断浏览器类型的方法 getTerminalType()，代码如图 2-24 所示。 

// 判断浏览器类型 
getTerminalType() { 
    // 获取浏览器信息并且转换为小写字母 
    let ua = navigator.userAgent.toLowerCase(); 
    // 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字符 
    if (ua.match(/MicroMessager/i) = = "micromessager") { 
        // 判断是微信 
        return "weixing"; 
    } else if (ua.match(/chrome\/([\d.]+)/) != null) { 
        // 判断是 chrome 浏览器 
        return "chrome"; 
    } else if (ua.match(/applewebkit\/([\d.]+)/) != null) { 
        // 判断是 ios 
        return "iphone" 
    } 
    return "null"; 
} 

 

代码解读：getTerminalType()用来判断浏览器类型，该方法先获取 Navigator 对象，该对

象包含有关浏览器的信息，Navigator 对象中的 userAgent 声明了浏览器用于 HTTP 请求的用

图 2-24 

判断浏览器类型的方法 

图 2-23 

piano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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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代理头的值，这里需要通过该值来判断浏览器类型。在示例中通过正则表达式来对该值做判

断，由于正则表达式的内容比较复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去学习，这里只需要知道结果即

可，在示例中就做出了 3 种判断，分别是 iPhone、微信、Chrome 浏览器，在示例中默认把 iPhone
当做手机访问，Chrome 当做计算机访问，更多类型判断需要自己课后去学习判断，为了代码

方便理解，这里就做了 3 种判断。 
（2）手机类型绑定事件 
首先需要在网页加载完毕后调用方法进行初始化操作，因此要定义 init()函数并在

window.onload 中调用它，代码如图 2-25 所示。 
而判断浏览器类型并绑定事件的 initEvent()方法需要定义在 init()中，如图 2-26 所示。 

 

window.onload = () => {//箭头函数 
    //调用初始化函数 
    paino.init() 
} 

 //  初始化数据 
init() { 
    this.initEvent(); 
} 

 

接下来定义 initEvent()来判断为手机并绑定事件，代码如图 2-27 所示。 

// 初始化事件 
initEvent() { 
    // 获取浏览器 
    let type = this.getTerminalType(); 
    let keyArray = keyArray = document.querySelectorAll(".key"); 
    let length = keyArray.length; 
    if (type = = "iphone") { 
        // 如果是 iPhone 手机，则添加手机类进行钢琴的旋转 
        document.querySelector("#container").classList.add('phonecontainer') 
        // 循环绑定按键 
        for (let t = 0; t < length; t++) { 
            let keyId2 = "#key" + t; 
            let key2 = document.querySelector(keyId2); 
            if (key2) { 
                this.initKeyEvent2(key2); 
            } 
        } 
    } else { 
        // 不是 iPhone 手机，默认为计算机访问，执行相关操作 
    }  }, 

  

代码解读：首先调用 getTerminalType()方法判断浏览器类型保存于 type 变量，然后获取所

有的琴键元素并获取其长度保存于 length 变量，如果 type 为 iphone，本示例为了简单，把 iphone
理解为是所有类型手机（实际上还需要做很多设备类型判断），如果在手机上浏览，则需要对

每个琴键绑定对应的触摸事件，所以用 for 循环来遍历所有琴键元素，在每次循环中，利用表

达式来获取对应琴键 id，用琴键 id 来获取对应的琴键元素，并把琴键元素作为参数调用

initKeyEvent2()方法注册触摸事件。 
接下来定义 initKeyEvent2()方法为琴键注册手机点击事件，代码如图 2-28 所示。 

图 2-25

init()函数

图 2-26

initEvent()方法

图 2-27

判断手机并绑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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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解读：该方法接收参数琴键元素 widget，并为该琴键注册触摸按下事件 touchstart 和

松开事件 touchend。 
在按下事件 touchstart 中，先根据琴键元素获取琴键编号，再改变琴键元素的背景颜色来

提示用户已经按下对应的琴键，然后把琴键编号作为参数调用 playSound()方法来发出相应的声

音，最后调用 addSound()方法判断是否处于录制模式，并判断是否需要记录该声音。playSound()
方法以及 addSound()在后面会讲到。 

在松开事件 touchend 中，按下事件时该琴键的颜色已经改变，所以在松开事件中只需要

把颜色改回来即可，由于琴键分为黑白 2 种，所以要根据琴键编号来变为黑白色。 

// 绑定手机触摸 
initKeyEvent2(widget) { 
        // 手机上绑定触摸开始事件 
        widget.addEventListener("touchstart", () => { 
        let keyNumber = widget.id.replace('key', ''); 
        widget.style.backgroundColor = "#9cf"; 
        piano.playSound(keyNumber); 
        // 添加到记录 
        this.addSound(keyNumber); 
    }, false); 
    // 手机上绑定触摸结束事件 
        widget.addEventListener("touchend", () => { 
        let keyNumber = widget.id.replace('key', ''); 
        if (keyNumber < 8) { 
            widget.style.backgroundColor = '#eee'; 
        } else { 
            widget.style.backgroundColor = '#666'; 
        } 
    }); }, 

  

（3）计算机类型绑定事件 
代码解读： 
本示例为了简化，把除了 iphone 以外的类型理解为在计算机上浏览（实际上还需要做很

多设备类型判断），在计算机浏览，也就是手机判断的 if 条件为 false 触发 else 时，需要对每

个琴键绑定对应的鼠标事件，所以用 for 循环来遍历所有的琴键元素，在每次循环中，利用表

达式来获取对应琴键 id，用琴键 id 来获取对应的琴键元素，并把琴键元素作为参数调用

initKeyEvent()方法注册鼠标事件。 
在计算机上浏览还需要注册键盘事件，通过敲键盘也能操作琴键，在代码注册是键盘按

下事件“onkeydown”，定义 keyCode 变量用来储存按下键盘的 keyCode 值，然后为了兼容浏

览器，如 IE 浏览器是通过 window.event 来获取 keyCode 值，有的浏览器是通过事件的回调

函数所带的参数 event 来获取 keyCode 值等，所以如果获取不到回调参数 event 值时要获取其

他对应的 event 值的来达到浏览器兼容的效果，最后就是通过 switch case 方法判断 keyCode
值来获取对应的琴键编号，并把琴键编号作为参数调用 playSound()方法来播放对应的声音

（playSound()在后面会进行讲解），这里 keyCode 值跟琴键编号可以自行对应，示例中对应

如代码所示。 
计算机类型绑定事件及解释如图 2-29 所示，接下来定义 initKeyEvent()方法来为琴键注册

计算机点击事件，代码如图 2-30 所示。 

图 2-28 

注册手机点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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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事件 
initEvent() { 
    // 获取浏览器 
    let type = this.getTerminalType(); 
    let keyArray = document.querySelectorAll(".key"); 
    let length = keyArray.length; 
    if (type = = "iphone") { 
    // 如果是 iphone 手机，则添加手机类进行钢琴的旋转
    } else { 
    // 不是 iphone 手机，默认为电脑访问，执行相关操作
        // 循环绑定按键 
        for (let i = 0; i < length; i++) { 
            let keyId = "#key" + i; 
            let key = document.querySelector(keyId); 
            if (key) { 
                this.initKeyEvent(key);            }        } 
        document.onkeydown = (event) => { 
            let keyCode = ""; 
            let pressEvent = event || window.event; 
            if (pressEvent.keyCode) { 
                keyCode = pressEvent.keyCode; 
            } else if (pressEvent.charCode) { 
                keyCode = pressEvent.charCode; 
            } else { 
                keyCode = pressEvent.which;         } 
            switch (keyCode) { 
                case 65: //a 
                    paino.playSound(0); 
                    break; 
                case 87: //w 
                    paino.playSound(8); 
                    break; 
                case 83: //s 
                    paino.playSound(1); 
                    break; 
                case 69: //e 
                    paino.playSound(9); 
                    break; 
                case 68: //d 
                    paino.playSound(2); 
                    break; 
                case 70: //f 
                    paino.playSound(10); 
                    break; 
                case 84: //t 
                    paino.playSound(3); 
                    break; 
                case 7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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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o.playSound(11); 
                    break; 
                case 89: //y 
                    paino.playSound(4); 
                    break; 
                case 72:    // h 
                    paino.playSound(12); 
                    break; 
                case 85:    // u 
                    paino.playSound(5); 
                    break; 
                case 74:    // j 
                    paino.playSound(6); 
                    break; 
                case 75:    // k 
                    paino.playSound(7);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绑定鼠标点击事件 

initKeyEvent(widget) { 

    widget.onmousedown = () => { 

        // 按键按下去修改颜色 

        let keyNumber = widget.id.replace('key', ''); 

        widget.style.backgroundColor = "#9cf"; 

        paino.playSound(keyNumber); 

        // 添加到记录 

        this.addSound(keyNumber); 

    }; 

    widget.onmouseup = function () { 

        // 按键弹起来修改颜色 

        let keyNumber = widget.id.replace('key', ''); 

        if (keyNumber < 8) { 

            widget.style.backgroundColor = '#eee'; 

        } else { 

            widget.style.backgroundColor = '#666'; 

        }    };   } 
  

代码解读：该方法和上面 initKeyEvent2()方法除了注册的事件类型变成了 onmousedown
和 onmouseup，其他代码均一样，这里不再赘述。 

（4）播放琴键声音 
在上面绑定事件时有调用 playSound()方法播放声音，接下来定义 playSound()方法，代码

如图 2-31 所示。 

图 2-30 

注册计算机点击事件 

图 2-29 

计算机类型绑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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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声音 
playSound(id) { 
    // 拼接声音文件的 id 
    let soundId = "sound" + id; 
    let soundResoure = this.sound; 
    if (soundResoure) { 
        if (soundResoure[soundId]) { 
            // 设置播放器的声音文件 
            this.audio.src = soundResoure[soundId]; 
            // 播放声音 
            this.audio.play(); 
        } 
    } 
}, 

  

代码解读：playSound()方法接收参数琴键编号，根据琴键编号取得对应声音的属性名，在

根据属性名取得声音的 Base64 编码，再判断该 Base64 编码如果存在，就调用 audio 对象并设

置它的 src 为该 Base64 编码，然后调用 audio 对象的 play()播放声音。 
（5）记录录制模式下的声音 
在上面绑定事件时调用了 addSound()方法来判断是否处于录制模式，并判断是否需要记录

该声音，接下来定义 addSound()方法，代码如图 2-32 所示。 

 

// 记录播放时间和声音 
addSound(key) { 
    if (this.record) { 
        // 下面 key 的写法是一种省略写法，因为名字和值都是 key，所以只写 key 即可，原来的写法 key:key 
        this.music.push({ 
            key, 
            time: new Date().getTime() 
        }) 
    } else { 
        console.log('目前不是处于录制模式') 
    } 
}, 

  

代码解读：addSound()方法接收参数琴键编号，当前如果处于录制模式，则记录按下该琴

键的琴键编号以及时间，如果不处于录制模式则提示目前不是录制模式。 
（6）注册录制按钮点击事件 
在示例中要通过录制按钮来切换当前是否处于录制状态，代码如图 2-33 所示。 

//  初始化数据 
init() { 
    this.initEvent();  
 
    // 为播放录制添加监听事件,使用箭头函数进行操作 

图 2-32

记录录制模式

下的声音方法

图 2-31

播放琴键声音方法

 
                    

微课 2-3
网页钢琴-录制与

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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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querySelector("#record").addEventListener("click", () => { 
        if (this.record = == true) { 
            alert('目前已是录制模式') 
            return 
        } else { 
            // 打开录制 
            this.record = true 
            // 清除上一次的录制记录 
            this.music = [] 
            // 记录开始录制的时间，13 位时间戳 
            this.startTime = new Date().getTime() 
        } 
    }) 
}, 

  

代码解读：获取录制按钮元素并注册点击事件，如果当前处于录制模式，则提示目前已是

录制模式，如果当前不是录制模式，则把录制状态改为 true，并清空存储录制声音的数组，最

后把开始时间设为当前时间。 
（7）注册播放按钮点击事件 
当录制一段琴声需要播放时，注册播放按钮点击事件来达到录音效果，代码如图 2-34

所示。 

//  初始化数据 
init() { 
    this.initEvent(); 
      // 为播放录制添加添加监听事件,使用箭头函数进行操作 
    ... 
 
    //为播放按钮添加监听事件,使用箭头函数进行操作 
    document.querySelector("#playRecord").addEventListener("click", () => { 
        // 关闭录制模式 
        this.record = false 
        // 检查之前有没录制 
        if (this.startTime != 0 && this.music.length != 0) { 
            for (let i = 0; i < this.music.length; i++) { 
                // 播放间隔 = 按钮按下的时间 - 开始录制按钮按下的时间 
                let playTime = this.music[i].time - this.startTime 
                // 使用定时器进行播放，使用箭头函数改变 this 的作用域 
                setTimeout(() => { 
                    this.playSound(this.music[i].key) 
                }, playTime) 
            } 
        } else { 
            alert('请进行录制') 
        } 
    })  }, 

  

图 2-34 

注册播放按钮 

点击事件 

图 2-33 

注册录制按钮 

点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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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解读：获取播放按钮元素并注册点击事件，首先要关闭录制模式，并通过存储录制声

音的数组跟开始时间来判断是否有录制声音，如果 2 个数据都不为空或者不为 0，则说明有录

制，如果没录制提示请进行录制并跳出函数，如果有录制则循环存储声音的数组，每次循环根

据对应按下的时间和开始时间计算出时间差，并利用定时器根据时间差设置延时调用

playSound()方法进行播放。至此钢琴的核心功能就已经完成。 
2.6  单元练习 

2.5  单元小结 

本项目介绍事件触发和事件处理机制、封装、抽象的思想，通过直接读取本地文件会带来

的安全性问题，介绍了 Base64 编码的原理和方法以及 Gzip 压缩的原理。 
代码地址：https://gitee.com/sziit-softwareschool/webpage_piano 

2.6  单元练习 

1．示例代码判断浏览器类型为了简单只做出了 3 种判断，读者可以尝试更多的设备判断。 
2．在键盘按下事件中，只实现了播放对应声音，并未在录制模式下记录该按键被点击事

件，可以尝试加上实现播放时琴键变化同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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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例描述 

2019 年祖国成立 70 周年时，腾讯新闻官方推出“迎国庆换新颜”活动，1.4 亿人参与，

微信国庆专属头像刷屏。从当时的“请给我一面国旗@微信官方”的玩笑，渐渐演变成了商业

活动的“承接国旗头像业务”，制作国旗头像真的复杂吗？其实这种国旗头像可以简化为头像

加个国旗或者换个庆祝 70 周年的头像边框，如果多掌握一些前端开发技能，那么我们也能迅

速制作类似国旗头像这种个性化的头像。本章综合运用基于 Node.js 的 http-server 的 HTTP 服

务器以及 HTML 画布和少量的前端知识来实现专属头像变换。完成专属头像制作变换主要解

决以下两个问题。 
① 如何读取并展示用户上传的图片？ 
② 如何模拟服务器环境在画布上绘制并合成导出为图片（涉及在本地环境下利用画布对

图片操作会跨域的问题）。 

3.2  任务陈述 

具体学习任务见表 3-1。 

表 3-1  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掌握基于 Node.js 的 HTTP 服务器环境 http-server 
一、达成目标 

  掌握 Canvas 的操作 

  通过 Node.js 的包管理工作进行安装并使用 http-server 

  使用 Canvas 进行绘图已经擦除操作，可以在 Chrome 浏览器中查看实现效果 

  理解页面布局，能够根据需要切换不同的层次（隐藏于显示） 
二、学习任务 

  以小组的方式对完成的页面进行讨论，记录未能成功修改的需求并与教师讨论 

  学习 http-server 的相关知识，可参考 https://www.npmjs.com/package/http-server 来了解更多相

关的知识 
三、参考资源 

  学习 Canvas 的相关知识，可参考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API/HTMLCanvas
Element 来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 

四、困惑与建议 将遇到的难点和不清晰的地方通过截屏等方式记录，准备与教师面对面讨论问题 

五、学习回顾 
 （难度星级） 

  理解用工具实现服务器    ☆ 
  获取文件对象     ☆☆ 
  完成图像合成编辑    ☆☆☆     

3.3  知识准备 

通过 http-server 来实现服务器环境 

Node.js 中提供的 http-server 是一个基于 Node.js 的简单零配置命令行 HT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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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ttp-server 提供所需的服务器环境，即实现在服务器环境运行文件。通过 Node.js 包管

理工具安装 http-server，从官网（http://nodejs.cn/download/）下载并安装 Node.js。使用方

式如下。 
① 已经安装 Node.js，打开命令行系统并输入以下安装命令即可全局安装 http-server。安

装命令：npm install http-server–g。 
② 安装 http-server 后可以在命令行系统输入启动服务器命令：http-server。 
③ 服务器默认 web 目录是当前目录，如果要改变 web 目录的话，在命令后面加上本地路

径，启动服务器命令如：http-server <path_of_project>。 3.5  任务实施 

3.4  画布的使用 

Canvas 为 HTML5 中的标签元素，用于绘制图形。迅速回顾：首先需要定义一对<canvas id=
“canvas”></canvas>标签声明画布，之后通过 JS 脚本以控制画布的绘制。下面以绘制图片为例

介绍如何使用画布。 

1．获取画布对象 

let canvas = document.querySelector('#canvas') 

2．获取画布的上下文对象，需要通过该上下文对象来绘制画布 

let context = canvas.getContext("2d") 

3．通过 drawImage()方法绘制图片 

context.drawImage(img,x,y,width,height) 

参数解释如下。 
  img：规定要使用的图像、画布或视频。 
  x：在画布上放置图像的 x 坐标位置。 
  y：在画布上放置图像的 y 坐标位置。 
  width：要使用的图像的宽度。 
  height：要使用的图像的高度。 

注意： 

以 let 定义的变量一定要在声明后再使用，否则会报错。 

3.5  任务实施 

3.5.1  效果预览 

有图有真相，先来看一看参考的项目效果图可以分为 3 个部分，如图 3-1 所示。 

 

 
                    

微课 3-1
制作专属头像-学
习目标任务资源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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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结构分析 

通过效果图，首先分析样式的结构。从结构上看这 3 个阶段的效果图有共同点，即都有

一个方形的图像，但其实这 3 个阶段除了标题，功能都不相同。第 1 阶段的方形框是一个没

有图像的框，第 2 阶段的图像是一个画布画出来的图像，而第 3 个阶段的图像是 img 标签显

示图片。 
3 个阶段的结构可以看成 3 个不同的页面，分别放入 3 个盒子操作它们，以 display 控制

显示不同的盒子即可。 

3.5.3  结构样式部分 

图 3-1 可以分成 3 个互不相关的 div，可设计为第 1 阶段（选择头像）的盒子、第 2 阶段

（选择完头像进行编辑）的盒子、第 3 阶段（编辑完生成图像）的盒子。 

1．第 1 阶段盒子 

第 1 阶段盒子其实就是一个方形框，中间放“上传头像”的文字。除了这两个内容，还有

一个隐藏的 input 控件控制用户上传图片的功能。 
简化处理：以一个大盒子来控制边框，然后在大盒子中有一个 p 标签存放文字，还有一个

input 控件跟大盒子的位置重叠且隐藏起来，代码如图 3-2 所示。 

<div id='uploadContainer'> 
   <p id='uploadText'>上传头像</p> 
   <input id='upload' type='file'> 
</div> 

  

首先需要对外层的盒子设置边框阴影及居中，以及宽高和位置，这里将 position 设置为

relative，是为了让 input 控件能相对于父层使用。absolute 定位来重叠父盒子并不影响文字的位

置，示例如图 3-3 所示。 
设置 input 控件重叠大盒子，并设置透明度为 0 不影响点击，以产生实际存在但不可见的

效果，示例如图 3-4 所示。这里的绝对定位是相对于父层大盒子（设置了 relative），只需设置

宽高一样，并且左顶点重叠即可实现 input 控件与它的父盒子重叠但不占用位置。 

图 3-1 

专属头像变换过程 

图 3-2 

示例代码 

 
                    

微课 3-2 
制作专属头像-基
础布局与图片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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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Container { 
  margin: 30px auto; 
  height: 200px; 
  width: 200px; 
  border: solid 1px #aaa; 
  box-shadow: 0 0 5px #aaa; 
  border-radius: 20px; 
  line-height: 200px; 
  position: relative;  } 

 #upload { 
   height: 200px; 
   width: 200px; 
   position: absolute; 
   top: 0; 
   left: 0; 
opacity: 0 
} 

           

注意虽然 input 框不占位置，但当 input 的 type 为 file 时，则会自带一个按钮和一行文字，

实际上会把盒子的内容往下挤一点空间，会影响效果。只需利用行高调整文字到中间位置即可，

如图 3-5 所示。 

#uploadText{ 
  line-height:170px; 
} 

 

这样第 1 阶段的盒子就设置完成，效果如图 3-1（a）所示。 

2．第 2 阶段盒子 

在实现第 2 阶段盒子前，先要隐藏第 1 阶段盒子，把第 1 阶段盒子的 display 设置为 none
即可。第 2 阶段盒子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画布用来绘画，下半部分为按钮部分，这样

就可以清楚地写出盒子的层次，如图 3-6 所示。 

<div id='editAvatarContainer'> 
  <canvas id='canvas'></canvas> 
  <div id="buttonContainer"> 
    <button id='changeAvatarBtn'>换个头像</button> 
    <button id='changeBorderBtn'>换个边框</button> 
    <button id='exportBtn'>生成头像</button> 
  </div> 
</div> 

  

将大盒子居中设置，如图 3-7 所示。 

#editAvatarContainer { 
  margin: 0 auto; 
} 

#canvas { 
  margin: 30px auto; 
} 

                         (a) 先设置大盒子居中      (b) 设置画布的上下边距，并且左右居中 

 

这里不直接设置宽高的目的是，之后 JS 代码会根据获取屏幕的宽度来设置画布的宽高，

默认画布宽高为 300 px×150 px，而且给画布设置宽高是直接应用画布的属性进行设置。如果利

用 style 样式设置画布宽高会导致画布图像的拉伸。设置代码和效果如图 3-8 所示。 

图 3-3

设置容器样式

图 3-5

调整文字位置

图 3-4

设置控件样式

图 3-6

盒子层次

图 3-7

设置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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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on { 
  font-size: 18px; 
  color: #fff; 
  padding: 0 30px; 
  height: 40px; 
  background: #FE2E2E; 
  border: 0; 
  border-radius: 20px; 
} 

#buttonContainer button { 
  display:block; 
  margin: 20px auto; 
} 

 
           (a) 调整按钮样式         (b) 调整按钮上下边距以及左右居中  

  

3．第 3 阶段盒子 

同样在调用第 3 阶段盒子之前，需要隐藏第 1、2 阶段的盒子，也就是设置 display 为 none
以防止对样式造成影响。第 3 部分结构也简单，只有一张图片以及一行提示，示例代码

如图 3-9 所示。设置盒子边距、居中、提示信息的样式示例代码如图 3-10 所示，效果如图 3-11
所示。 

<div id="afterChangeContainer"> 
   <img id='exportImage' alt='改变后头像' src='' /> 
   <p id='tip'> 
     右键或长按图片即可保存 
   </p> 
</div> 

  

#afterChangeContainer { 
  margin: 30px auto; 
} 

#exportImage { 
display:block; 
   margin: 20px auto; 
   width: 250px; 
   height: 250px; } 

#tip{ 
  width:200px; 
  margin:0 auto; 
} 

      (a) 盒子上下边距左右居中            (b) 调整 img 大小边距              (c) 设置提示信息 

 

�

  

图 3-8 

设置代码与效果 

图 3-11 

进行样式设置后的效果 

图 3-10 

样式设置 

图 3-9 

示例代码      

       (c) 实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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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JS 部分 

1．设置变量 

在开始定义和使用方法前，首先定义好变量方便在函数内调用，如图 3-12 所示。 

let canvas = document.querySelector('#canvas') 
let ctx = canvas.getContext("2d") 
let avatarImg = document.querySelector('#img') 
let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0" 
let screenWidth = window.screen.width < 350 ? window.screen.width : 350 
let upload = document.querySelector('#upload') 
let exportImage = document.querySelector('#exportImage') 
let uploadContainer = document.querySelector('#uploadContainer') 
let editAvatarContainer = document.querySelector('#editAvatarContainer') 
let afterChangeContainer = document.querySelector('#afterChangeContainer') 

  

定义的变量介绍如下。 
  canvas：画布元素。 
  ctx：画布的上下文对象，用来绘制。 
  avatarImg：用来存放用户上传图片的 img 标签，以便下方重复调用并绘制头像。 
  avatarBorder：用来指定使用哪个边框的变量，总共有 4 种边框，默认为第一种

avatarBorder0。 
  screenWidth：用户屏幕的宽度，用来判断画布以及图片的大小，当用户屏幕宽度小于

350 px 使用用户的屏幕宽度，否则默认为 350 px。 
  upload：上传图片的 input 控件，用于获取上传的图片以及更换上传图片。 
  exportImage：存储由画布合成图片的 img 标签。 
  uploadContainer：示例布局为 3 种状态，这是未上传图片时布局的容器，用于切换状态

的隐藏/显示。 
  editAvatarContainer：示例布局为 3 种状态，这是上传图片正在编辑时布局的容器，用

于切换状态的隐藏/显示。 
  afterChangeContainer：示例布局为 3 种状态，这是编辑完成后合成图片布局的容器，用

于切换状态的隐藏/显示。 
使用变量要用选择器 document.querySelector()和 document.querySelectorAll()。在《HTML5

跨平台开发基础》中有举例讲解过 document.querySelector() 方法，会返回文档中匹配指定 CSS 
选择器的一个元素，querySelectorAll()则返回文档中匹配指定 CSS 选择器的所有元素，如果是

获取 id 用‘#’，class 则用‘.’。 
此处使用了 let 关键字而不是 var，let 关键字是 ES6 的一个新特性，多数用于局部变量。 

2．获取用户上传的图片 

定义变量后，首先需要一个方法来接收用户上传的图片，也就是解析 input 控件返回值来

获取相应的图片的 URL。 

图 3-12

定义块级作用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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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在 input 控件加上 onchange='fileChange()' 来监听用户选择完文件时触发

fileChange()方法，如图 3-13 所示。 

<input id='upload' type='file' onchange='fileChange()'> 

function fileChange() { 
      let file = upload.files[0]; 
      console.log(file); // FileList 对象 
} 

  

可查看到通过 input 控件获取的是一个 FileList 对象，如图 3-14 所示，并没有所需要的图

片地址 URL 属性。 

 
 

这时需要用 FileReader 对象通过 FileList 对象来读取对应的文件内容。FileReader 对象允许

Web 应用程序异步读取存储在用户计算机上文件（或原始数据缓冲区）的内容，使用 File 或 Blob
（H5 提供的二进制处理对象只有两个只读属性：size 和 type）对象指定要读取的文件或数据。 

其中，File 对象可以是来自用户在一个<input>元素上选择文件后返回的 FileList 对象，也

可以来自拖放操作生成的 DataTransfer 对象，还可以来自在一个 HTMLCanvasElement 上执行

mozGetAsFile()方法后返回的结果。用法如图 3-15 所示。 

 function fileChange() {  
let file = upload.files[0]; 
let reader = new FileReader; 
reader.readAsDataURL(file); 
reader.onload = (e) => { 
 avatarImg.src = reader.result; 
 avatarImg.onload = () => { 
  // 图片加载完成进行下一步 
 }      }    } 

 

代码解析：先获取 input 控件已获取到的 FileList 对象：新建一个 FileReader 对象 reader，
调用 reader 的 readAsDataURL 方法并把 FileList 对象作为参数，readAsDataURL 方法用于读取

指定的 Blob（示例中的 FileList 对象）中的内容。一旦完成，result 属性中将包含一个 data: URL
格式的 Base 64 字符串以表示所读取文件的内容。 

当 reader 读取完毕时，把 result 属性也就是所需要图片的 URL 保存到存储用户头像的 img
标签中的 src 属性，然后当该图片加载完成时进行下一步，这里 reader 读取完毕以及图片加载

完成触发的函数都写成了匿名函数() => {}这样的形式。关于匿名函数请回忆一下闭包章节的

内容。 

图 3-13 

定义对应的方法 

图 3-14 

FileList 对象 

图 3-15 

获取 URL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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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绘制画布 

获取完图片地址，下一步就是把图片绘制到画布上。现在需要显示画布，隐藏 input 控件，

所以需要隐藏第 1 阶段盒子，并显示第 2 阶段盒子。在图片加载完成时调用 drawToCvs()方法，

如图 3-16 所示。 

avatarImg.onload = () => { 
     drawToCvs()；} 

function drawToCvs() { 
  canvas.width = screenWidth - 50; 
  canvas.height = screenWidth - 50; 
  ctx.clearRect(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 清空画布 
  ctx.drawImage(avatarImg, 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uploadContainer.style.display = "none"; 
  editAvatarContainer.style.display = "block";} 

 

代码解析： 
图 3-16 代码 avatarImg.onload = () => {drawToCvs()}解析：头像上传时候时用了一个箭头

函数的写法，箭头函数是 ES6 点一个新特性，可以使函数声明更简单，修改 this 的作用域。具

体介绍将会在单元 6 进行介绍。 
在使用画布时，需要先确定画布的宽和高，宽为先前根据屏幕宽度获取的 screenWidth，

并减去 50 px 防止画布充满屏幕。通常头像是正方形的，所以画布的高和宽一样为

screenWidth – 50。设置完画布的宽高后，需要先清空画布，以一个长方形区域，从画布的坐标

（0,0）开始，清除一个长和宽是画布的长和宽的长方形区域，即清除整个画布，清除画布的目

的是有可能会出现在更换上传图片时，调用第二次该方法造成画布资源浪费的情况。 
清空完画布之后，调用 drawImage()方法来将头像的图片绘制到画布上，第 1 个参数是 img

对象，第 2 个和第 3 个参数是从画布的哪个坐标开始绘制，第 4 个和第 5 个参数是绘制的长度

和宽度，由于需要让头像充满画布，所以坐标是从（0,0）开始，绘制的长和宽为画布的长和宽。 
绘制完头像后需要把画布从隐藏状态显示出来，并隐藏 input 的上传控件，所以我们把第

1 阶段的盒子设置 display 为 none（隐藏），把第 2 阶段的盒子设置 display 为 block（显示）。

至此上传完图片后得到的效果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上传完图片后的效果

图 3-16

定义 drawToCvs()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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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把边框也加上，首先要获取边框的图片然后再绘制到画布上。扩展 drawToCvs()
方法如图 3-18 所示。 

function drawToCvs() { 
  canvas.width = screenWidth - 50; 
  canvas.height = screenWidth - 50;    
  ctx.clearRect(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 清空画布 
  ctx.drawImage(avatarImg, 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let borderImage = document.querySelector(`#${avatarBorder}`); 
  ctx.drawImage(borderImage, 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uploadContainer.style.display = "none"; 
  editAvatarContainer.style.display = "block";} 

 

代码解析：对比图 3-16 看到在中间加了两行，先要获取到储存边框的 img，由于边框有 4
种，现在只需要加载一种，这就利用到了上面定义 avatarBorder，用来指定使用哪个边框的变

量。4 种边框默认为第一种 avatarBorder0，由于这里的变量 avatarBorder 储存的是字符串

‘ avatarBorder0 ’， 而 使 用 querySelector 需 要 把 类 型 也 加 进 去 ， 这 里 是 id ， 所 以 需 要

‘#avatarBorder0’的字符串才能获取到。涉及变换边框需要用到字符串拼接，在图 3-21 中进行

讲解。 
当获取到存储边框图片的 img 时把它绘制到画布上，同样是从左边原点（0,0）开始，充

满画布的图像，也就是画布的宽和高。至此上传完图片的效果如图 3-19 所示。 

 
 

4．编辑头像 

头像与边框都成功地添加到了画布上，初始设计的画布下面有 3 个按钮，分别是：换个头

像、换个边框、生成头像。下面先来实现编辑的功能：换个头像与换个边框。 
（1）换个头像 
换个头像功能就是点击 file 类型的 input 控件来重新获取图片，然后触发 fileChange 重新

执行的函数，所以这里只需要在按钮触发的点击事件中触发 input 的点击事件即可。给 button
绑定 changeAvatar 事件，如图 3-20 所示。 

图 3-18 

增加边框处理 

图 3-19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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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on id='changeAvatarBtn' onclick='changeAvatar()'>换个头像</button> 

function changeAvatar() { 
  upload.click() 
} 

 

按钮的点击事件中触发了 upload，input 控件的点击事件就可以完成换个头像的功能。 
（2）换个边框 
换个边框就是重绘画布，头像保持不变。只需要设置边框的 img 对象，而边框 img 对象

的重点就是 avatarBorder 变量，它是指定使用哪个边框的变量。图 3-18 代码中有用过，默认值

为 avatarBorder0，其可选值有 4 个，分别是 avatarBorder0、avatarBorder1、avatarBorder2、

avatarBorder3，可以看到前缀没有改变，变的只是后面的数组值，在 0～3 之间进行改变就可以

切换边框的 img 对象。 
可以考虑以一个表达式来改变其后面的数字，如：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replace("avatarBorder", "") + 1) 

该表达式的意思是把 avatarBorder 后面带的数字每次执行都加 1。但仔细考虑一下，这样的表

达式有问题，就是如果当前是最后一张也就是 avatarBorder3，那么加 1 后变成了 avatarBorder4，

会出现越界，找不到对象。这里需要的效果是 3 之后返回 0，所以还要进一步修改表达式。利

用取模的概念，把结果取余数（结果取长度为 4 的余数），如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avatarBorder.replace("avatarBorder", "") +1) % 4 

这样，当后缀 3 增加为 4 后，4 % 4 = 0，即返回第 1 个。实际情况中这种写法还存在问题，

因为限定只有 4 个边框。在项目开发中不要限定图片种类的数量，也就是长度的边界不能直接

写为一个常量（常数）。 
要通过获取元素的数量来动态生成这个长度，示例如下： 

let avatarBorders = document.querySelectorAll(".borderImg")；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replace("avatarBorder", "") + 1) % avatarBorders. 

length 

这样实现变量 img 对象的变换就比较容易扩展。下面需要一个方法来改变边框并重绘画

布。给 button 绑定事件 changeBorder()，如图 3-21 所示。 

<button id='changeBorderBtn' onclick='changeBorder()'>换个边框</button> 

function changeBorder() { 
  // 清空画布 
  ctx.clearRect(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let avatarBorders = document.querySelectorAll(".borderImg");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replace("avatarBorder", "") + 1) % avatarBorders.length; 
  let borderImage = document.querySelector(`#${avatarBorder}`); 
  ctx.drawImage(avatarImg, 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ctx.drawImage(borderImage, 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 

  

代码解析：首先清空画布，然后通过 borderImg 类来获取存储边框种类的 img 对象的长度，

图 3-21

定义事件 change

Border()与函数

图 3-20

定义 changeAvatar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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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变换边框的表达式，获取长度后计算表达式，即切换到下一个边框的变量。 
获取下一个边框的变量后就利用“document.querySelector+模板字符串的拼接”方法，获

取相应边框 img 对象并绘制到画布上。绘制边框前须先绘制头像，至此就实现了更换边框的效

果，如图 3-22 所示。 

 
  

5．生成头像 

完成头像编辑后，就需要生成头像，即把画布合成为图像。对画布合成图像操作时，由

于画布虽然可以显示 img 元素，但无法直接对 img 元素进行操作，如合成保存，也就是导出

画布。原因是从 img 和 svg 元素获得的内容允许使用外部图片（来源不明），这就涉及跨域

（浏览器的安全限制），所以从这两个元素中导入内容的画布，是不能被导出的。下面有两

种解决办法。 
  给 img 标签加一个允许跨域的属性：crossorigin="anonymous"，但这种方法不可靠且无

法达到效果，因为服务器端很可能不同意，拒绝访问这个地址。 
  把文件放到服务器环境上运行（推荐）。 

由于使用第一种方法的不确定性，通常把文件包括代码以及图片放到服务器环境上操作，

之前已经介绍过 http-server 的使用，首先在项目根目录下打开 cmd，输入 http-server，由于示例

的 index.html 文件也在根目录下，因此可以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localhost:8080/index.html 即可

直接模拟在服务器环境下运行的文件，这样就可以通过画布来操作 img 对象合成导出为图片。 
给 button 绑定 exportAvatar()事件，如图 3-23 所示。 

<button id='exportBtn' onclick='exportAvatar()'>生成头像</button> 

function exportAvatar() { 
  exportImage.src = canvas.toDataURL('image/png') 
  editAvatarContainer.style.display = "none" 
  afterChangeContainer.style.display = "block";} 

 

代码解析：代码中用到了 toDataURL 来导出画布变成图片，先来了解一下 toDataURL 的

用法。 

图 3-22 

更换不同边框的效果 

图 3-23 

定义 exportAvatar()事件和方法 

 
                    

微课 3-4 
制作专属头像-头
像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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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toDataURL([type,encoderOptions])方法返回一个 data: URL。根据 type 参数指定的类

型将包含在 Canvas 中的图片文件编码成字符串形式，type 参数的默认值为 image/png。type 参

数的值为 image/jpeg 或 image/webp，encoderOptions 可以为 image/jpeg 或 image/webp 类型的图

片设置图片质量，取值为 0～1，超出则以默认值 0.92 替代。 
代码用 toDataURL('image/png')指定导出图片的格式为 image/png 以导出 Canvas 的内

容，并将返回的 URL 保存在 exportImage 的 img 对象的 src 上，这样就成功把画布内容合

成为图片。 
合成完图片之后，需要将画布及按钮隐藏，并展示可以保存的合成头像图片。因此需要把

第 2 阶段盒子的 display 设置为 none（隐藏），把第 3 阶段盒子的 display 设置为 block（显示）。

到此合成图片的结果如图 3-24 所示。 

 
 3.8  代码参考 

3.6  单元小结 

本单元实现了个性化头像的项目，读者可以尝试进一步修改。回顾一下本单元学习了以下

3 个方面的内容。 
  通过 Node.js 的包管理工具 npm 进行安装 http-server 包，启动 HTTP 服务器，在同一局

域网内可以通过网址访问计算机上的页面。 
  通过画布实现图片在前端进行合成。 
  讲解了 ES6 的常用语法和基本使用。 

代码地址：https://gitee.com/sziit-softwareschool/avatar。 

3.7  单元练习 

1．尝试使用复杂支持图形绘制，编写一些复杂效果的框架，如 fabric.js（https://get.fabric.io/）
进行拖动图片缩放、旋转。 

2．学习更多的 ES6 相关知识对代码进行改造和封装，方便在其他项目中随时调用。 

3.8  代码参考 

为方便练习，给出如下参考代码，请读者自行输入并测试。 

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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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lang='zh-cn'>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maximum-scale=1.0,minimum-scale=1.0'>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title>国庆头像转换</title> 

<style> 

body { font-size: 20px; text-align: center; margin: 0; } 

label { position: fixed; bottom: 0; left: 0; font-size: 10px; } 

button { 

font-size: 18px; color: #fff; padding: 0 30px; height: 2.3rem; background: #FE2E2E; border: 0; 

border-radius: 20px; } 

#canvas { margin: 30px auto; } 

#exportImage { margin: 20px auto; width: 250px; height: 250px; } 

#upload { height: 10rem; width: 10rem; position: absolute; top: 0; left: 0; opacity: 0; } 

.title { color: #d54738; height: 3rem;} 

.canvas-container { margin: 0 auto;} 

#uploadContainer { 

margin: 30px auto; height: 200px; width: 200px; border: solid 1px #aaa; box-shadow: 0 0 5px #aaa; 

border-radius: 20px; line-height: 200px; position: relative; } 

#editAvatarContainer { display: none; margin: 0 auto;} 

#buttonContainer button { display: block; margin: 20px auto;} 

#afterChangeContainer { display: none; margin: 30px auto;} 

</style> 

</head> 

<body> 

<div class='title'> 

<h2>国庆头像变换</h2> 

</div> 

<div id='uploadContainer'> 

<small id='uploadText'>上传头像</small> 

<input id='upload' type='file' onchange='fileChange()'> 

</div> 

<div id='editAvatarContainer'> 

<img id='img' src='' style="display:none" alt='存储用户头像图' /> 

<canvas id='canvas'></canvas> 

<div id="buttonContainer"> 

<button id='changeAvatarBtn' onclick='changeAvatar()'>换个头像</button> 

<button id='changeBorderBtn' onclick='changeBorder()'>换个边框</button> 

<button id='exportBtn' onclick='exportAvatar()'>生成头像</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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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div> 

<div id="afterChangeContainer"> 

<img id='exportImage' alt='改变后头像' src='' /> 

<p id='tip'> 

右键或长按图片即可保存 </p> </div> 

<div id="borderImgContainer" style='display: none'> 

     <img class='borderImg' id='avatarBorder0' src='./img/avatarBorder0.png' /> 

<img class='borderImg' id='avatarBorder1' src='./img/avatarBorder1.png' /> 

<img class='borderImg' id='avatarBorder2' src='./img/avatarBorder2.png' /> 

<img class='borderImg' id='avatarBorder3' src='./img/avatarBorder3.png' /> 

</div> 

<script> 

let canvas = document.querySelector('#canvas') 

let ctx = canvas.getContext("2d") 

let avatarImg = document.querySelector('#img') 

let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0" 

let screenWidth = window.screen.width < 350 ? window.screen.width : 350 

let upload = document.querySelector('#upload') 

let exportImage = document.querySelector('#exportImage') 

let uploadContainer = document.querySelector('#uploadContainer') 

let editAvatarContainer = document.querySelector('#editAvatarContainer') 

let afterChangeContainer = document.querySelector('#afterChangeContainer') 

//上传头像 在画布上展示 

function fileChange() { 

let file = upload.files[0]; 

console.log(file); // FileList 对象 

let reader = new FileReader; 

reader.readAsDataURL(file); 

reader.onload = (e) => { 

avatarImg.src = reader.result; 

avatarImg.onload = () => { 

drawToCvs() }  }  } 

// 把图片绘制到画布上 

function drawToCvs() { 

canvas.width = screenWidth - 50; 

canvas.height = screenWidth - 50; 

ctx.clearRect(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 清空画布 

ctx.drawImage(avatarImg, 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let borderImage = document.querySelector(`#${avatarBorder}`); 

ctx.drawImage(borderImage, 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uploadContainer.style.display =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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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AvatarContainer.style.display = "block"; } 

function changeBorder() { 

// 清空画布 

ctx.clearRect(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let avatarBorders = document.querySelectorAll(".borderImg");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 + (+avatarBorder.replace("avatarBorder", "") + 1) % avatarBorders.length; 

let borderImage = document.querySelector(`#${avatarBorder}`); 

ctx.drawImage(avatarImg, 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ctx.drawImage(borderImage, 0, 0, canvas.width, canvas.height); } 

function changeAvatar(); { 

upload.click(); } 

// 合成图片 

function exportAvatar() { 

exportImage.src = canvas.toDataURL('image/png') 

editAvatarContainer.style.display = "none" 

afterChangeContainer.style.display = "block";} 

</script>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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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advantage has its disadvantage. 

 凡事皆有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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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例描述 

“刮刮乐”有即开、即中即兑、趣味性强等特点，常见于淘宝、京东等电商网

站。用户在购买完商品之后，常常会进行刮刮乐游戏，精美的礼品更是吸引了大

量的用户。经过前面的项目练习，读者已经掌握了不少前端开发的技术，但是复

制到手机上测试比较麻烦，每次都用模拟器调试让同伴给意见也有很多不便，如

何能快速让同伴体验到效果并直接给出评价意见呢？结合互联网营销活动的需

求，尝试自行完成可以网上体验的刮刮乐。本单元将结合静态服务器 Nginx 的搭

建和使用与刮刮乐游戏这两个任务，实现局域网内终端可访问的在线刮刮乐游戏。

针对刮刮乐游戏的实现主要处理以下 3 个待解决的问题。 
① 如何设计一个公平的抽奖算法，如控制抽奖 100 次中只有 1～2 次一等奖的机会。 
② 避免用户通过工具等手段破解抽奖活动，如通过工具分析出本次抽奖的结果。 
③ 如何真实在网络中实现刮刮乐刮奖的效果？ 

4.2  任务陈述 

具体学习任务见表 4-1。 

表 4-1  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掌握 Nginx 的配置与用法，理解终端访问服务器的过程并在手机端运行部署的项目 
一、达成目标 

  能够掌握 Canvas 操作，理解递归算法并调试 

  掌握 Nginx 服务器配置文件的修改方法 

  使用 Canvas 设置蒙板并进行擦除操作，可以在 Chrome 浏览器中查看实现效果 

  设计抽奖算法，并能够优化防止抽奖作弊的功能 

  理解页面布局，能够应用盒子模型处理边界设置 

二、学习任务 

  以小组的方式对完成的页面进行讨论，记录未能成功修改的需求并与教师讨论 

  在智慧职教平台 http://www.icve.com.cn/portal/ 注册并学习课程 
三、参考资源   搜索和学习正则表达式,可参考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 JavaScript/Guide/

Regular_Expressions 
四、困惑与建议 将遇到的难点和不清晰的地方通过截屏等方式记录，准备与教师面对面讨论问题 

五、学习回顾 
 （难度星级） 

  理解随机数的生成算法    ☆ 
  应用正则表达式     ☆☆�
  理解递归算法并调试    ☆☆☆ 

4.3  知识准备 

4.3.1  知识点 1  搭建 Nginx 和测试方法 

Nginx 是 HTTP 静态服务器，比较著名的还有 Apache。选 Nginx 的原因是用户较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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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很多视频网站、大型电商都在使用，还可以方便地和 Node.js 配合使用。 
Nginx 安装后文件结构如图 4-1 所示。 

 
  

其中 nginx.exe 是 Windows 环境下的执行程序，也是启动 Nginx 服务器的入口。其中 conf
文件夹是配置 Nginx 服务器的文件夹，里面有许多配置，本单元只重点关注 nginx.conf 文件即可，

使用工具（如 VS code、webstorm 或者文本工具）打开该文件，输入配置代码，如图 4-2 所示。 

http{ 
….//略 
server{ 
…//略 
}  
    #设置访问静态资源目录配置 
location ~* ^.+\.(ico|gif|jpg|jpeg|png|html|htm|css|js|xml|txt)$ { 
        root            OUYANG; 
        access_log      off; 
        expires        30d;     }   } 

 

注意： 

请注意代码只是参考，输入时请以手动输入为主，直接复制可能有格式问题，造成错误。 

以上配置是告诉 Nginx，一旦接收到带有.ico、.jpg、.txt 等后缀名的请求，就访问对应的资

源目录，如http://192.168.1.111/image2.jpg，当接收到这个请求，分析请求包含 image2.jpg结尾，

服务器就在静态资源目录中寻找是否有 image2.jpg 的图片，有则显示，没有则显示 404 Not Found。 
配置成功后在 Nginx 中放入一个名为 image2.jpg 的文件，重启服务器，访问静态资源的效

果，如图 4-3 所示。 

  
 

图 4-3

访问效果

图 4-2

配置代码示例

图 4-1

Nginx 包含的文件结构

 
                    

微课 4-1
开发跨平台刮刮乐
应用-学习目标任

务资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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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路径中包含中文信息，很可能无法启动 Nginx 服务。对于浏览器要访问的文件路径的问题，配置代码中有一项配置进行

了重点标记，它是一个根目录，所以符合请求的条件都会从根目录（root）寻找对应的资源，因此相应的服务器上也要有对应的根

目录文件夹。 

不管是第一次启动 Nginx，还是配置完后启动 Nginx，都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查看服务器

是否启动成功，如图 4-4 所示。如果程序列表中没有出现 nginx.exe，则表示启动失败。 

 
� �

由于没有提示导致 Nginx 启动失败的原因，具体解决问题时就必须使用命令行界面，运行

cmd 命令，将 Nginx 目录定位到命令行模式中，如图 4-5 所示。 

 
 

使用命令行界面启动 nginx.exe（直接输入执行文件名字即可），便可以看到 Nginx 启动时

抛出的信息或错误，一般会告诉开发者配置文件的哪一行错误，再通过网络搜索解决方法。 
另外读者可能会关心浏览器是如何工作的，浏览器最重要或者说核心的部分“浏览器内

核”，负责对网页语法进行解释（HTML、JavaScript）并渲染（显示）网页的内容以及页面的

格式信息。例如，单击一个 HTML 的<a>标签链接打开一个新页面，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情，而实际在 WebKit 内核中，要做很多处理。首先要获取当前单击的位置，带着这个位置坐

标信息，执行 HitTest。HitTest 将探测当前单击的内容是什么，如何探测呢？HitTest 会遍历整

个 DomTree、LayerTree 查看当前的坐标位置是空白、文字、图片、还是链接？这些信息都可

以通过遍历 DomTree、LayerTree 来实现，将遍历的探测结果以 HitTestResult 的形式返回，最

终通过返回类型来判断，如果是一个链接，则回调对应的回调函数，实现通过单击打开一个新

的页面，完成服务器支持终端访问的服务。 

4.3.2  知识点 2  控制中奖概率与种子函数 

人们只在乎“抽到头奖”，对于任何一个抽奖类游戏来说，让人感到幸运是很重要的体验，

用户的活跃度至关重要。在设计前需要分析清楚中奖概率才可以进行设计，设总概率在 0～100
之间，对这些奖品做一个区间划分，可以把得奖率看成一个区间大小，根据计算出来的随机数

值，判断该数值落在哪个区间内，也就是使用随机值数据和区间数据比较大小，通常区间越大，

图 4-4�
启动成功后的管理器界面 

图 4-5 

命令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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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数落入该区间的概率越大，如图 4-6 所示。 

 
  

由此可知，随机系统使用随机数作为抽奖核心，把不同占比区间进行比较，奖品占比越

大，被抽中的可能性也越大。计算机不会产生绝对随机的随机数，计算机只能产生“伪随机

数”。伪随机数并不是“假的随机数”，这里“伪”是有规律的，即计算机产生的伪随机数既

是随机的又有规律可循。即伪随机数有一部分遵守一定的规律，另一部分不遵守任何规律。

例如“世上没有两片形状完全相同的树叶”，即随机性，但是每种树的叶子都有近似的形状，

即规律性。 
随机数如何产生呢？随机数是由“随机种子”产生的。随机种子是用来产生随机数的一个

无符号整形数，从哪里获得随机种子呢？如果不设置随机种子，在默认情况下随机种子来自系

统时钟（即定时/计数器的值），由计算机时钟计数器精确控制时间间隔的控件，时间间隔相同，

计数器前后的值之差相同，实际这种时钟取值有线性规律，所以随机种子是呈线性规律的，最

终生成的随机数也是有规律的，而产生的随机数字重复率一旦被发现，用户的兴趣就会立

即下降。 
有些物理事件（如用户按键事件产生随机数）更呈现随机性，因为按键不能保证严格的按

键时间间隔，即使间隔相差 1 μs，计数器前后的值之差就不相同，对应随机种子的变化就失去

了规律，生成的随机数就更没有规律。这样生成的一组随机数就体现了随机性原则，结果就会

更公正。 

4.3.3  知识点 3  应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 

在 JavaScript 中没有明显的语法可以支持面向对象的开发，但 JavaScript 是很灵活的语言，

可以利用它自带的一些特性模拟面向对象的思想，模拟面向对象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采用

protoype（原型）的方法来实现。如前文中提到的抽奖游戏，其中礼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象来设

计，如图 4-7 所示，它具有一些属性，如名字、id、位置、区间等，并且可以由外部读/写实例

中的属性值。 

    //以下为 JavaScript 原型设计方法 /** * 奖品对象* */ 
function Gift(index, id, name, startArea, endArea){ 
    this.index = index; 
    this.id = id; 
    this.name = name; 
    this.startArea = startArea; 
    this.endArea = endArea; } 
    Gift.prototype.getIndex = function () { 
         return this.index; }; 
    Gift.prototype.getGiftName = function () { 
         return this.name; }; 

图 4-6

平均随机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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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ft.prototype.getId = function () { 
         return this.id; }; 
    Gift.prototype.getStartArea = function () { 
         return this.startArea; }; 
    Gift.prototype.getEndArea = function () { 
       return this.endArea; }; 
    Gift.prototype.toString = function () { 
       return "Gift: " + "index=" + this.index 
                + ", id=" + this.id 
                + ", name=" + this.name 
                + ", startArea=" + this.startArea 
                + ", endArea=" + this.endArea; 
}; 

  

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如在抽奖系统中创建不同等级奖项后，可使用一个数组保存起来，

代码如图 4-8 所示。 

    /**礼品数组*/ 
listGifts: [], 
    core.listGifts.push(new Gift(1, "g1", "1 bonus", 0, 1.0)); 
    core.listGifts.push(new Gift(2, "g2", "2 bonus", 1.0, 20.0)); 
    core.listGifts.push(new Gift(3, "g3", "3 bonus", 20.0, 50.0)); 
    core.listGifts.push(new Gift(4, "g4", "4 bonus", 50.0, 100.0)); 
    //可以通过访问下标（index）的方法访问礼品实例的属性 
    //core.listGifts[0]. getGiftName = = = “1 bonus” 

  

程序调用自身的编程技巧称为递归。它通常把一个大型复杂的问题层层转化为一个与原问

题相似的规模较小的问题来求解，递归策略只需少量的程序就可描述出解题过程所需要的多次

重复计算，大大减少了程序的代码量。一般来说，递归需要有边界条件、递归前进段和递归返

回段。当边界条件不满足时，递归前进；当边界条件满足时，递归返回。 
对于上述对递归的定义，简单的解释是，让程序自己调用自己，在 JavaScript 中就是让函

数本身调用函数，如图 4-9 所示。 

//伪代码 
function recursion(){ 
   recursion(); 
} 

  

上面代码就是一个简单的递归定义，假设上面代码成立，函数自身调用函数，无穷无尽，

程序会一直执行下去而变为死循环吗？ 
前文中的递归解释中还提到，递归需要有边界条件（也就是一个判断条件，当满足某个条

件时结束递归），在满足或者不满足的情况下要可以终止递归代码的判断条件。 
把递归的设计思想带入抽奖系统可以发现，如随机数和礼物占比之间的值计算中可应用递

归的思想，如图 4-10 所示。不管礼物实例有多少，只需要定义随机数如何跟礼物属性计算的

规则即可。 

递归思路 

图 4-8 

创建奖项数组 

图 4-7 

创建抽奖对象 

图 4-9 

递归调用自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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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迭代器设计思想 

 

 

    var equalRaw = function (giftIterator, raw) { 
    //边界条件 
    if(giftIterator.hasNext()){ 
        var gift = giftIterator.next(); 
        if(raw > gift.getStartArea() && raw < gift.getEndArea()){ 
            switch (gift.getIndex()){ 
                case 1: 
                    break; 
                //省略中间代码...... 
                    default : 
                    break; 
            } 
            return; 
        } 
        equalRaw(giftIterator, raw); 
    } 

  

在上面的代码中，边界条件就是判断数组是否还有礼物对象，有则比较，没有则结束迭代。

而随机值和区间占比值比较的方法也非常简单，通过访问礼物实例的属性值和传递进来的参数

进行大小比较即可。 
前文代码中的边界条件判断看起来有些奇怪，传入了 giftIterator 参数，该对象拥有

hasNext()和 next()方法。迭代器是一种设计模式，它是一个对象可以遍历并选择序列中的

对象，而开发人员不需要了解该序列的底层结构。迭代器通常被称为“轻量级”对象，

因为创建它的代价小。本项目使用迭代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递归的设计思路，使代码

设计简洁明了。通常迭代器拥有两个基本方法：hasNext（判断下一个数据是否为空）和

next（取得下一个数据）。代码设计如图 4-11 所示。 

iterator = function (array) { 
var index = 0; 
return { 
    hasNext: function(){  //检查序列中是否还有元素 
        return index < array.length; 
        }, 
        next: function(){    //获得序列中的下一个元素 
            return this.hasNext() ? array[index++] : null; 
        }, 
    } 
} 

  

上面代码使返回的对象拥有hasNext 和next 方法，可以看到这两个方法其实是对原始Array
对象的属性和方法进行了包装，使它对外提供一致的服务，这样就隐藏了对 Array 对象的操作

细节，对外提供一致的方法（hastNext 和 next），以后只需传入 Array 类型参数就可以方便取出

对象，开发者不必关心具体的细节（如如何判断为空、取对象等）。 

 
  

图 4-11

迭代器的实现

图 4-10

递归匹配奖项



单元 4  开发跨平台刮刮乐应用 

 72

 

4.4  任务实施 

4.4.1  任务 1  设置蒙板 

刮刮乐的刮奖效果实际上是使用“一个背景图 + 覆盖一层蒙版”实现的，并且这个蒙版

还应可以被擦除。蒙版层由 JavaScript 代码动态创建，其擦除效果也由代码控制，如图 4-12（a）

所示。图 4-12（b）中灰色层就是蒙版层，可以被擦除，深红色是底层，不可以被擦除，用来

展示刮奖的结果。 

 
  

底层的展现已经实现完毕，参考代码如图 4-13 所示。实际上擦除效果仍然使用 Canvas
实现，默认给 Canvas 设置灰色，并设置为透明（这个很重要，决定了刮奖效果，可以尝试去

掉看看会发生什么）。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 !-- 兼容手机-->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minimum-scale=1.0, maximum-scale=1.0" /> 
<title>刮刮乐抽奖活动</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css/index.css"> 
<script src="js/index.js"></script> 
</head> 
<body onload="core.init()"> 
<div id="background"></div> 
</body> 
</html> 
    //----------------------CSS 代码--------------------------- 
    #background{ 
    background-color: brown; 
    width:200px; 
    height:80px; 
} 

  

之前讲解并使用了 Canvas 标签，如果在 HTML 中没有显示声明 Canvas 标签，那如何使

用它呢？可以在代码中使用 document 对象的 createElement()方法实现，并且为它设置默认属性，

再通过 appendChild()方法添加到 HTML 页面中，如图 4-14 所示。 

 

图 4-12 

效果图 

图 4-13 

参考的 Html 

内容 

 
                    

微课 4-2 
开发跨平台刮刮乐
应用-页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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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背景标签对象  
     core.container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ackground"); 
     //获得该对象的宽度和高度，通过 parseInt()转换为整数 
     varcontainerWidth = parseInt(core.getStyle(core.container, 'width')); 
varcontainerHeight = parseInt(core.getStyle(core.container, 'height')); 
     //创建 Canvas 标签，添加到背景对象的节点下 
core.canvas = core.createCanvas(core.container, containerWidth, containerHeight); 
     /**创建画布*/ 
createCanvas: function (parent, width, height) { 
var canvas = {}; 
     //该方法创建 Canvas 标签对象 
canvas.node = document.createElement("canvas"); 
     //设置它的默认属性 
canvas.context = canvas.node.getContext("2d"); 
canvas.node.width = width || 100; 
canvas.node.height = height || 100; 
     //添加到父节点中 
parent.appendChild(canvas.node); 
    return canvas; 
}, 
     /** * 获得对象样式 - 兼容方法* */ 
getStyle: function (object, attr) { 
    if(object.currentStyle){ 
        return object.currentStyle[attr]; //IE 才可以用 
}else{ 
        return getComputedStyle(object, false)[attr]; 
    } 
}, 

  

蒙板效果已经实现，还需实现擦除蒙板效果，这一功能同样由 Canvas 实现。还记得 Canvas
有一个绘制线条和圆点的功能吗？ 擦除功能效果实际上就是绘制透明颜色的效果， Canvas 本

来有一层灰色，现在通过绘制透明功能把灰色清除干净，如图 4-15 所示。 

    //canvas 颜色– 灰色 
    ctx.fillStyle = "#696968"; 
    ctx.fillRect(0, 0, containerWidth, containerHeight); 
    //自定义绘制圆点方法 
    ctx.fillCircle = function (x, y, radius, fillColor) { 
    //设置为透明 
    ctx.globalCompositeOperation = 'destination-out';  
    ctx.fillStyle = fillColor; 
    ctx.beginPath(); 
    ctx.moveTo(x, y); 
    //设置圆心大小 
    ctx.arc(x, y, radius, 0, Math.PI * 2, false); 
    ctx.fill(); 
}; 

  

图 4-15

擦除蒙板代码示例

图 4-14

动态创建 Canvas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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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刮刮乐的基本功能（如擦除效果、展示效果）已经完成，接下来讲解如何设计一个随

机抽奖的算法（这个在前文知识点中简单进行了描述）。 

4.4.2  任务 2  实现抽奖效果 

如何设计一个公平的随机算法呢？假如总概率为 100，当一等奖中奖概率为 1%时，抽 100
次允许中一等奖 1 次该如何设计呢？根据前面讲解中把每个奖品的概率设计为一个区间，再由

随机数值大小决定奖品的归属。 
把奖品当作一个类来设计，一、二、三等奖都属于一个奖品类，该类有这些属性：下标、

唯一 id、名字、开启区间、结束区间等。代码如图 4-16 所示。 

    //以下为 javascript 原型设计方法 /** 奖品对象 * */ 

function Gift(index, id, name, startArea, endArea){ 

    this.index = index; 

    this.id = id; 

    this.name = name; 

    this.startArea = startArea; 

    this.endArea = endArea; 

} 

Gift.prototype.getIndex = function () { 

    return this.index; }; 

Gift.prototype.getGiftName = function () { 

    return this.name; }; 

Gift.prototype.getId = function () { 

    return this.id; }; 

Gift.prototype.getStartArea = function () { 

    return this.startArea; }; 

Gift.prototype.getEndArea = function () { 

    return this.endArea; }; 

Gift.prototype.toString = function () { 

    return "Gift: " + "index=" + this.index 

                + ", id=" + this.id 

                + ", name=" + this.name 

                + ", startArea=" + this.startArea 

                + ", endArea=" + this.endArea; 

}; 
 

在程序初始化时创建 4 个对象，分别为一、二、三、四等奖，并把对象存放在数组中，减

少频繁创建的操作，代码在前述知识点中已经描述。 
通过 Math.random()方法创建一个随机数值，该随机数只能在 0～1 之间，所以要使它在 0～

总概率之间浮动，就要乘以该总概率，可以得到[0～总概率]间浮动的一个随机数，但它还是一

个伪随机的数字，由 JS 函数实现。如果想实现独特的真随机数，就应加入一些不可预测的数

值，如时间戳、键盘敲击的次数、CPU 运算速度、读写行为等。为了尽快看到效果，直接使用

JavaScript 提供的方法，如图 4-17 所示。 

 

图 4-16 

设置奖区 

 
                    

微课 4-3 
开发跨平台刮刮
乐应用-实现抽奖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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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随机数值 raw 和区间的大小 
    equalRaw: function (giftIterator, raw) { 
    //判断下一个是否为 null 
    if(giftIterator.hasNext()){ 
      var gift = giftIterator.next(); 
    //raw 数值是否在礼物的区间内？ 
        if(raw >gift.getStartArea() && raw <gift.getEndArea()){ 
            switch (gift.getIndex()){ 
    //对应的奖品，改变对应的图片 
                case 1: 
                    break; 
                .......// 省略部分代码 
                    default : 
                    break; 
            } 
            return; 
        } 
        core.equalRaw(giftIterator, raw); 
    } 
}, 

  

算法设计完毕后，实际运行一下，看效果是否和要求的一样，在这里测试抽奖 100 次，看

各个奖品的得奖次数，代码和 Console 工具所显示的中奖信息如图 4-18 所示。 

var i = 0; 
while(i< 100){ 
var random = Math.random() * core.countProbability; 
core.equalRaw(core.iterator(core.listGifts), random); 
i++; } 

 

                          (a) 100 次抽奖测试                        (b) 一等奖只出现 1 次 

 

算法测试完毕后即可具体应用在刮刮乐项目中。为了可以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中使用以及兼

容注册触碰事件操作，通过浏览器的 userAgent 可以拿到用户类型这个数据，但是每个浏览器

拿到的数据都不是一致的，它们的格式没有一个规定，写法完全不同，所以很难通过判断某个

字符来确定它们的类型，如图 4-19 所示。 

 
  

以上是 3 个不同类型的用户：PC、Android、iOS，匹配字符串中各种字符组合的模式。

这里通过正则表达式来做判断，需要分析每个字符串的结构和规律才可以写出对应的表达式，

关于表达式的具体内容请参考对应的网络资源，以下正则表达式可试用，如图 4-20 所示。 

图 4-19

设置不同终端

类型后获取的

Agent 信息

图 4-18

代码与结果

图 4-17

抽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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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获得当前设备类型* */ 
getDeviceType: function () { 
varuserAgent =  navigator.userAgent.toLocaleLowerCase(); 
    if(userAgent.match(/MicroMessager/i) = = "micrcomeeager"){ 
        return DEVICE_CONFIG.WEIXING; 
    }else if(userAgent.match(/chrome\/([\d.]+)/) != null){ 
        return DEVICE_CONFIG.CHROME; 
    }else if(userAgent.match(/applewebkit\/([\d.]+)/) != null){ 
        return DEVICE_CONFIG.IOS; 
    } 
    return DEVICE_CONFIG.CHROME; 
}, 

  

本次刮刮乐项目先简单判断用户是 PC 还是移动端，在初始化中对应判断后的用户类型，

分别做注册触碰事件的操作，如图 4-21 所示。 

    /**  * 初始化注册事件* 有 2 种类型事件* PC/移动端 * */ 

initEvent: function (type) { 

    console.log(type); 

    // xx = =yy ? 1:0  如果 xx = =yy 那么返回 1，否则返回 0 

core.canvas.node.addEventListener( type = = DEVICE_CONFIG.CHROME ? "mousedown" : "touchstart", function (event) { 

core.canvas.isDrawing = true; 

    }); 

core.canvas.node.addEventListener( type = = DEVICE_CONFIG.CHROME ? "mouseup" : "touchend", function (event) { 

core.canvas.isDrawing = false; 

    }); 

core.canvas.node.addEventListener( type = = DEVICE_CONFIG.CHROME ? "mousemove" : "touchmove", function (event) {

        if(!core.canvas.isDrawing){ 

            return;   } 

    var x, y; 

//做判断是因为 PC 和移动端的触碰参数不一致 

    if(type = = DEVICE_CONFIG.CHROME){ 

            x = event.pageX - this.offsetLeft; 

            y = event.pageY - this.offsetTop; 

        }else{ 

            x = event.touches[0].pageX - this.offsetLeft; 

            y = event.touches[0].pageY - this.offsetTop; 

        } 

       core.canvas.context.fillCircle(x, y, 20, "#CCCCFF"); 
       });  }, 

  

至此整个刮刮乐游戏的基本功能已经实现，但还存在不足，因为有用户会利用审查元素，

在刮涂层之前就可以知道奖项。选择审查元素，单击 Network，刷新一下网页，看到这里有

两张图片（如果只有一张，则说明一定是谢谢惠顾奖），一看就知道这是几奖，如图 4-22
所示。 

图 4-21 

根据终端类型 

不同确定坐标 

获取方式 

图 4-20 

使用正则表达 

式判断终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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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代码是前端直接调用图片，所以用调试模式可以看到结果。如果图片是前端请求后台

之后再加载的话，一样可以用审查元素操作。例如，打开审查元素，单击 Network，选择 JS 文

件（有多个就分别选中查看），再单击右侧的 Preview 即可查看。如果是请求后台后加载图片框

内容将有变化，通过内容也可以查看加载的图片，如图 4-23 所示。 

 
  

这个“作弊”利用了在没刮奖之前奖项图片就加载完毕的处理逻辑，因此应从处理逻辑中

解决，如奖项图片要等到用户刮奖之后再加载。首先把图片上的获取奖项代码封装成函数，然

后等到触发刮去涂层方法时才调用，代码如图 4-24 所示。 

    if(raw > gift.getStartArea() && raw < gift.getEndArea()){ 
    switch (gift.getIndex()){ 
        case 1: 
            core.container.style.background = "url(img/one.png)"; 
            break; 
        case 2: 
            core.container.style.background = "url(img/two.png)"; 
            break; 
        case 3: 

图 4-23

审查代码获取中奖信息

图 4-22

直接获取返回的中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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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container.style.background = "url(img/three.png)"; 
            break; 
        case 4: 
            core.container.style.background = "url(img/none.png)"; 
            break; 
        default : 
            break;    } 
    console.log("lottery: " + gift.getGiftName()); 
    return;  } 

  

调用该函数，在上述代码的基础上修改即可，代码如图 4-25 所示。 

    if(!core.canvas.isDrawing){ 

    return; 

} 

var x, y; 

if(type = = DEVICE_CONFIG.CHROME){ 

    x = event.pageX - this.offsetLeft;   

    y = event.pageY - this.offsetTop; 

}else{ 

    x = event.touches[0].pageX - this.offsetLeft; 

    y = event.touches[0].pageY - this.offsetTop; 

} 

core.canvas.context.fillCircle(x, y, 20, "#CCCCFF"); 

if(core.tag){ 

    var random = Math.random() * core.countProbability; 

    core.equalRaw(core.iterator(core.listGifts), random); 

    core.tag = false; 
} 

  

现在进行一下测试，打开审查元素，单击 Network，不管刷新多少次，都只显示一张默认

图片，如图 4-26 所示。 

 
 

图 4-24 

封装获奖函数 

图 4-25 

修改触发抽奖的逻辑 

图 4-26 

获奖图片不提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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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按下鼠标或划动手指刮奖时，控制台发生变化后触发了第二张图片，如图 4-27 所示。 

 
 

4.4.3  任务 3  在线体验刮刮乐效果 

前文提到刮刮乐游戏不仅可以在 PC 上运行也可以在其他终端上运行，通过模拟器测试解

决了兼容问题，但实际的真机测试是无法完成的。如何让移动设备可以访问该游戏呢？应用前

文讲到的 Nginx 服务器，把完成的刮刮乐项目放入之前配置好的 Nginx 服务器即可，配置如

图 4-28 所示。 

 

    http{ 
    ….//略 
    server{ 
    …//略 
    } 
        #设置访问静态资源目录配置 
    location ~* ^.+\.(ico|gif|jpg|jpeg|png|html|htm|css|js|xml|txt)$ { 
        root            OUYANG; //可已修改为自己认为合适的名称 
        access_log      off; 
        expires        30d; 
     } 
    } 

  

启动 Nginx 服务器，输入访问地址，如测试输入的 http://192.168.1.111/image2.jpg，这次访

问应该输入本机地址/项目名/文件名。本机地址是由 ipconfig 命令得到，如图 4-29 所示。 

图 4-28

服务器配置代码和

服务器目录

图 4-27

根据网络信息显示

资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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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终的访问路径是http://192.168.1.108/Lottery/index.html，按回车键即可看到刮刮乐

的效果，如图 4-30 所示。�

 
 

4.5  单元小结 

① 本章节实现使用 Nginx 服务器搭建 HTTP 服务，支持手机等设备通过 Wifi 以浏览器访

问网站体验刮刮乐效果。 
② 使用 Canvas 进行图片的绘制与合成。 
③ 使用 JavaScript 面向对象的风格进行编程。 
代码地址：https://gitee.com/sziit-softwareschool/guaguale。 

4.6  单元练习 

1．通过 userAgent 分析实现对更多平台的支持（如 iPhone 和 Chrome 浏览器）。 
2．实现浮动中奖率的抽奖算法，如抽奖可分成高、中、低 3 个门槛，旁边应该滚动某某

玩家的中奖消息以吸引其他玩家，运用设计模式更好地设计代码。 

 

图 4-29 

Ipconfig 命令效果 

图 4-30 

测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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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wind blows, you must set your sail. 

 抓住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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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例描述 

连连看是一款益智休闲类游戏，不同平台上都能看见其踪迹。点击两个颜色或图案

相同的图标，路径拐点在两个以内即可消除相同图标，直到最后一对图标被消除方可赢得

胜利或晋级，让用户在放松的同时，又可以锻炼一下脑力和眼力，可以说是一款劳逸结合

的经典游戏，曾风行一时，如今也广受欢迎，在网页游戏网站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之前学习的知识基础上，本单元通过完成网页连连看任务，使用 Canvas 制作网页

游戏，掌握 Canvas 绘图技术，结合坐标分析设计实现寻路算法。 

5.2  任务陈述 

具体学习任务见表 5-1。 

表 5-1  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掌握 Canvas 绘图技术 
一、达成目标 

  掌握在物体间有障碍物时的寻路技巧 

  掌握 Canvas 的基本操作，获取上下文对象以及绘制图形和清除画布等 

  通过连连看理解普通的游戏物理技巧，如判断有无障碍物，如何寻找物体等 

  理解画布的坐标技巧，能通过点击事件来处理相关的画布操作 
二、学习任务 

  以小组的方式对完成的页面进行讨论，记录未能成功修改的需求并与教师讨论 

三、参考资源 Canvas 教程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API/Canvas_API/Tutorial 

四、困惑与建议 将遇到的难点和不清晰的地方通过截屏等方式记录，准备与教师面对面讨论问题 

五、学习回顾 
 （难度星级） 

  实现随机绘制色块     ☆☆ 
  实现自定义事件绑定与监听    ☆☆☆ 
  实现寻路算法      ☆☆☆☆☆    

5.3  任务实施 

5.3.1  任务 1  连连看思路 

连连看问题可简化为一个正方形内的方块寻路问题。先尝试解决 1 个 4×4 方块的连连看，

思路：插入一个宽、高都为 500 px 的 Canvas，作为绘图区域，在 Canvas 上绘制 8 对两两相同

的色块，当点击了 2 个色块时就判断颜色和路径，同时满足颜色相同、路径相通的两个色块就

使它们的颜色变为透明，从而实现连连看效果。项目界面如图 5-1 所示。 

 
  

图 5-1 

界面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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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任务 2  项目样式结构 

新建 1 个 index.html，在 body 中插入 1 个 Canvas 标签，设置 Canvas 的 id 为“canvas”，

在 JS 目录下新建 1 个 lianliankan.js，打开 index.html，完成 script 引入，代码如图 5-2 所示。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 
 <script src="js/lianliankan.js"></script> 
</head> 
<body> 
 <canvas id="canvas" width="500" height="500" ></canvas> 
</body> 

  

5.3.3  任务 3  连连看 JS 设计 

1．定义变量 

根据规则连连看的连接线最多只能有 2 个直角拐角，并且连接线当中的单元格必须是空

的。连接线允许使用棋盘外的空单元格。首先进行变量定义，对于用到的各类信息先定义再使

用，有利于代码检视，如图 5-3 所示。 

    let canvas = document.querySelector("#canvas"); //获取画布元素 
    let cxt = canvas.getContext('2d'); //获取画布的上下文对象，用于绘制 
    let a, b, c, d; //用于记录拐点坐标 
    let arr = [];//存储基本元素的数组 
    let newarr = [];//存储成对元素的数组 
    let rows = 0; //当前颜色块的行数 
    let cols = 0; //当前颜色块的列数 
    let mx; //存储点击事件的 x 坐标 
    let my;//存储点击事件的 y 坐标 
    let barr = [];//存储那些要用于判断颜色的数组，存最多 2 个元素 
    let bindex = [];//存储 barr 数组的下标 

  5.3  任务实施 

2．初始化色块 

当网页加载完毕时，执行 initYuansu()，并定义元素初始化方法。初始化色块所在位置

如图 5-4 所示，代码中已讲解过的内容用注释表示，节省篇幅，但真正编码时不能省略。 

window.onload = () => {//箭头函数 
      //定义全局变量     
    initYuansu()// 网页加载完毕执行,用于初始化色块 
} 

  

代码解读：定义 initYuansu()，该方法主要执行创建基本元素块，并根据基本色块创建成

对的色块，然后再打乱存储色块数组的顺序，初始化色块完毕后再执行后续方法。 

图 5-4

初始化加载

图 5-3

定义全局变量

图 5-2

HTML 文件

 
                    

微课 5-1
连连看-学习目标
任务资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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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基本色块 
创建 8 个不同颜色但大小相同的色块，如图 5-5 所示，使每次刷新页面后展示出来的色块

颜色不同。 

function initYuansu(){ 
    //创建基本元素 
    setYuansu() 
} 
function setYuansu() { 
    for (let i = 0; i < 8; i++) { 
        let obj = { 
            width: 50, 
            height: 50, 
            isBorder: false, 

color: "rgba(" + parseInt(255 * Math.random()) + "," + parseInt(255 * Math.random()) + "," + parseInt(255 *  
Math.random()) + ",1)" 
        }; 
        arr.push(obj); 
    } 
} 

  

代码解读：setYuansu()方法用一个 for 循环创建 8 个不同颜色的色块，并指定色块的宽度

和高度都为 50。isBorder 属性是用于后面判断当前色块是否为包围圈的布尔型变量，用 random
函数产生 3 个随机数作为 rgb 值，以 rgb 值的不同来定义 8 个颜色不同的色块。 

（2）创建成对色块 
因为连连看中每个色块或图标必须成对存在，故将这 8 个基本元素复制两遍，并存入新数

组中即可，代码如图 5-6 所示。 

function initYuansu(){ 
     setYuansu()  //创建基本元素 
     setDouble()  //创建成对元素   
     } 
function setDouble(){ 
    for (let i = 0; i < 2; i++) { 
        for (let j = 0; j < arr.length; j++) { 
            let obj1 = {};//解决传址问题 
            for (let att in arr[j]) { 
                obj1[att] = arr[j][att]; 
            } 
            newarr.push(obj1); 
        }    }  } 

  

代码解读：最外层 for 循环执行 2 次，用于设置 2 个颜色相同的色块，第二层 for 循环是

取出存储基本色块数组中的元素，用于复制。最内层 for 循环是为了解决传址问题，使用新建

对象并将原对象属性复制过去的方法可以解决传址问题。 

 

图 5-5 

创建基本元素 

图 5-6 

创建成对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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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乱并判断 
在 Canvas 上绘制成对色块时，是按新数组中对象顺序来绘制，为使绘制出来的色块没有

特定顺序，需要事先打乱新数组中各对象的位置，并且要保证每个对象位置都有机会被改变，

并且为了保证绘制出来的连连看第一步可以消除，需要至少一对相邻色块颜色相同，如果没有

就继续打乱，如图 5-7 所示，注意连连看游戏可以最终不能全消除。 

function initYuansu() { 

       setYuansu() //创建基本元素 

       setDouble()//创建成对元素 

       reorder() //打乱和判断 

} 

function reorder(){ 

    //执行打乱方法，并判断元素是否有至少一对相邻颜色相同的色块 

    panduan: while (true) { 

        daluan(newarr.length); 

        for (let i = 0; i < newarr.length; i++) { 

                           //前 3 列中左右是否有颜色相同的色块 

                           //前 3 行中上下是否有颜色相同的色块 

if ((((i + 1) % 4 != 0) && (newarr[i].color = = newarr[i + 1].color)) || ((i < 12) && (newarr[i].color = = newarr 

[i + 4].color))) 

                break panduan; 

        }    }   } 

//打乱 newarr 中所有元素 

function daluan(length) { 

        //每次都在数组中随机找一个元素下标，与当前元素交换位置 

    for (let i = 0; i < length; i++) { 

        let index = parseInt(Math.random() * 1000) % length; 

        let temp = newarr[i]; 

        newarr[i] = newarr[index]; 

        newarr[index] = temp; 

    } 
} 

  

代码解读：reorder()方法中用一个 while 循环让它一直执行，每次执行都先执行打乱函数

daluan()，然后再判断（判断前 3 列中左右是否有颜色相同的色块或者前 3 行中上下是否有颜色

相同的色块）打乱后的数组元素是否有至少一对相邻颜色相同的色块，如果有就终止循环，没

有就继续循环。 
daluan()方法用于打乱存储色块的数组的顺序，用一个 for 循环每次都在数组中随机查找一

个元素下标，与当前元素交换位置，保证数组每个位置都有机会被改变。 

3．绘制色块 

初始化色块后，需要将色块绘制到画布上，调用 newarr 中对象的属性来设置图形填充色

和宽高，代码如图 5-8 所示。 

图 5-7

打乱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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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initYuansu() { 
    …… 
    //增加绘制元素函数 
    drawYuansu() 
} 
//绘制全部图像 
function drawYuansu(){ 
    for (let i = 0; i < newarr.length; i++) { 
        cxt.fillStyle = newarr[i].color; 
        cxt.beginPath(); 
        cxt.fillRect( 
            cols * (newarr[i].width), 
            rows * (newarr[i].height), 
            newarr[i].width, newarr[i].height 
        ); 
        newarr[i].x = cols * (newarr[i].width); 
        newarr[i].y = rows * (newarr[i].height); 
        cols++; 
        if (cols % 4 = = 0) { 
            //下文增加包围圈时 4 要改为 6 
            rows++; 
            cols = 0; 
        }    } 
} 

  

代码解读：DrawYuansu()方法用于把色块绘制到画布，该方法用一个 for 循环绘制每个不

同颜色的色块，在每次循环中，先设置填充颜色为对应色块的颜色，然后绘制长方形，长方形

相对于画布的 x 坐标为 cols*色块的宽度，y 坐标为 rows*色块的高度，其中 cols 为第几列，rows
为第几行，在全局变量中设置默认两个值都为 0，长方形的宽度和高度是色块的宽度和高度，

绘制完再把相应的 x、y 值存储到对应的色块对象中，以便后面使用，执行每次循环后需把 cols
加 1 来跳到下一列进行绘制，当 cols=4 时即位置超过最大列数 4 时，设置 rows++，即跳到下

一行。这时效果如图 5-9 所示。 

 
 

5.3.4  任务 4  绑定连连看事件 

1．自定义触发事件 

每点击一个色块时，要重绘整个 Canvas，并判断鼠标坐标是否在绘画路径内，若在路径

图 5-8 

绘制元素 

图 5-9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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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则调用回调函数，这时需要自定义触发事件，代码如图 5-10 所示。 

//自定义 Event 事件 
function Event(cxt, type, data, callback) { 
    this.cxt = cxt; 
    this.type = type; 
    this.data = data; 
    this.callback = callback; 
    this.draw(); } 
Event.prototype = { 
    draw () { //draw:function(){}缩写 
        if (this.type = = "rect") { 
            let a = this.data.split(","); 
            cxt.rect(a[0], a[1], a[2], a[3]); 
            cxt.fill(); 
        } 
    }, 
    add(mx, my) {//add:function(){}缩写 
        //如果坐标在路径中，则调用回调函数 
        if (this.cxt.isPointInPath(mx, my)) 
            this.callback(); 
    } 
} 

  

代码解读：Event 方法接收 4 个参数，cxt 为画布上下文，type 为要绘制的图形类型（便于

函数重用）。data 为绘制图形时需要的所有属性，callback 为回调函数，并执行 draw()方法，draw()
以及 add()是利用 prototype 为 Event 添加的 2 个方法，add()方法用于判断坐标是否在路径中，

有则调用回调函数，draw()方法判断如果 type 为 rect，则处理 data 并绘制相应的图形。 

2．绑定点击事件 

给画布绑定点击事件，单击鼠标时，获取鼠标位置并触发自定义事件将整个 Canvas 重绘，

再执行事件中的 add 函数判断坐标是否在路径中，代码如图 5-11 所示。 

canvas.onclick = function (e) { 
    mx = e.pageX - this.offsetLeft; 
    my = e.pageY - this.offsetTop; 
    drawImg(); } 
function drawImg() { 
    cxt.clearRect(0, 0, 500, 500); 
    for (let i = 0; i < newarr.length; i++) { 
        cxt.fillStyle = newarr[i].color; 
        cxt.beginPath(); 
        let data = newarr[i].x + "," + newarr[i].y + "," + newarr[i].width + "," + newarr[i].height; 
        let event1 = new Event(cxt, "rect", data, () => {//箭头函数 
            //回调函数内容 
        }); 
        event1.add(mx, my); 
    }  } 

图 5-11

点击事件

图 5-10

自定义事件

 
                    

微课 5-2
连连看-注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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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解读：给画布 Canvas 绑定点击事件，触发点击事件时，获取相对画布的 x、y 坐标，

存储在全局变量 mx 和 my 上，然后调用 drawImg 方法()。 
drawImg()方法先清除画布内容，再循环 newarr 数组，在每一次循环中获得 Event 自定义

事件所需要的参数，再根据这些参数更新一个 Event 对象 event1，之后再执行 event1 的方法判

断坐标是否在路径上。 
绑定事件后，点击两个相同色块后，为使两色块消失，需要在 event1 对象的回调函数中

写上对应的操作，代码如图 5-12 所示。 

function drawImg() { 
    cxt.clearRect(0, 0, 500, 500); 
    for (let i = 0; i < newarr.length; i++) { 
        cxt.fillStyle = newarr[i].color; 
        cxt.beginPath(); 
        let data = newarr[i].x + "," + newarr[i].y + "," + newarr[i].width + "," + newarr[i].height; 
        let event1 = new Event(cxt, "rect", data,  () => {//箭头函数 
            //回调函数 
            //判断是否两次点击的色块是同个色块 
            if (i = = bindex[0]) { 
                return; 
            } 
            barr.push(newarr[i]);//把当前点击到的色块压入 barr 数组中 
            bindex.push(i);//记录压入的色块对应元素的下标 
          if (barr.length = = 2) { 
               //如果两次点击的色块不是同一块且颜色相同 
          if (barr[0].color = = barr[1].color && bindex[0] != bindex[1]) { 
                     //使色块对应的元素的颜色属性改为透明 
                     barr[0].color = "rgba(0,0,0,0)"; 
                     barr[1].color = "rgba(0,0,0,0)"; 
                     barr = [];//清空 barr 数组 
                     bindex = [];//清空 bindex 数组 
                     drawImg(); 
                } 
                //只要 barr 数组中有两个元素，不管是否符合条件，都要清空 
                barr = []; 
                bindex = []; 
            } 
        }); 
        event1.add(mx, my); 
    }  } 

 

代码解读：首先介绍 2 个全局变量：barr 存储那些要用于判断颜色的数组，bindex 存储

barr 数组的下标。在回调函数中，判断两次点击的色块是否为同一个，是则 return（退出回调），

否则继续进行下去，判断 barr 数组的长度，如果等于 2，先把当前点击到的色块压入 barr 数组

中，再记录压入的色块对应元素的下标，使色块对应的元素的颜色属性改为透明，再清空 barr
和 bindex 数组，之后再调用 drawImg()。最后要继续清空 barr 和 bindex 数组，不管是否符合上

面判断条件，只要 barr 中有 2 个元素，都要清空。 

图 5-12 

自定义事件 

回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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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要点击两个相同颜色的色块就可以消除，色块消除前后效果如图 5-13 所示，但

这并非真正的连连看，因为两个相同色块之间的路径拐点必须在两个以内，换句话说就是要有

路径规则。 

 
 

5.3.5  任务 5  实现寻路功能 

1．定义 2 个备用坐标点 

在全局变量中，已声明 4 个变量 a、b、c、d 作为单拐点的坐标或双拐点的两个坐标，为

连线作准备。为方便后面代码理解，在此加入一张元素下标图和一张色块坐标，如图 5-14 所

示，回忆一下，屏幕的原点是在左上角，通过对各方块坐标的计算来完成寻路算法。 

 
  

2．判断两点相通函数 

寻路功能的基本方法，判断同行或同列色块之间是否可以相通，判断依据为两色块之间的

其他色块是否为透明，相通则返回 true，不通则返回 false，如图 5-15 所示。 

function linePathFinding(x, y, m, n, index0, index1) {//index0 是(x,y)的下标,index1 是(m,n)的下标 
    if (x = = m) { 
        //如果是同列 
        if (n - y > 0) { 
            //如果(m,n)在(x,y)下面 
            for (let ii = 0; ii < ((n - y) / 50) - 1; ii++) { 
                //判断两色块之间是否通行 
                if (newarr[index1 - (ii + 1) * 6].color != "rgba(0,0,0,0)")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图 5-14

元素下标与色块坐标图

图 5-13

消除效果图

 
                    

微课 5-3
连连看-消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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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 
            //如果(m,n)在(x,y)上面 
            for (let ii = 0; ii < ((y - n) / 50) - 1; ii++) { 
                //判断两色块之间是否通行 
                if (newarr[index0 - (ii + 1) * 6].color != "rgba(0,0,0,0)")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 else if (y = = n) { 
        //如果是同行 
        if (m - x > 0) { 
            //如果(m,n)在(x,y)右面 
            for (let ii = 0; ii < ((m - x) / 50) - 1; ii++) { 
                //判断两色块之间是否通行 
                if (newarr[index1 - (ii + 1)].color != "rgba(0,0,0,0)")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else { 
            //如果(m,n)在(x,y)左面 
            for (let ii = 0; ii < ((x - m) / 50) - 1; ii++) { 
                //判断两色块之间是否通行 
                if (newarr[index0 - (ii + 1)].color != "rgba(0,0,0,0)")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 
} 

  

代码解读：linePathFinding()用来判断 2 个色块是否相通，该方法接收 6 个参数，其实就是

2 个色块的位置及其在数组中的索引，x、y 为 index0 的列数（减 1）和行数（减 1），m、n 为

index1 的列数（减 1）和行数（减 1）。 
进入方法首先判断两个色块是否在同一列，即 x 与 m 是否相等，当两个色块在同一列时

（x= =m），再判断两个色块的上下位置关系（y 与 n 的关系），当(m,n)在(x,y)下面时(n>y)，通过

一个 for 循环取出在 x 列从当前 y 行下面的色块直到 n 行时（不包括 y 和 n）的色块，并判断

这些色块是否为透明。如果全部为透明，则说明两个色块相通，返回 true，不透明则说明不相通，

返回 false。用同样的方法判断另外 3 种情况，当(x,y)在(m,n)下方、左方以及右方时是否相通。 

3．无拐点函数 

若两个色块在同行或者同列，要先判断两个色块是否可以直接相通，只要调用

linePathFinding 函数即可，代码如图 5-16 所示。 

图 5-15 

判断两点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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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拐点 
function noPoint(x, y, m, n, index0, index1) { 
    if (linePathFinding(x, y, m, n, index0, index1))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4．寻找下标函数 

使用 linePathFinding 函数时，除了需要两个色块的坐标，还需要这两个色块对应的数组元

素的下标，而下文的单拐点函数会使用到第 3 个色块坐标，必须找出该色块对应的数组元素的

下标，故先声明该函数，代码如图 5-17 所示。 

//获取未知坐标(x,y)的下标（求第一个坐标的下标） 
function getIndex(x, y, m, n, index) { 
    //假设 x、y 未知,m、n 已知,index 是m、n 的下标 
    if (x = = m) { 
        //如果是同列 
        if (n - y > 0) { 
            //如果(m,n)在(x,y)下面 
            return index - (n - y) / 50 * 6; 
        } else { 
            //如果(m,n)在(x,y)上面 
            return index + (y - n) / 50 * 6; 
        } 
    } else if (y = = n) { 
        //如果是同行 
        if (m - x > 0) { 
            //如果(m,n)在(x,y)右面 
            return index - (m - x) / 50; 
        } else { 
            //如果(m,n)在(x,y)左面 
            return index + (x - m) / 50; 
        } 
    } 
} 

  

代码解读：getIdex()方法是在已知色块 1(x,y)的坐标和下标 index，并且知道色块 2 的坐标

(m,n)时，求另一个色块 2 的下标的方法。如果色块 1(x,y)和色块 2(m,n)在同列(x= =m)，并且色

块 2(m,n)在色块 1(m,n)的下面时（即 n>y），由于色块是按索引顺序在画布中从左到右、从上到

下排列，在已知 n 和 y 的情况了，不难得出色块 2 的下标，公式如代码所示，返回求出来的下

标。用同样的方法判断另外 3 种情况，当色块 1(x,y)在色块 2(m,n)下方、左方以及右方时求出

色块 2 的下标。可以设置断点，然后跟踪调试查看相关变量的变化。 

图 5-17

寻找下标函数

图 5-16

无拐点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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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拐点函数 

思路：若色块坐标(x,y)和(m,n)不同行也不同列，则会有两个第三色块，分别是(x,n)和(m,y)。
先判断其中一个，若该第三色块与原先两个色块相通，则用 c、d 记录该色块的坐标并不判断

另一个第三色块，若该第三色块不与原先两个色块相通，则判断另一个第三色块。单拐点逻辑

如图 5-18 所示。 

 
  

代码如图 5-19 所示。 

//一个拐点 
function onePoint(x, y, m, n, index0, index1) { 
    //c、d 为拐点坐标 
    if ((x = = m) || (y = = n)) { 
        return false; 
    } 
    //有两个可走拐点，为(x,n)和(m,y) 
    let indextemp = getIndex(m, y, m, n, index1);  
    //寻找(m,y)对应元素的下标 
    //如果第三拐点与原先两个色块相通并且本身透明，记录其坐标，并返回 true 

if (linePathFinding(m, y, m, n, indextemp, index1) && linePathFinding(x, y, m, y, index0, indextemp) 
 && (newarr[indextemp].color = = "rgba(0,0,0,0)")) { 

 

图 5-18 

单拐点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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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m; 
        d = y; 
        return true; 
    } else { 
        indextemp = getIndex(x, n, m, n, index1); 
        if (linePathFinding(x, n, m, n, indextemp, index1) && linePathFinding(x, y, x, n, index0, indextemp) 
 && (newarr[indextemp].color = = "rgba(0,0,0,0)")) { 
            c = x; 
            d = n;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 

  

代码解读：onePoint()方法用来判断当色块 1(x,y)与色块 2(m,n)不在同行且不在同列时，两

个拐点中是否有一个与色块 1(x,y)和色块 2(m,n)都相同的拐点。 
首先要先排除色块 1(x,y)跟色块 2(m,n)在同行或者同列的情况，即 x= =m 或者 y= =n；当

两个色块不在同一行时并且不在同一列时，有 2 个拐点分别是(x,n)和(m,y)。先判断其中一个拐

点(m,y)是否与 2 个色块都相通并且本身为透明，此时把这个拐点看成色块 3(m,y)，要判断色块

3(m,y)与色块 1(x,y)和色块 2(m,n)都相通则需要调用 linePathFinding(因为色块 3(m,y)分别与色块

1(x,y)和色块 2(m,n)同行同列)分别做判断。当 2 个判断返回都为 true 并且色块 3(m,y)本身为透

明的话，则说明这个拐点与 2 个色块都相通，返回 true，否则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判断第二个拐

点(x,n)，如果第二个拐点与 2 个色块都相通，则返回 true，否则说明两个拐点都存在于色块不

相通的情况，返回 false。 

6．增加包围圈 

因为双拐点函数会涉及“棋盘”以外区域，而 linePathFinding 函数使用的条件是参数必须

为色块坐标，故可在“棋盘”四周增加一个包围圈，该包围圈由透明色块组成，增加包围圈代

码必须在绘制画布前实行，代码如图 5-20 所示，同时要把之前图 5-8 中用到的判断条件

if(cols%4= =0)的 4 改为 6。 

function initYuansu() { 
   …… 
    //打乱和判断 
    reorder() 
    //增加包围圈 
    addSound() 
    //绘制元素 
    drawYuansu() 
} 
function addSound() { 
    let obj = { width: 50, height: 50, isBorder: true, x: 0, y: 0, color: "rgba(0,0,0,0)" } 
    //增加数组包围圈 
    for (i = 0; i < 7; i++) { 

图 5-19

单拐点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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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obj1 = {};//解决传址问题 
        for (let att in obj) { 
            obj1[att] = obj[att]; 
        } 
        newarr.push(obj1); 
    } 
    for (i = 0; i < 2; i++) { 
        let obj1 = {};//解决传址问题 
        for (let att in obj) { 
            obj1[att] = obj[att]; 
        } 
        newarr.splice(12, 0, obj1); 
    } 
    for (i = 0; i < 2; i++) { 
        let obj1 = {};//解决传址问题 
        for (let att in obj) { 
            obj1[att] = obj[att]; 
        } 
        newarr.splice(8, 0, obj1); 
    } 
    for (i = 0; i < 2; i++) { 
        let obj1 = {};//解决传址问题 
        for (let att in obj) { 
            obj1[att] = obj[att]; 
        } 
        newarr.splice(4, 0, obj1); 
    } 
    for (i = 0; i < 7; i++) { 
        let obj1 = {};//解决传址问题 
        for (let att in obj) { 
            obj1[att] = obj[att]; 
        } 
        newarr.splice(0, 0, obj1); 
    } 
} 

  

代码解读：根据图 5-21 可以知道需要增加的色块对应的下标，所以 addSound()方法就是

先定义一个透明且大小相同的色块，并设置 isBorder 为 true，说明它是包围圈，然后按下面外

圈的索引依次添加进数组 newarr。这里还要解决一下传址问题，参考前面已经讲过传址问题，

这里不再赘述。 
此时元素色块坐标图如图 5-22 所示。 

     

图 5-20 

增加包围圈 

图 5-21 

元素下标图 

图 5-22 

元素色块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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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双拐点函数 

思路：若两个色块在同行或同列，但用无拐点判断无法相通，或者两个色块不在同行也不

同列，但用单拐点判断无法相通，可能双拐点可使两个色块相通。以两个色块中的其中一个色

块为起点，另一个为终点，遍历起点色块四周，找出透明色块，沿透明色块方向逐步移动并使

用单拐点判断是否相通，相通则用 a、b、c、d 分别记录两个拐点的坐标，并不再判断起点色

块周围其他方向的透明色块。逻辑如图 5-23 所示。 

 
  

遍历查找可以采用深度优先策略，使用递归的方法，代码如图 5-24 所示。 

//两个拐点 
function twoPoint(x, y, m, n, index0, index1) { 
    //以(x,y)为终点，以(m,n)为起点，遍历起点四周 
    //上 
    if (newarr[index1 - 6].color = = "rgba(0,0,0,0)") { 
        if (canGo(index1 - 6, -6, x, y, index0)) { 
            return true;     } 
    } 
    //下 
    if (newarr[index1 + 6].color = = "rgba(0,0,0,0)") { 
        if (canGo(index1 + 6, 6, x, y, index0)) { 
            return true;    } 

图 5-23

双拐点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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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 
    if (newarr[index1 - 1].color = = "rgba(0,0,0,0)") { 
        if (canGo(index1 - 1, -1, x, y, index0)) { 
            return true;      } 
    } 
    //右 
    if (newarr[index1 + 1].color = = "rgba(0,0,0,0)") { 
        if (canGo(index1 + 1, 1, x, y, index0)) { 
            return true;      } 
    }  } 
function canGo(indexz, temp, x, y, index0) { 
    //判断是否通行 
    if (onePoint(newarr[indexz].x, newarr[indexz].y, x, y, indexz, index0)) { 
        a = newarr[indexz].x; 
        b = newarr[indexz].y; 
        return true; 
    } else { 
        //是否是包围圈? 
        if (newarr[indexz].isBorder) { 
            return false; 
        } else { 
            indexz = indexz + temp; 
            //决断下个点是否透明 
            if (newarr[indexz].color = = "rgba(0,0,0,0)") { 
                canGo(indexz, temp, x, y, index0); 
            } else { 
                return false;      }       
  }    }  } 

  

代码解读：在 twoPoint()方法中，接收 2 个色块的坐标和下标，以色块 1(x,y)为终点，以

色块 2(m,n)为起点，每次执行 twoPoint()方法，都会取起点色块 2(m,n)上下左右邻边的色块的

下标以及 2 个色块之间的下标差，并和终点色块 1(x,y)的坐标和下标作为参数调用 canGo()方法。

以起点色块 2(m,n)上边邻近的色块为例，由于每行有 4 个色块加上 2 个包围圈的色块总共有 6
列，所以去掉色块 2(m,n)下标为 index1 的上一行同列的色块下标为 index1-6，下标差为 6，并

和终点色块 1(x,y)的坐标(x,y)和下标 index0 作为参数调用 canGo()方法。 
在 canGo()方法中，接收由 twoPoint()方法传来的参数，分别是邻近色块的下标 indexz，与

邻近色块的下标差 temp，以及终点色块坐标(x,y)和下标 index0。该方法先调用 onePoint 判断邻

近色块与终点色块是否相通，是则将这个邻近色块坐标存储于 a、b 变量中，并返回 true，如果

邻近色块与终点不相通，则判断这个邻近色块是否为包围圈，是则返回 false，告知此路线不通，

消除此路线，如果这个邻近色块不是包围圈，则再取相同方向上与邻近色块又邻近的色块的相

关值，继续执行 canGo()方法判断，直到出现有临近色块与终点相通的情况或者取到的邻近色

块为包围圈的情况时退出函数。 

5.3.6  任务 6  修改点击色块触发事件 

前面已经将判断两个色块是否相通的函数定义好，现在要将它们应用到点击事件中触发的

drawImg()方法中，逻辑如图 5-25 所示。 

图 5-24 

双拐点函数并 

判断相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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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判断相通逻辑图

 
                    

微课 5-4
连连看-实现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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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代码如图 5-26 所示。 

//触发事件 
function drawImg() { 
    cxt.clearRect(0, 0, 500, 500); 
    for (let i = 0; i < newarr.length; i++) { 
        cxt.fillStyle = newarr[i].color; 
        cxt.beginPath(); 
        let data = newarr[i].x + "," + newarr[i].y + "," + newarr[i].width + "," + newarr[i].height; 
        let event1 = new Event(cxt, "rect", data, () => { //箭头函数 
            if (i = = bindex[0]) { 
                return; 
            } 
            barr.push(newarr[i]); 
            bindex.push(i); 
            console.log("barr 的长度：" + barr.length); 
            if (barr.length = = 2) { 
                if (barr[0].color = = barr[1].color && bindex[0] != bindex[1]) { 
                    let x = barr[0].x; 
                    let y = barr[0].y; 
                    let m = barr[1].x; 
                    let n = barr[1].y; 
                    let index0 = bindex[0]; 
                    let index1 = bindex[1]; 
                    if ((x = = m) || (y = = n)) { 
                        //无拐点 
                        if (noPoint(x, y, m, n, index0, index1)) { 
                            strokeLine0(x, y, m, n); 
                            window.setTimeout(()=> {//箭头函数 
                                myinit(); 
                            }, 500); 
                        } else if (twoPoint(x, y, m, n, index0, index1)) { 
                            //双拐点 
                            strokeLine2(m, n, x, y, a, b, c, d); 
                            window.setTimeout(()=> {//箭头函数 
                                myinit(); 
                            }, 500); 
                        } else { 
                            barr = []; 
                            bindex = [];     } 
                    } else { 
                        if (onePoint(x, y, m, n, index0, index1)) { 
                            //单拐点 
                            strokeLine1(x, y, m, n, c, d); 
                            window.setTimeout(()=> {//箭头函数 
                                myinit(); 
                            }, 500); 
                        } else if (twoPoint(x, y, m, n, index0, index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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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拐点 
                            strokeLine2(m, n, x, y, a, b, c, d); 
                            window.setTimeout(()=> {//箭头函数 
                                myinit(); 
                            }, 500); 
                        } else { 
                            barr = []; 
                            bindex = [];      } 
                    } 
                } else { 
                    barr = []; 
                    bindex = [];    } 
            } 
        }); 
        event1.add(mx, my); 
    } 
} 

  

代码解读：相对于前面 drawImg()方法主要修改了 event1 对象的回调函数，重点来看看回

调函数。回调函数中先判断两次点击是否为同一个色块，如果是直接跳出函数，如果不是则把

当前点击的颜色块对象以及下标分别存储到 barr 和 bindex 数组中。当 barr 数组长度等于 2 时，

说明点击了 2 个不相通的颜色块，此时判断 2 个颜色块颜色是否相同，如果颜色相同且两个颜

色块不是同一个，则把颜色块 1 跟颜色块 2 的坐标分别存储到变量 x、y 和变量 m、n 中，把下

标分别存储到 index0 和 index1 中。存储完毕后判断拐点情况。 
  如果 2 个色块在同行或者同列，则调用 noPoint()方法判断是否相通，如果相通则调用

strokeLine0()方法绘制无拐点消除线，并延迟 500 ms 调用 myinit()方法清除此对色块并

重绘画布。 
  如果 2 个色块在同行或者同列并且调用 noPoint()方法判断不相通，则调用 twoPoint()方
法判断双拐点的情况下是否相通，如果相通则调用 strokeLine2()方法绘制双拐点消除

线，并延迟 500 ms 调用 myinit()方法清除此对色块并重绘画布。 
  如果 2 个色块在同行或者同列情况下调用 noPoint()以及 twoPoint()方法都不相通，则清

空数组 barr、bindex。 
  如果 2 个色块不在同行并且不在同列，则调用 onePoint()方法判断是否相通，如果相通

则调用 strokeLine1()方法绘制单拐点消除线，并延迟 500 ms 调用 myinit()方法清除此对

色块并重绘画布。 
  如果 2 个色块不在同行且不在同列并且调用 onePoint()方法判断不相通，则调用

twoPoint()方法判断双拐点的情况下是否相通，如果相通则调用 strokeLine2()方法绘制双

拐点消除线，并延迟 500 ms 调用 myinit()方法清除此对色块并重绘画布。 
  如果 2 个色块不在同行且不在同列情况下，调用 onePoint()以及 twoPoint()方法都不相通，

则清空数组 barr、bindex。 
下面对上述绘制消除线以及消除相同且颜色相同的颜色块并重绘画布的方法进行定义，如

图 5-27 所示。 

图 5-26

drawImg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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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解读：myinit()方法用于清空颜色块并重绘画布，把 2 个颜色块颜色设置为透明，则

能达到消失的效果，并执行 drawImg()重绘画布，最后把存储颜色块对象的数组 barr 已经存储

颜色块下标的数组进行清空。 
strokeLine0()方法用于绘制无拐点消除线，先定义消除线的颜色为蓝色，线宽为 5，并以

颜色块 1 的中心(x+25,y+25)为起点，以颜色块 2 的中心(m+25,n+25)为目标绘制一条路径。

strokeLine1()与 strokeLine2()步骤类似。 
至此，连连看的核心代码已经制作完毕，效果如图 5-28 所示。 

//清除数组，重绘画布 
function myinit() { 
    barr[0].color = "rgba(0,0,0,0)"; 
    barr[1].color = "rgba(0,0,0,0)"; 
    drawImg(); 
    barr = []; 
    bindex = []; 
} 
//绘制无拐点消除线 
function strokeLine0(x, y, m, n) { 
    cxt.beginPath(); 
    cxt.strokeStyle = "blue"; 
    cxt.lineWidth = 5; 
    cxt.moveTo(x + 25, y + 25); 
    cxt.lineTo(m + 25, n + 25); 
    cxt.stroke(); 
} 
//绘制单拐点消除线 
function strokeLine1(x, y, m, n, a, b) { 
    cxt.beginPath(); 
    cxt.strokeStyle = "blue"; 
    cxt.lineWidth = 5; 
    cxt.moveTo(x + 25, y + 25); 
    cxt.lineTo(a + 25, b + 25); 
    cxt.lineTo(m + 25, n + 25); 
    cxt.stroke(); 
} 
//绘制双拐点消除线 
function strokeLine2(x, y, m, n, a, b, c, d) { 
    cxt.beginPath(); 
    cxt.strokeStyle = "blue"; 
    cxt.lineWidth = 5; 
    cxt.moveTo(m + 25, n + 25); 
    cxt.lineTo(c + 25, d + 25); 
    cxt.lineTo(a + 25, b + 25); 
    cxt.lineTo(x + 25, y + 25); 
    cxt.stroke(); 
} 

图 5-27 

清除重绘和消除 

线函数 

图 5-28 

连连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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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加入胜利提示功能，当所有色块都消失时弹窗提示，代码如图 5-29 所示。效

果如图 5-30 所示。 

//判断胜负 
function allwhite() { 
   for (let m = 0; m < newarr.length; m++) { 
        if (newarr[m].color != "rgba(0,0,0,0)")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function drawImg() { 
    if (allwhite()) { 
        alert("好吧，你赢了"); 
      } 
      ... 
} 

     

代码解读：Allwhite()方法判断 newarr 数组中所有的元素是否都属于透明状态，是则说明

全部消除，返回 true，只要有一个不是，则返回 false。 5.5  单元练习 

5.4  单元小结 

本单元学习了用 3 根以内的直线连在一起消除相同的色块，规则简单，游戏速度节奏快，

主要完成了 3 个任务。 
① 通过随机数生成基本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绘制成对元素。 
② 实现色块与色块间的路线、寻路判断。 
③ 如何绘制消除线，即实现消除效果。 
连连看经历了桌面游戏、在线游戏、社交游戏 3 个过程。读者学习游戏制作，不仅可以体

验游戏的乐趣，重要的是锻炼编程思维，还可以在里面找 bug，优化代码，增加彩蛋，挑战自

己设定的难度，体验编程的乐趣。 

5.5  单元练习 

1．制作一个水果连连看（请把色块改为水果图标）。 
2．试着把棋盘变大，变成 12×12，注意考虑最短路径。 

 
 
 
 
 
 
 

图 5-29

判断胜负函数

图 5-30

胜利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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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引例描述 

上课考勤传统使用纸质考勤，一旦文件丢失或损坏必将对学生成绩造成影响。如果使用

Excel 定时进行记录很多人的使用情况，不方便随时随地查询统计。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便利，

可以采用前后端分离的方式开发一套签到系统的接口，实现登录、注册、签到和签到的查询，

Web服务器将执行脚本程序，然后把执行结果发到前端浏览器显示。 
本单元将完成一套简易接口开发，包含使用 Node.js 操作 MySQL 数据库、使用 JWT 校验

方式替代 Cookie 进行身份认证鉴权，通过 bcrypt 算法进行密码的加密与校验。 

6.2  任务陈述 

具体学习任务见表 6-1。 

表 6-1  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掌握基于 Node.js 的 Express 框架服务端接口开发 

  掌握 Node.js 操作 MySQL 数据库 

  掌握 Postman 接口调试工具的使用 
一、达成目标 

  掌握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流程 

  掌握 Node.js 应用的初始化与启动，npm 依赖的管理 

  使用 Node.js 的 mysql 包进行数据库的增删改查 

  了解密码的加密方式与前后端用户身份识别 

  使用 Postman 对 API 接口进行调试 

二、学习任务 

  以小组的方式对完成的页面进行讨论，记录未能成功修改的需求并与教师讨论 

  在 Node.js 官网：https://www.node.org/ 通过官网了解 Node.js 的起源与发展 

  通过 npm 官网：https://www.npmjs.com/ 搜索有关的依赖包 三、参考资源 

  通过 Postman 官网：https://www.getpostman.com/ 下载和查阅工具的使用 

四、困惑与建议 将遇到的难点和不清晰的地方通过截屏等方式记录，准备与教师面对面讨论问题 

五、学习回顾 
 （难度星级） 

  Node.js 操作 MySQL 数据库☆☆ 
  密码加密与 JWT 颁发☆☆☆    
  ES6 与 ES7 新特性☆☆☆☆         

6.3  知识准备 

服务器端处理的主要是逻辑和业务。除了本单元介绍的相关知识，深入应用后还有很多知

识要学习，如协议层（TCP/IP）、操作系统知识，大流量下如何配置 Nginx 服务器参数，流量

进来服务器如何处理连接恢复的连接风暴，高并发秒杀型应用如何做限流，内存吃紧如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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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压力大了自然要做数据缓存，模块复杂了自然要解耦，上线次数多了当然要自动化部署。

后续在实践应用中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进行知识学习可以触类旁通。 

6.3.1  知识点 1  Node.js、Express 与 Postman 接口调试工具 

1．Node.js 

Node.js 是一个 JS 运行时环境（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解析、执行 JS 代码），不是一门语言/
库/框架。Node.js 中的 JavaScript 没有 BOM、DOM，只有 EcmaScript（基本语法），因为服务

端不操作页面。在 Node 这个 JavaScript 执行环境中为 JS 提供了一些服务器级别的操作 API（如

文件读写、构建网络服务、网络通信、HTTP 服务器等） 
特性：使用事件驱动、非阻塞 IO 模型（即异步）、轻量高效大多数与 JS 相关的包都

放在 npm 上。例如，有了 npm 之后，一条命令就可以下载不同的库/框架（如 jQuery），

不用再到各个库/框架的官网去下载。Web 服务器后台（Java、PHP 做的 Node.js 都能做）。

任何服务端技术的 BS 编程模型都是一样的，和语言无关。Node 没有 HTML 文件，只有.js
文件。 

在 Windows 中的安装方法比较简单，从 Node 官网下载 Windows 版本的 Node.js 进行安装

（为了避免重装系统等事件影响，安装在非系统版，如安装在 D:\Program Files\nodejs）。 
安装完成后可以使用 cmd（通过 Win+R 然后输入 cmd 进入）测试是否安装成功。方法：

在 cmd 下输入 node-v，出现版本提示如图 6-1 所示，就完成了 Node.js 的安装。 

 
 
由于新版 Node.js 已经集成了 npm，所以安装完成时 npm 也一并安装好了。同样可以使用

cmd 命令行输入 npm-v 测试是否成功安装，如图 6-2 所示。 

 
 

常规 Node.js 的搭建已经完成。如果在 cmd 下输入 node 进入 node 开发模式，尝试输入

Node.js 第 1 句：“hello world”。通过在命令窗口输入：console.log('hello world')方式打印出希望

的结果，如图 6-3 所示。 

 
   

也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在 Mac OS 上来安装 Node。 
  在官网下载 pkg 安装包，直接安装即可。 
  使用 brew 命令来安装： 

访问 https://brew.sh/index_zh-cn.html 安装 homebrew 工具，再使用 brew 命令，如图 6-4
所示。 

图 6-1

Node.js 版本检查

图 6-2

Node.js 的 npm 包

管理工具版本检查

图 6-3

在命令行中尝试简单的编程

                    

 

 
                    

微课 6-1
node.js 接口开发-

学习目标任务
资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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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press 框架 

Express 框架是基于Node.js平台的快速、开放、极简的 Web 开发框架。它为

Web 应用程序提供一个保持 小规模的、灵活的 Node.js 应用程序开发框架，为 Web

和移动应用程序提供一组强大的功能。通过不同的 HTTP 实用工具和中间件，快速

方便地构建强大的 API。因为提供了按需组合的模式，性能上 Express 并不会使 Chrome V8 引

擎大大降低效率。目前市面上许多流行的开发框架都基于 Express 构建。 

3．Postman 接口调试工具 

Postman 是一款调试网络程序或者是网页 B/S 模式的程序调试工具。它适

用于不同的操作系统，还支持 Postman 浏览器扩展程序、Postman Chrome 应用

程序等。作为 Chrome 插件类产品，可以通过该工具发送各种 HTTP 请求，实

现自动化接口测试，多人共同协作连调开发等。 

下载地址：https://www.getpostman.com，使用界面如图 6-5 所示。 

 
 

前后端分离常用技术如下。 

（1）身份认证方式 JWT  

Json Web Token（JWT），是为了在网络应用环境间传递声明而执行的一种基于 Json 的开

放标准（RFC 7519）。该 Token 被设计为紧凑且安全，特别适用于分布式（避免单一集中，可

分担压力合理调配资源）站点的单点登录场景。JWT 的声明一般被用来在身份提供者和服务提

供者间传递被认证的用户身份信息，以便于从资源服务器获取资源，也可以增加一些额外的其

 

图 6-4 

在 Mac OS 通过 brew 包 

管理工具安装 Node.js 

图 6-5 

Postman 

面板介绍 

 
                    

微课 6-2 
node.js 接口开发- 

express 框架和 
中间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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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业务逻辑所必需的声明信息。该 Token 可直接被用于认证，也可被加密。 

（2）密码加密算法 bcrypt 

相对来说 bcrypt 算法是运算较慢的算法。越慢的算法越安全，通常算法越慢黑客破解成本

越高。通过 salt 和 cost 这两个值来减缓加密过程，加密时间（百 ms 级）远远超过 md5（1ms

左右）。相对于计算机 bcrypt 的计算速度很慢，但是对用户来说，这个过程比眨眼还快。bcrypt

是单向的，经过 salt 和 cost 的处理使其受 rainbow 攻击破解的概率降低，同时破解的难度也提

升不少，使用也比较简单。 

（3）ES6 新特性箭头函数 

箭头函数表达式的语法比函数表达式更加简洁，并且没有自己的 this、arguments、super
或 new.target。这些函数表达式适用于那些本来需要匿名函数的地方，但不能用作构造函数。

箭头函数与传统函数的差异如图 6-6 所示。 

// 函数表达式 
function funName(arg1, arg2) { 
    // 函数体  } 
// 箭头函数表达式 
let funName = (arg1, arg2) => { 
    // 函数体  } 

// let funName = (arg1) => { 
//     // 函数体 
// } 
//参数只有 1 个可去掉小括号 
let funName = arg1 => { 
    // 函数体  } 

// let funName = (arg1, arg2) => { 
//     return arg1 + arg2 
// } 
// 执行语句只有一条，可去掉花括号与 return 
let funName = (arg1, arg2) => arg1 + arg2 
let A = funName(1,2) 
console.log(A) // 3 

          (a) 定义对比             (b) 参数只有 1 个小括号，         (c) 当函数体只有 1 条执行语句时，  
                                          可以省略                        花括号、return 可以省略 

 

从表达式看，可以简单理解成它去掉了函数的标志 function，并在参数（即小括号）

与函数体（即花括号）中间多了一个箭头“=>”，且箭头函数是一个匿名函数，只有一

行表达式。在写法上常常省略圆括号或大括号，如图 6-7 所示，比较难看出这是一个箭

头函数。 

let funA = x => x+1 
console.log(funA(5)) // 6 

   

上例中，其实函数只有简单的一句 x => x+1，该表达式是一个参数只有一个 x，执行语句

只有一条 return x+1 的箭头函数。 

箭头函数不能作为一个构造函数去使用，对于图 6-8 的情况会报错：funB 不是一个构造

函数，说明箭头函数不能作为构造函数来使用。 

let funB = () => { 
    // 函数体 } 
let A = new funB() // 报错 funB 不是一个构造函数 

   

一般函数表达式中的 this 都是指向该函数，而箭头函数体内的 this 对象就是定义时所在的

对象，而不是使用时所在对象，所以在箭头函数使用 this 时会指向上一级，参考示例如图 6-9

所示。 

 

图 6-6

箭头函数与传统

函数的差异

图 6-7

箭头函数示例

图 6-8

尝试将箭头函数做构造函数会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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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objA = { 
    name: 'ES6', 
    funA: function(){ 
        console.log(this) // {name: "ES6", funA: ƒ} 
        let that = this 
        let childFun = () => { 
            console.log(this) // {name: "ES6", funA: ƒ} 
            console.log(that = = = this) // true        } 
        childFun() 
    } } 
objA.funA() 

 

从上例可以看到，在对象中定义的函数 this 的指向是对象本身，所以 funA 中的 this 是指

向 objA，如果在 funA 中再定义一个箭头函数，可以看到在箭头函数中的 this 指向其实和 funA
的指向一样，都是指向对象 objA，所有箭头函数本身是没有 this 的，它的 this 会指向上一级。 

（4）ES7 关键字 async 与 await 
ES7 推出的 async/await 特性对 JS 的异步编程是一个重大的改进，该关键字是在

ECMAScript2017(ES7)提出的一个标准。在不阻塞主线程的情况下，它为用户提供了使用同步

代码风格去异步获取资源的能力。 

6.3.2  知识点 2  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 

传统 B/S 架构开发应用分工比较模糊，开发人员既要熟悉服务器端脚本又要关注界面开

发，不能专注优化业务。而前后端分离，使前端开发人员可以专注于界面的开发，后端开发人

员负责接口的开发，只关心数据。即使后端开发人员不懂任何的 HTML 相关知识都可以同时

进行协同工作。前后端完全分离的方式构建项目是现在的开发趋势。 
在这种开发模式中，前端专注于：UI 层页面实现、获取数据和控制逻辑、渲染页面和提

高用户体验，减少服务器压力。后端专注于：服务层、业务逻辑和数据处理，只做数据与任务

的调度，只关心输入内容，不关心任何界面。后台错误不会直接反映到前台，前台收到后台错

误代码也可以用正确逻辑处理。分离的开发模式优点是：架构合理、职责划分明确，前后台分

别开发，测试接口方便，调试报错方便、扩展性强，当前后端升级框架改进代码时互不影响。  

6.4  任务实施 

6.4.1  任务 1  创建项目 

Node.js 安装已经在前面提及，不再展开描述。使用 vscode 来操作演示，创建一个文件夹，

名为 mycheckin-server，后面所有开发相关的代码将会在该文件夹中完成。 

1．初始化 

在 mycheckin-server 目录下将会自动生成 Node.js 的项目相关配置清单 package.json 文件。

打开 vscode，切换到 mycheckin-server 文件夹。右击空白处，选中在终端打开，这时在编辑器

底部则会有相应的终端提示框。 

图 6-9 

箭头函数 this 会指向上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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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命令行界面（Windows 系统可以进入该文件夹，按住 Shift 键，然后在空白处右击，

有提示在该处打开 cmd 或 powershell；OS X 系统则打开终端，使用 cd 命令切换到该文件夹下），

如图 6-10 所示。 

 
 

输入 npm init 然后按回车键，终端上相应显示要输入的内容提示，此处可以按回车键默认

自动填写，注意屏幕提示输入 entry point 字段时，需要输入 app.js，如图 6-11 所示，然后在

mycheckin-server 目录中将会自动生成 Node.js 项目相关配置清单 package.json 文件。 

 
 

2．安装 Express 框架与其他依赖包 

同样通过在 vscode 终端上输入命令，命令模版格式：npm install 模块名 --save-dev 
或者简写为：npm i 模块名 -S （注意：命令严格区分大小写)。 
Express 安装命令：npm i express -S。 
按回车键后需要稍等一会，图 6-12 所示是安装过程，图 6-13 所示为安装完成的界面。 

 
 

图 6-10

vscode 终端演示

图 6-11

node.js 应用初始化

图 6-12

安装 Express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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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安装其他相关依赖包，清单如图 6-14 所示。 

 
 

  bcrypt：用于计算密码加密。 
  body-parser：请求主体格式化。 
  jsonwebtoken：计算前后端分离的用户身份标识。 
  mysql：数据库依赖包。 

安装命令如下： 

npm i bcrypt body-parser jsonwebtoken mysql  -S 

必要时可以重新安装更新 package.json 中所有的依赖。 
完成安装后，在 mycheckin-server 目录下新建 app.js、model 文件夹和 router.js，如图 6-15

所示。 

 
 

图 6-13 

安装完毕 

图 6-14 

安装后的依赖清单 

图 6-15 

结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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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press 框架的引入和启动服务 

打开 app.js，输入基本内容，如图 6-16 所示。 

// 加载框架内容 
const express = require('express') 
// 获取函数实例 
const app = express() 
// 访问/ 
app.get('/', (request, response) => { 
    response.send('hello world') //发送 1 个请求 
}) 
// 启动监听 3000 端口，注意 80 端口是系统默认端口 
app.listen(3000, () => console.log('app run on 3000')) 

 

4．运行 Node.js 应用 

安装 Node.js 之后，在终端默认可以直接输入 Node + JS 文件名称，则可以使用 Node.js 运

行 JS 文件。在 vscode 终端上输入 node app.js，按回车键后可以看到终端上输出 app run on 3000 
的提示字样，如图 6-17 所示。测试服务器情况，打开浏览器，输入 127.0.0.1:3000 进行访问，

即可看到服务器返回的内容。服务器启动成功如图 6-18 所示。 

 
 

 
 

6.4.2  任务 2  服务端开发 

1．初始化项目目录结构 

首先要对项目功能模块进行划分，做到高内聚低耦合。单一功能只存放于对应的同类文件

中，此次项目的文件按功能进行划分，目录结构如图 6-19 所示。 
  node_modules 第三方包存储目录（使用 npm 装包默认生成)。 
  model 模型（存放数据库操作相关模块）。 
  app.js 应用程序启动入口（加载 Express，启动 HTTP 服务…）。 
  routes.js 存储路由相关模块。 
  package.json 项目包说明文件，用来存储项目名称，第三方包依赖等信息。 
  package-lock.json npm 产生的包说明文件（由 npm 装包自动产生）。 

图 6-16

项目中新建 app.js 内容

图 6-17

启动 Node.js 应用

图 6-18

在浏览器访问服务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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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由的设计 

路由就是请求对应的地址，一个项目接口开发流程必须先列出所需要的请求接口，提前规

划好划分功能，这样后期可以大大提高项目的维护。路由信息表见表 6-2。 

表 6-2  项目路由表 

请求路径 请求方法 参数 作用 

/api/register POST Stuno、name、password 注册 

/api/login POST Stuno、password 登录 

/api/checkin/add POST region 新增签到 

/api/checkin/select GET  签到列表 

/api/checkin/del POST id 删除签到 

3．路由模块的编码 

简单应用只需提取一个路由文件模块，随着应用变复杂路由会越来越多，将按照不同的业

务分门别类创建多个路由文件模块放到 router.js 进行管理和维护。由于本单元提及的功能数较

少，因此不需要进行按模块的拆分，统一编码写入 router.js 文件中。 
提取路由文件的步骤如图 6-20 所示。该位置引用相对于当前 app.js 文件同一文件夹内的

router.js 文件，如图 6-21 所示。注意加载路由的代码，省略了扩展名（容错性能强大）。 

const exprees = require('express') 
const router = exprees.Router() 
router.get('/',(req,res)=>{ 
  res.send('hello world') 
}) 
module.exports = router 

 // 加载框架内容 
const express = require('express') 
// 加载路由 
const router = require('./router') 
// 获取函数实例 
const app = express() 
// 监听 3000 端口 
app.listen(3000, () => console.log('app run on 3000')) 

 

4．打开浏览器访问路由路径进行测试。 

输入：127.0.0.1:3000/，结果应显示：hello world 
后面路由和业务的代码设计都将在此 JS 文件上进行编码。 

图 6-19 

建立相关的文件和文件夹 

图 6-20 

router.js 示例 

图 6-21 

app.js 中挂载 

路由模块 

 
                    

微课 6-3 
node.js 接口开发-

中间键的作用和编
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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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任务 3  数据库表的设计 

本项目使用开源 MySQL 作为数据库，存储用户信息和签到记录。首先进行建表完成设计

要求，然后用 Node.js 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1．用户表的设计 

用户表主要用来记录用户的相关信息，如图 6-22 所示。 

CREATE TABLE `user`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stuno` varchar(20) COLLATE utf8mb4_bin NOT NULL COMMENT '学号', 
  `name` varchar(20) COLLATE utf8mb4_bin NOT NULL COMMENT '姓名', 
  `password` varchar(128) COLLATE utf8mb4_bin NOT NULL COMMENT '密码哈希值',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stuno` (`stuno`)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2 DEFAULT CHARSET=utf8mb4 COLLATE=utf8mb4_bin; 

 
 

2．签到表的设计 

签到表主要记录用户的签到时间与签到地点，如图 6-23 所示。 

CREATE TABLE `checkin`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userid` int(11) NOT NULL COMMENT '用户 id', 
  `region` varchar(255) COLLATE utf8mb4_bin NOT NULL COMMENT '签到地点', 
  `create_time` int(10) NOT NULL COMMENT '签到时间，10 位时间戳', 
  PRIMARY KEY (`id`), 
  KEY `userid` (`userid`)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3 DEFAULT CHARSET=utf8mb4 COLLATE=utf8mb4_bin; 

 
 

图 6-22

设计创建用户表

图 6-23

设计创建签到表

 
                    

微课 6-4
node.js 接口开发-

数据库和路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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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ode.js 操作 MySQL 

数据库的配置需要对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直接操作数据库可以在 router.js 中输入如图 6-24
所示的内容，但除了测试用途，此方法不推荐。 

// 引入数据库mysql 包 
var mysql = require('mysql') 
// 初始化数据库配置 
var connection = mysql.createConnection({ 
    host: '127.0.0.1', // 数据库地址 
    user: 'root', // 数据库账号 
    password: 'root', //数据库密码 
    database: 'signsys' // 所操作的库名称 
}) 
// 连接到数据库 
connection.connect() 
// 执行查询 
connection.query('SELECT 1 + 1 AS solution', function (error, results, fields){ 
    if(error) throw error; 
    console.log('The solution is: ',results[0].solution) 
}) 
// 关闭连接 
connection.end() 

 

图 6-24 操作使用单个连接，从效率和安全性来说，都比较低，因为一旦连接断开，就无

法操作数据库。推荐使用连接池的方式来操作数据库。由于项目操作数据库较多，为了方便，

将数据库操作封装为一个单独的工具模块放入 model/db.js 中，即哪里使用就在哪里加载。接下

来介绍使用连接池的方式操作数据库。 
首先，在 model 下创建一个 MySQL 连接的配置模块 database.config.js，如图 6-25 所示，

方便后期修改。此处使用 module.exports 关键字导出数据库配置对象。 

 
  

图 6-25 

数据库独立配置文件 

图 6-24 

单个连接数据库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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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 model 下创建一个进行操作的模块 db.js（用于进行数据库的连接和数据的操作)，
如图 6-26 所示。 

 
 

封装后的代码如图 6-27 所示。 

//定义数据库 query 函数，向外暴露 
var mysql = require('mysql'); 
var databaseConfig = require('./database.config'); //引入数据库配置模块中的数据 
//向外暴露方法 
module.exports = { 
  query(sql, params, callback) { 
    //每次使用时需要创建连接，数据操作完成之后要关闭连接 
    var connection = mysql.createConnection(databaseConfig); 
    connection.connect((err) => { 
      if (err) { 
        console.log('数据库连接失败'); 
        throw err;      } 
      //开始数据操作 
      //传入 3 个参数，第 1 个参数 SQL 语句，第 2 个参数 SQL 语句中需要的数据，第 3 个参数回调函数 
      connection.query(sql, params, (err, results, fields) => { 
        if (err) { 
          console.log('数据操作失败'); 
          throw err;        } 
        //将查询出来的数据返回给回调函数，这时就没有必要使用错误前置的思想，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已经对错误 
        //进行了处理，如果数据检索报错，直接就会阻塞到这个文件中 
        callback && callback(results, fields); 
        //results 作为数据操作后的结果，fields 作为数据库连接的一些字段，可以打印到控制台进行观察 
        //停止连接数据库，必须再查询语句后，要不然一调用这个方法，就直接停止连接，数据操作就会失败 
        connection.end((err) => { 
          if (err) { 
            console.log('关闭数据库连接失败！'); 
            throw err;      } 
        });      });    });  }   }; 
 

图 6-26

封装的数据库操作

图 6-27

封装数据库

操作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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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好自定义模块之后，就可以在需要的地方调用。以下是调用实例，如在 router.js 中需

要操作数据库操作，直接进行一次引入，然后输入相关 SQL 语句与参数即可执行。 

测试操作，在数据库用户表添加一条数据，接着在 router.js 编写查询用户信息的代码进行

检验，如图 6-28 所示。 

const exprees = require('express') 

const router = exprees.Router() 

// 引入封装后的数据库操作 

const db = require('./model/db') 

router.get('/',(req,res)=>{ 

     db.query('select * from user', [],(results,fields)=>{ 

         // 打印结果在控制台 

         console.log(results);          

     }) 

}) 

module.exports = router 
   

在项目根目录打开终端，执行 node app 启动服务器。打开浏览器输入 127.0.0.1:3000 则会

执行查询操作，将结果打印在 vscode 终端上。至此封装后的数据库操作代码检验成功，数据库

用户表的数据执行成功，如图 6-29 所示。 

 

 
 

6.4.4  任务 4  中间件 

Express 的特色是中间件，一个 Express 应用就是由许多中间件来完成的。为了理

解中间件，先来回想一下网上购物，用户在网上下单购买后，平台将订单发给商家，商家

再将货物交给快递公司， 后快递员将货物送到用户手中。中间经历了一系列的处理环节，

称其中的每个处理环节就是一个中间件。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样做既提高了生产

效率也保证了可维护性。接下来通过一个简单的中间件例子“打印日志”介绍如何编写中

间件。 
首先，在 app.js 继续输入如图 6-30 的内容。 

图 6-28 

查询代码 

图 6-29 

在终端打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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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get('/',(req,res)=>{ 
    console.log(`${req.method} ${req.url}`) 
    res.send('index') 
})  
app.get('/about',(req,res)=>{ 
    console.log(`${req.method} ${req.url}`) 
    res.send('about') 
})  
app.get('/home',(req,res)=>{ 
    console.log(`${req.method} ${req.url}`) 
    res.send('home') 
})  

 

在这个示例中，每一个请求处理函数都做了一件同样的事情：请求日志功能（在控制台打

印当前请求方法、请求路径）。处理雷同代码自然想到用封装来解决，如图 6-31 所示。 

app.get('/', (req, res) => { 
    //console.log(`${req.method} ${req.url}`) 
    logger(req) 
    res.send('index') }) 
app.get('/about', (req, res) => { 
    // console.log(`${req.method} ${req.url}`) 
    logger(req) 
    res.send('about') }) 
app.get('/home', (req, res) => { 
    // console.log(`${req.method} ${req.url}`) 
    logger(req) 
    res.send('home') }) 
function logger(req) { 
    console.log(`${req.method} ${req.url}`) } 

  

这样的做法自然没有问题，但是请读者想一想，现在只有 3 个路由，如果说有 10 个、100
个、1000 个呢？那在每个请求路由函数中都手动调用一次就太麻烦了。 

思考一下如何使用中间件来解决这个简单小功能带来的问题。app.use()就是通常所说的使

用中间件。中间件函数可以理解为 function(request,response,next)，其中还有一个 next 参数，而

这个 next 也是一个函数，表示函数数组中的下一个函数。Express 内部维护一个函数数组，函

数数组表示在发出响应之前要执行的所有函数，也就是中间件数组使用 app.use(fn)后，传进来

的 fn 就会被放到这个数组中，执行完毕后调用 next()方法执行函数数组里的下一个函数，如果

没有调用 next()的话，就不会调用下一个函数，即调用就会被终止。 
如图 6-32 所示代码执行之后，就会发现任何请求进来都会先在服务端打印请求日志，然

后才会执行具体的业务处理函数。中间件函数封装了一些处理一个完整事件的功能函数，可以

执行这些任务：执行任何代码、修改 request 或者 response 响应对象、结束请求响应周期和调

用下一个中间件。 
中间件可以分为：应用程序级别、路由级别、错误处理、内置和第三方中间件，下面来看

看前 3 个的用法。 

图 6-30

未使用中间件输出不同请求信息

图 6-31

封装公共方法打印请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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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日志中间件 
app.use((req, res, next)=>{ 
    console.log(`${req.method} ${req.url}`) 
    next() }) 
// 监听 3000 端口 
app.listen(3000, () => console.log('app run on 3000')) 
app.get('/', (req, res) => { 
    res.send('index') }) 
app.get('/about', (req, res) => { 
    res.send('about')}) 
app.get('/home', (req, res) => { 
    res.send('home') }) 

 

1．应用程序级别中间件 

应用级中间件使用方式为 app.use([path,] function [, function...])，该写法是所有请求都会流

经该函数进行处理，一般用于校验身份、记录日志、权限认证，如图 6-33 所示。 

var express=require('express'); 
const app = express() 
app.use((req, res, next)=>{ 
    console.log('中间件 1') 
    next() 
}) 
app.get(‘/test’,(req, res)=>{ 
    res.send(‘http 请求 1’) 
}) 

 

2．路由级别中间件 

路由级中间件和应用级中间件一样，只是它绑定的对象是 express.Router()，如图 6-34 所示。 

//引入 express.Router()方法 
var app = express(); 
var router = express.Router(); 
// 路由中间件，通过该路由的每个请求都会执行该中间件 
router.use(function (req, res, next) { 
  console.log('Time:', Date.now()); 
  next(); 
}); 

 

3．错误级别中间件 

错误级别中间件只是在发生错误时才调用该中间件，一般进行日志的记录、返回错误信息

提示用户，如图 6-35 所示。 

app.use(function(err,req, res, next){ 
    console.error(err.stack) 
    res.status(500).send('somethink broke') 
}) 

图 6-32 

使用中间件来打印请求信息 

图 6-35 

错误级别中间件 

图 6-33 

应用级中间件 

图 6-34 

路由级别中间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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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任务 5  业务逻辑的开发接口 

接下来开发专用于封装 SQL 语句操作，在 model 目录下创建以下模块，如图 6-36 所示。 

 
 

  userSql.js：注册、登录 SQL。 
  checkinSql.js：签到相关 SQL。 
  db.js：数据库封装类，前面已提及过。 
  database.config.js：数据库配置文件，前面已提及过。 

在 app.js 编辑基本内容导入 md5、jsonwebtoken 第三方模块、db、userSql，checkinSql、
自己封装的模块。使用第三方模块可以进入 npm 官网 https://www.npmjs.com/，进行模块搜索查

阅使用文档，如 jsonwebtoken，单击第一个查看详情，安装命令位于网站右侧，使用说明文档

位于左侧，如图 6-37 所示。每个包的安装方式基本一致，使用说明则需要单独查看。 

 
图 6-37

查阅依赖包的安装与使用方式

图 6-36

封装后的 SQL 存放位置

 
                    

微课 6-5
node.js 接口开发-

签到业务和逻辑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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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任务 6  接口开发准备 

开发流程首先搭建好服务端的主要入口：app.js，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做好入口规划后续

维护更方便，如图 6-38 所示。 

// 引入 Express 框架 
const express = require("express") 
// 引入路由文件 
const router = require("./router") 
// 引入请求主体解析 
const bodyParser = require('body-parser') 
const app = express(); 
//配置 body-parser 
// pars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app.use(bodyParser.urlencoded({ 
  extended: false 
})) 
// 配置路由列表 
app.use(router) 
// 监听 3000 端口，启动服务器 
app.listen(3000, () => { 
  console.log("app listening on port 3000!") 
}) 

 

在 app.js 中引用了框架、路由文件以及中间件 bodyParser。 
在 vscode 终端输入 node app，启动服务器，如图 6-39 所示。 

 
 

用户相关 SQL 操作，打开 model/userSql.js，该文件主要封装用户注册和登录的 SQL 语句，

SQL 相关知识不在本单元讨论。userSql.js 内容如图 6-40 所示。 

// 封装了用户的 SQL 
let userSQL = { 
  insert: 'insert into user(stuno,name,password) values(?,?,?)', // 插入注册数据 
  queryByUserId: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id = ? ', // 查找符合用户存在条件的数据 
  queryByStuNo: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stuno = ? ', // 查找符合用户存在条件的数据 
  queryLogin: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stuno = ?',   //查找用户的信息 
}; 
module.exports = userSQL; 

  

签到表相关 SQL，checkinSql.js 文件保存签到相关内容，如图 6-41 所示。 

 

图 6-39 

在 vscode 启动 node 应用 

图 6-38 

在 app.js 引入路由文件 

图 6-40 

在 model/userSql.js 

文件封装用户操作相关 

的 SQ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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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到相关 SQL 
let checkinSQL = { 
    // 倒叙查询表的签到记录 
    queryAll: `select c.id,c.userid,c.region,c.create_time,user.id as uid,user.name 
            from checkin c  join user on c.userid = user.id 
            where c.userid = ? order by id desc`, 
    // 插入一条签到数据 
    insert: 'insert into checkin(userid,region,create_time) values(?,?,?)', 
    // 删除一条签到数据 
    drop: 'delete from checkin where id = ? ', 
}; 
// 导出该对象 
module.exports = checkinSQL; 

  

至此完成基础功能的开发，接下来对 API 接口进行编码。 
由于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对比传统 MVC 开发模式少了视图部分，但是得益于前后端

分离开发，后端开发人员可以更专注地与数据打交道，无需过于关心数据展示。 
接下来在 router.js 文件进行接口的开发，本单元由于设计的接口数量较少，因此不对接口

进行按模块拆分 JS。 
router.js 中需要引入一些公共部分的模块库，先输入如下内容，如图 6-42 所示。 

const express = require('express')// 引入框架 
const router = express.Router(); //引入路由类 
const bcrypt = require('bcrypt'); //密码哈希库 
const saltRounds = 1 // 盐值，计算密码哈希用，数字越大计算越慢 
const db = require('./model/db') //数据库 
const jwt = require('jsonwebtoken'); //生产 token 
const privateKey = 'hj@39Kd.12hj123Dw1khjkhjkhkj' /*这里由于项目较小，密钥暂时随便写，安全性会低，如
何完善可以自行查询进行正确编写，由于 SQL 语句种类很多，为了维护和管理，把不同接口类型的 SQL 封
装起来*/ 
const user = require('./model/userSql') //引入用户 SQL 
const checkin = require('./model/checkinSql')//引入签到 SQL 
// 导出对象 
module.exports = router 

  

6.4.7  任务 7  业务逻辑分析 

签到系统需要由两个部分来完成：用户和签到。签到需要用户登录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用户登录需要用户先注册，第一步先完成用户的注册接口。 

1．用户注册逻辑 

用户注册需要输入姓名、学号、密码，使用 post 方法，但是没有界面进行输入应如何处

理呢？直接在 URL 上访问是 get 操作，此时接口调试工具 Postman 就出场了（回忆一下图 6-5）。

打开 Postman，选择 get 请求方法，如图 6-43 所示。 

图 6-41

在 model/

checkinSQL.js

文件封装签到

相关的 SQL 语句

图 6-42

在路由文件

导入公共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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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求地址输入需要把数据发送到的地址，本项目启动于本机的 3000 端口，因此在地址

栏输入 127.0.0.1:3000 即可。尝试继续在 router.js 输入内容，如图 6-44 所示。 

router.get('/', (req, res) => { 
    res.send('hello world') 
}) 

  

在地址栏输入 127.0.0.1:3000，选择 GET 方法，尝试访问之前在浏览器中访问的默认地址，

单击 Send 按钮发送，会看到响应区域和在浏览器中访问的效果一样，同样遵循 HTTP 协议，

返回一致的结果，如图 6-45 所示。 

 
 

图 6-43 

Postman 选择 

请求方法 

图 6-45 

使用 Postman 

访问 

图 6-44 

在路由文件设置主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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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进行用户注册的代码编写。在 router.js 继续输入如下内容，如图 6-46 所示。 

//注册接口 
router.post('/api/register', async (req, res) => { 
    let registerData = req.body //获取前端传入的数据 
    //查询用户是否存在 
    await db.query(user.queryByStuNo, [registerData.stuno.toString()], (results, fields) => { 
        //用户已存在 
        if (results.length != 0) { 
            return res.status(200).json({ 
                code: 1, 
                msg: '用户已存在', 
                data: []    }) 
        } 
        //生成密码哈希 
        registerData.password = bcrypt.hashSync(registerData.password, saltRounds); 
        //用户不存在，插入数据库 
        let userInfo = [registerData.stuno, registerData.name, registerData.password] 
        db.query(user.insert, userInfo, (results, fields) => { 
            res.status(200).json({ 
                code: 0, 
                msg: '注册成功', 
                data:   }) 
        })    });  }) 

 

从字面上看，该接口是一个 POST 方法的接口，如图 6-47 所示。 

router.post('/api/register', async (req, res) => {}) //省略了部分代码 

 

访问的路径是 api/register，然后回调一个函数，该函数是一个异步的箭头函数。在函数前

方加了 async 关键字，则会使用异步方式来执行。 

2．ES6 新特性 let 关键字 

继续看注册接口的逻辑代码，在箭头函数里有 let 关键字。 

let registerData = req.body //获取前端传入的数据 
这里，let 可以代替传统的 var 定义变量，因为 let 是一个局部变量，其作用范围是{} 同

一级的大括号内，var 则是全局变量。 
接下来可以看到查询用户是否存在的代码： 

await db.query() //省略了部分代码 

此处声明了 await 关键字，需要与 async 关键字配合使用。等待 MySQL 的返回结果，然

后再执行其他代码。这样做可以减少异步回调嵌套的数量。 
当 MySQL 查询该用户学号不存在时，则可以进行插入数据库的操作，如果存在这个学号，

则提示用户已存在。 

图 6-46

用户注册代码

图 6-47

在请求回调里

使用箭头函数

 
                    

微课 6-6
node.js 接口开发-

用户注册的代码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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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注册需要把密码加密，很多初学者往往使用 md5 算法来进行加密，但是这是一个错

误的做法，md5 算法只是一个摘要算法，并不适合用来做密码的加密。而应当使用 bcrypt 来进

行密码加密，该函数通过输入用户的明文密码与盐值来进行密码加密。盐值默认为数字 1，数

字越大则越慢，也越安全， 后计算出来的是一个哈希字符串。下面代码使用同步的方式进行

密码加密。 

registerData.password = bcrypt.hashSync(registerData.password, saltRounds); //生成密码哈希 

然后调用插入数据库操作，输出插入结果为 Json 格式。结果的校验：在 Postman 中进行

接口调试，选中方法为 POST，单击下方参数区域 Body，选中 x-www-form-urlencoded，输入

参数单击 Send 按钮即可完成，如图 6-48 所示。 

 
  
数据库中可看到刚新增李四的学号是 20191001，密码是一个哈希值，如图 6-49 所示。 

 
 
至此实现完毕整个注册过程。 
3．用户登录逻辑 

用户登录的逻辑代码如图 6-50 所示，内容与前面注册类似，不再赘述。 

图 6-48 

发送注册数据 

图 6-49 

用户注册添加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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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接口 
router.post('/api/login', async (req, res) => { 
    let loginData = req.body //获取用户传入的数据 
    console.log(loginData) 
    //查询用户是否存在 
    await db.query(user.queryByStuNo, [loginData.stuno], (results, fields) => { 
        //用户不存在 
        if (results.length = = = 0) { 
            return res.status(200).json({ 
                code: 1, 
                msg: '用户不存在', 
                data: []      }) 
        } //将密码与查询出来的 hash 进行比较   //用户存在，执行查询操作 
        let userInfo = [loginData.stuno] 
        db.query(user.queryLogin, userInfo, (results, fields) => { 
            if (results.length != 0) { 
                // 找到用户，比较用户输入的密码与数据库的 hash 密码 
                console.log() 
                let hash = results[0].password; 
                let loginCompare = bcrypt.compareSync(loginData.password, hash); 
                if (loginCompare) { 
            //登录成功，默认生成 token，并把 userid 存起来，以便后续解密该 token，此 userid 可以用于查询身份验证 

               //该 jwt.sign({第 1 个参数：用户身份唯一标识，第 2 个参数：token 密钥，第 3 个参数：token 的过期时间（选

填）}) 

                    let token = jwt.sign({ 
                        userid: results[0].id 
                    }, privateKey); 
                    res.status(200).json({ 
                        code: 0, 
                        msg: '登录成功', 
                        data: { 
                            token   } 
                    }) 
                } else { 
                    res.status(200).json({ 
                        code: 1, 
                        msg: '密码错误', 
                        data: []   }) 
                } 
            } else { 
                res.status(200).json({ 
                    code: 1, 
                    msg: '用户不存在', 
                    data: []   }) 
            }        })    });   }) 

 

此处有用户密码的校验，所以后台逻辑的操作是先查询该用户的信息，检查该用户是否存

在，如果存在则取其密码哈希值，使用函数进行对密码校验，下面代码使用了同步方式进行校

图 6-50

用户登录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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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返回一个布尔值。第一个参数是用户输入的明文密码，第二个参数是数据库里存的哈希值。

如果验证成功则继续操作。 

 let loginCompare = bcrypt.compareSync(loginData.password, hash); 

如果检验成功也进行 jwttoken 的颁发，对比于 Cookie 认证模式，由于前后分离与

C/S 架构的开发都基本采用 JWT 的身份校验方式来进行一个身份识别。在 token 中包含

着用户的关键识别码，只有拥有密钥才能进行一个解码。如图 6-51 所示，代码没有设立

过期时间。 

 //登录成功，默认生成 token，并把 id 存起来，以便后续解密该 token，此 id 可以用于查询身份验证 
 //该 jwt.sign({第 1 个参数：用户身份唯一标识，第 2 个参数：token 密钥，第 3 个参数：token 的过期时间（选填）})
    let token = jwt.sign({ 
      userid: results[0].id 
    }, privateKey); 
 

接口调试，打开 Postman 调试工具，选择 POST 方法，地址输入 127.0.0.1:3000/api/login，

Body 参数如图 6-52 所示。该内容请参照真实情况设置。从返回结果可以看到，data 中返回了

一个对象，该对象包含一个 token，用于后面需要登录的接口识别用户身份。 

 
 

4．用户签到逻辑 

签到时需要用户提供签到地点和用户身份识别（token）。签到时记录签到时间，签到时间

使用 10 位 UNIX 时间戳表示，签到成功后数据库新增一条记录，其中 userid 用于与 user 表进

行连接查询，如图 6-53 所示。 
在 router.js 继续输入如下内容，如图 6-54 所示。 

图 6-51 

使用 JWT 颁发 

身份令牌 

图 6-52 

测试 POST 方法 

输入请求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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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登录—中间件 
const auth = async (req, res, next) => { 
    //先获取客户端请求头返回来的 token 
    const raw = req.headers.accesstoken 
    if (!raw || raw = = = 'null') { 
        return res.status(200).json({ 
            code: 2, 
            msg: '请登录', 
            data: []  }) 
    } 
    //在通过 token 和密钥对该客户端用户进行解密 
    const tokenData = jwt.verify(raw, privateKey) 
    //寻找刚在登录接口加密的对应的 userid 
    const { 
        userid 
    } = tokenData 
    //查询用户是否存在 
    await db.query(user.queryByUserId, [userid], (results, fields) => { 
        //用户不存在 
        if (results.length = = = 0) { 
            return res.status(200).json({ 
                code: 1, 
                msg: '用户不存在', 
                data: []     }) 
        } 
        req.user = JSON.parse(JSON.stringify(results[0])) 
        next() 
    }); 
} 
// 新增签到接口 
router.post('/api/checkin/add', auth, async (req, res) => { 
    //获取中间件的用户 userid 
    let userid = req.user.id 
    //获取用户的数据 
    let checkinData = req.body 
    //对时间进行处理 
    let date = Math.floor(Date.now() / 1000) 
    //SQL 语句参数 
    let checkinInfo = [userid, checkinData.region, date] 
    db.query(checkin.insert, checkinInfo, (results, fields) => { 
        res.status(200).json({ 
            code: 0, 
            msg: '请求成功', 
            data: []     }) 
    })  }) 

图 6-54

使用中间件校验登录和签到代码

图 6-53

签到表原始记录

 
                    

微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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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用户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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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新建了一个中间件函数 auth，所有需要登录的操作都要执行该中间件。 
在 router.post('/api/checkin/add', auth, async (req, res) => {})中，第二个参数 auth 是需要执行

的中间件函数，判断是否登录，如果没有登录则提示登录，登录后则进行接下来的操作。 
通过 Postman 验证，此处需要注意，Postman 在参数中选中 Headers，KEY 值设定为

accesstoken，VALUE 设定为登录接口返回的 token 值，如图 6-55 所示。 

 
 

在 Body 中选中 region，在 VALUE 中输入签到地点，如图 6-56 所示。 

 
 

后单击 Send 按钮，查看数据库，可以看到刚提交的一条新记录，如图 6-57 所示。 

 
 

图 6-55 

输入用户识别 

accesstoken 

图 6-56 

新增签到 

Postman 配置 

图 6-57 

新增签到记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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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的查询，查询操作比较简单，这里不再详述。在 router.js 输入以下代码，如图 6-58
所示。 

//签到列表接口 
router.get('/api/checkin/select', auth, async (req, res) => { 
    //获取中间件的用户 userid 
    let userid =  req.user.id 
    await db.query(checkin.queryAll, [userid], (results, fields) => { 
        res.status(200).json({ 
            code: 0, 
            msg: '请求成功', 
            data: results    }) 
    })  }) 

 

通过 Postman 选中 get 方法，输入地址，单击 Send 按钮，即可看到签到列表，如图 6-59
所示。 

 
  

删除某一条签到记录，继续在 router.js 输入如下内容，如图 6-60 所示。 

//删除签到接口 
router.post('/api/checkin/del', auth, async (req, res) => { 
    let checkinData = req.body 
    await db.query(checkin.drop, [checkinData.id], (results, fields) => { 
        res.status(200).json({ 
            code: 0, 
            msg: '请求成功', 
            data: []     }) 
    })   }) 

 

图 6-59

通过 Postman

查询签到记录

图 6-60

删除签到代码

图 6-58

查询签到记录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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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ostman 工具中删除一条 id 为 2 的记录，同样需要使参数用户身份标识 accesstoken，

在 Body 中添加 id 值为 2，单击 Send 按钮发送，如图 6-61 所示。 

 
 

查询数据库中删除后的结果，如图 6-62 所示。 

 
 

6.5  单元小结 

本单元通过 Node.js 实现 MySQL 数据库的操作，开发出 API 接口。通过前后端分离的方

式，使后端开发人员专注于数据与业务逻辑的开发，这种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情可以提升开发

效率。此外对通过 JWT 技术进行用户身份鉴权，使用 bcrypt 算法进行密码加密，以及单元测

试方法进行了讲解。 
代码地址：https://gitee.com/sziit-softwareschool/nodejs_sign_in_system。 

6.6  单元练习 

1．使用异步的方式进行密码的加密与校验。 
2．把路由单独拆分为两个模块：用户模块与签到模块。 

图 6-61 

通过 postman 

请求删除签到接口 

图 6-62 

删除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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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引例描述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源于淘宝商城（天猫）2009 年 11 月 11 日举办的网络促销活动，

当时参与的商家数量和促销力度有限，但营业额远超预想的效果。零售业态正在发生根本性

变化，线上交易形式已经转型为主流形式，开始全面倒逼传统零售业态升级。在网购十分发

达的中国，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城都有自己的促销活动，基本上每个公司都有属于自己的商城。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将体验全栈开发搭建属于自己的电商平台，使用 NoSQL 数据库

MongoDB、Docker 容器、Node.js 与 React 进行前后端分离的开发。 

7.2  任务陈述 

具体学习任务见表 7-1。 

表 7-1  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熟悉前后端各种框架的应用，能够完成一个简易购物网 

  以简易购物网为例，能够学习全栈开发的流程 

  掌握 MongoDB、Docker、React、Postman 的初步使用 
一、达成目标 

  逐步熟悉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流程 

  了解前后端开发模式 

  掌握版本控制工具 Git，并且完成在 GitHub 进行仓库并克隆 

  熟悉掌握 npm 包管理工具 

  了解 Web 框架 Koa2、React 等 

二、学习任务 

  了解数据库系统 MongoDB，应用容器引擎 Docker 

  在 Node.js 官网：https://www.node.org/了解 Node.js 的起源与发展 

  通过 npm 官网：https://www.npmjs.com/ 搜索有关的依赖包 

  通过 Postman 官网：https://www.getpostman.com/ 下载和查阅工具的使用 

  通过 React 官网：https://reactjs.org/ 查阅和学习 React 教程 

  通过 Docker 官网：https://www.docker.com/ 查阅和学习 Docker 教程 

三、参考资源 

  通过 MongoDB 官网：https://www.mongodb.com/ 查阅和学习 MongoDB 教程 

四、困惑与建议 将遇到的难点和不清晰的地方通过截屏等方式记录，准备与教师面对面讨论问题 

  Node.js 操作 MongoDB 数据库☆☆☆ 

  Docker 容器使用☆☆☆☆ 
五、学习回顾 
 （难度星级） 

  React 框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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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知识准备 

7.3.1  知识点 1  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 

请查阅单元 6 知识准备中 6.3.2 知识点 2“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 

7.3.2  知识点 2  前后端技术简介和开发环境安装 

1．代码管理工具 Git 和 GitHub 

Git 是目前业界 流行的版本控制系统（Version Control System），而 GitHub 是

开源代码托管平台的样板。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从业团队以及开源贡献者选择这两者

用于管理项目代码。 

（1）安装 Git 版本管理工具 

1）Windows 平台安装 Git 

在 Windows 上使用 Git，可以从 Git 官网直接下载安装程序，然后按默认选项安装即可。

安装完成后，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Git→Git Bash 命令，出现一个类似命令行窗口，说明 Git

安装成功。安装完成后，还需要 后一步设置，在命令行中输入：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Your Name"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email@example.com" 

 
注意： 

上方代码中的 Your Name 与 email@example.com，请按真实情况替换修改。 

2）Mac OS X 系统安装 Git 

安装 Homebrew，然后通过 Homebrew 安装 Git，具体方法请参考 Homebrew 官网：

http://brew.sh/。 

或从 App Store 安装 Xcode，Xcode 集成了 Git，不过默认没有安装，需要运行 Xcode，选

择菜单 Xcode→Preferences 命令，在弹出窗口中找到 Downloads，选择 Command Line Tools，

单击 Install 按钮即可完成安装。 

（2）使用 GitHub 

GitHub 作为免费的远程仓库托管平台非常方便快捷，GitHub 还是一个开源协作社区，通

过 GitHub ， 既 可 以 让 别 人 参 与 自 己 的 项 目 ， 也 可 以 参 与 别 人 的 开 源 项 目 。 访 问

https://github.com/join?source=login注册账号，登录后打开首页 https://github.com/即可访问。如

何利用 GitHub 来学习呢？例如，在 GitHub 搜索框中输入“CSS3 教程”，可以看到搜索结果，

单击可以获取到代码与讲解，如果喜欢还可以收藏，如图 7-1 和图 7-2 所示。 

本单元的代码托管在 GitHub 平台，如图 7-2 所示。 

  后端代码仓库地址：https://github.com/mollyywang/koa2-mongodb-jwt-server。 

  前端代码仓库地址：https://github.com/mollyywang/reactjs-redux-saga。 

单击访问可以看到代码讲解，如果想关注收藏可以单击 Star 按钮。 

 
 

 
                    

微课 7-1
简易购物网的全栈
开发-学习目标任

务资源和建议

 

 
                    

微课 7-2
简易购物网的全栈

开发-环境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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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脚本语言 Node.js 

Node.js 在 Windows 环境下的安装已经在单元 6 进行了讲解，现在可选择学习如何在 Mac 
OS 上安装，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在 Mac OS 上安装 Node。 

  在官网下载 pkg 安装包，直接单击安装即可。 
  使用 brew 命令来安装：访问https://brew.sh/index_zh-cn.html 安装 Homebrew 工具，再使 

 

图 7-1 

GitHub 上搜索 

CSS3 教程 

图 7-2 

可在 GitHub 上 

收藏本项目代码 

 
                    

微课 7-3 
简易购物网的全栈
开发-服务端相关
技术 

 



7.3  知识准备 

 135

用 brew 命令安装包，如图 7-3 所示。 

 
 

3．Web 开发框架 Koa2 

Koa 是一个基于 Node.js 的 Web 框架，由 Express 团队的原班人马打造，相对于 Express
来说更小、更健壮。通过利用 async 函数，Koa 帮助用户丢弃回调函数，并有力地增强错误处

理。Koa 通过组合不同的 generator 来避免繁琐的回调函数调用，并且它的核心库没有绑定任何

中间件，仅仅提供了一个轻量的函数库，使得编写 Web 应用变得简洁、自由度高。 
Windows / Mac 安装方法：新建一个文件夹 my-koa，进入文件夹，如图 7-4 所示。 

 
 

使用命令 npm init 初始化文件夹，一直按回车键，如图 7-5 所示。 

 
 

使用 npm install 安装包依赖，如图 7-6 所示。 

图 7-5

初始化文件夹

图 7-4

进入 my-koa 文件夹

图 7-3

Node.js 开发模式下的命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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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pm 安装 Koa，如图 7-7 所示。 

 
 

新建一个 app.js，写入代码，如图 7-8 所示。 

 
 

使用命令 node app.js 运行代码，如图 7-9 所示。 

 
 

打开浏览器访问 localhost:3000，看到文字，说明 Koa2 安装和运行成功，如图 7-10 所示。 

 
 

4．数据库系统 MongoDB 

MongoDB 是一个使用 C++语言编写的非关系型数据库，基于分布式文件存储的开源数据

图 7-6 

安装包依赖 

图 7-7 

安装 koa 

图 7-8 

创建简单的服务器代码 

图 7-9 

运行上述代码 

图 7-10 

在浏览器访问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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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系统，在高负载情况下可灵活添加更多的节点，保证服务器性能。MongoDB 旨在为 Web 应

用提供可扩展的高性能数据存储方案，易部署使用。 
（1）Windows 平台安装 MongoDB 
MongoDB 提供了可用于 32 位和 64 位系统的预编译二进制包，读者可以从 MongoDB 官

网下载安装，MongoDB 预编译二进制包下载地址：https://www.mongodb.com/download- 
center#community，如图 7-11 所示。 

 
 

根据自身系统版本下载 32 位或 64 位的.msi 文件，下载后双击该文件，按操作提示安装即

可。安装过程中，可以通过单击“Custom（自定义）”按钮来设置安装目录。 
下一步安装时不勾选 install mongoDB compass 复选框，如图 7-12 所示，否则可能有很长

时间都一直在执行安装，MongoDB Compass 是一个图形界面管理工具，读者可以自己到官网

下载安装，下载地址：https://www.mongodb.com/download-center/compass。 

 
 

（2）创建数据目录 
MongoDB 将数据目录存储在 db 目录下，但是这个数据目录不会主动创建，因此在安装完

成后需要创建。请注意，数据目录应该放在根目录下（如 C:\或 D:\等）。 
本书中已经在 C 盘安装了 MongoDB，现在创建一个 data 文件夹，然后在 data 目录中创建

名为 db 的文件夹。 

图 7-12

不勾选 Install MongoDB

Compass 复选框

图 7-11

MongoDB 预编译

二进制包下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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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命令提示符下运行 MongoDB 服务器，必须从 MongoDB 目录的 bin 目录中执行 
mongod.exe 文件，如图 7-13 所示。 

 
 

执行成功可以看到如图 7-14 所示的效果。 

 
 

可以在命令窗口中运行 mongo.exe 命令，即可连接 MongoDB，执行如图 7-15 所示的命令。 

 
 

（3）Mac 下使用 brew 安装 mongodb 
利用 brew，安装 MongoDB 就变得很简单，在命令行输入下方命令按回车键即可。 

brew install mongodb 

5．数据库可视化工具 Studio 3 

从官网上下载软件（https://studio3t.com/），在计算机中启动 MongoDB，然后打开 Robo 3T，

单击 Create 按钮创建一个到 MongoDB 的连接，如图 7-16 所示。 

 

图 7-16 

创建一个到 

MongoDB 

的连接 

图 7-13 

运行 MongoDB 

服务器 

图 7-14 

运行 MongoDB  

服务器成功的图 

图 7-15 

连接 MongoDB 

服务器 

 
                    

微课 7-4 
简易购物网的全栈
开发-数据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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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连接，选择 Add Database 新建数据库，输入数据库名称 pricer 后单击 OK 按钮，如

图 7-17 所示。 

 
 

6．react.js 开发工具 Create React App  

Create React App 是一个创建 React 单页应用程序的方法，它提供了一个零配置

的构建设置，不需要安装或设定如 Webpack、Babel 这类的构建工具。主要的好处是让

开发者可以专注于程式开发，节省了繁杂的环境设定。不过也因为如此，有些功能是

在预设中决定，无法自行调适。Windows/Mac 平台下安装如下。 
在命令行使用命令：npx create-react-app my-app，如图 7-18 所示。 
然后进入目录，运行项目，输入如图 7-19 所示的命令。  

图 7-17

新建数据库

pr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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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上述命令后，打开 http://localhost:3000/ 看到初始页面，表示安装并运行成功，如图

7-20 所示。 

 
 

7．应用容器引擎 Docker 

Docker 属于 Linux 容器的一种封装，提供简单易用的容器使用接口，它是目前流行

的 Linux 容器解决方案。Docker 将应用程序与该程序的依赖，打包在一个文件中。运行

该文件，就会生成一个虚拟容器。程序在这个虚拟容器里运行，就好像在真实物理机上

运行一样。有了 Docker，就不用担心环境问题。总体来说，Docker 的接口相当简单，用

户可以方便地创建和使用容器，把自己的应用放入容器。容器还可以进行版本管理、复
 

图 7-18 

命令行安装 Create React App 

图 7-19 

运行项目 

图 7-20 

访问对应地址 

来判断安装并 

运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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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享、修改，就像管理普通的代码一样。 
（1）Windows 安装 
系统要求：Docker Desktop for Windows 支持 64 位版本的 Windows 10 Pro，且必须开启 

Hyper-V。项目参考安装来源：https://docs.docker.com/docker-for-windows/install/。 
通过上面链接下载 Stable 或 Edge 版本的 Docker Desktop for Windows。下载后双击 

Docker Desktop Installer.exe 开始安装。Docker CE 启动后会在 Windows 任务栏出现鲸鱼图标，

如图 7-21 所示。等待片刻，单击 Got it 开始使用 Docker CE，如图 7-22 所示。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拉取 Docker 镜像缓慢，可以配置 Docker 国内镜像加速

（https://yeasy.gitbooks.io/docker_practice/install/mirror.html）。 
（2）Mac 安装 
使用 brew 工具安装，输入如图 7-23 所示的代码。 

brew cask install docker 

 

 

图 7-23

使用 brew 工具安装 Docker

图 7-22

单击 Got it 开始

使用 Docker CE

图 7-21

Docker CE 启动后

任务栏出现鲸鱼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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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用中找到 Docker 图标并运行，如图 7-24 所示，安装成功界面如图 7-25 所示。 

 
 

 
 

运行后，会在右上角菜单栏看到一个鲸鱼图标，该图标表明了 Docker 的运行状态，如

图 7-26 所示。 
第一次单击图标，可能会看到这个安装成功的界面，单击 Got it 可以关闭该窗口。

以后每次单击鲸鱼图标会弹出操作菜单，如图 7-27 所示。启动终端后，通过命令可以检查安

装后的 Docker 版本。命令行运行 docker-version 看到版本号，证明安装成功，如图 7-28
所示。 

图 7-24 

找到并运行 

Docker 

图 7-25 

Docker 安装成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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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 version 

 
 

7.4  任务实施 

7.4.1  任务 1  使用 Koa2+MongoDB 开发购物网站后台 

1．技术栈简介 

（1）JWT  
请查阅单元 6 知识准备 6.3.1 身份认证方式 JWT 介绍部分。 

（2）bcrypt 
请查阅单元 6 知识准备 6.3.1 密码加密算法 bcrypt 介绍部分。 

（3）Axios 
Axios 是一个基于 Promise 用于浏览器和 Node.js 的 HTTP 客户端，它本身具有以下特征。 

  从浏览器中创建 XMLHttpRequest。 
  从 Node.js 发出 HTTP 请求。 
  支持 Promise API。 
  拦截请求和响应。 
  转换请求和响应数据。 
  取消请求。 
  自动转换 Json 数据。 
  客户端支持防止 CSRF/XSRF。 

（4）RESTful API 
这是目前一套较成熟的互联网应用程序的 API 设计理论，符合 API 设计规范，用于 Web 

数据接口的设计。充分利用 HTTP 的几个动作，开发简单易用的 API。 
（5）async/await 
ES7 推出的 async/await 特性对 JS 的异步编程是一个重大改进。在不阻塞主线程的情况

下，它为用户提供了使用同步代码风格去异步获取资源的能力。 
所以这是使用 async-await、Koa2、koa-jwt、MongoDB 来编写 RESTful API 接口的项目，

图 7-28

查看 Docker 版本号

图 7-27

操作菜单

图 7-26

任务栏出现鲸鱼图标

 
                    

微课 7-5
简易购物网的
全栈开发-前端

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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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是一个安全的购物网站后台脚手架，支持 ES7。 
在命令行输入代码克隆这个仓库，如图 7-29 所示。或者使用此链接下载再解压： 
https://github.com/mollyywang/koa2-mongodb-jwt-server/archive/master.zip。 

 
 

2．安装配置，依赖包介绍 

每个项目的根目录下，一般都有一个 package.json 文件，可以手工编写，也可以使用 npm 
init 命令自动生成。定义了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各种模块，以及项目的配置信息（如名称、版本、

许可证等元数据）。npm install 命令根据这个配置文件，自动下载所需模块，即配置项目所需的

运行和开发环境。 
下载项目后，可以打开 package.json 查看项目依赖包，图 7-30 所示是本项目 package.json

文件，省略了部分代码。 

 
 

其实这是一个 Json 对象，该对象的每一个成员就是当前项目的一项设置。例如，name 是

项目名称，version 是版本（遵守“大版本.次要版本.小版本”的格式）。对应的版本可以加上各

种限定，主要有以下几种，如图 7-31 所示。 

 
图 7-31 

version 种类 

图 7-29 

克隆项目仓库 

图 7-30 

项目 package.json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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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s 指定了运行脚本命令的 npm 命令行缩写，如 start 指定了运行 npm run start 时，所

要执行的命令。 
下面的设置指定了 npm run preinstall、npm run postinstall、npm run start、npm run test 时，

所要执行的命令，代码如图 7-32 所示。 

 
 

从命令行进入项目目录，输入以下代码来安装依赖包，如图 7-33 所示。 

 
 

dependencies 字段指定项目运行所依赖的模块，devDependencies 指定项目开发所需要的模

块。它们都指向一个对象。该对象的各个成员，分别由模块名和对应的版本要求组成，表示依

赖 的 模 块 及 其 版 本 范 围 。 对 于 本 项 目 使 用 的 部 分 重 要 依 赖 包 列 表 及 介 绍 可 以 访 问 
https://www.npmjs.cn/ npm 中文文档搜索文档和各个安装包的介绍。 

3．项目架构设计 

使用编辑器打开项目，如图 7-34 所示。 

 
图 7-34

项目目录

图 7-33

安装依赖包

图 7-32

查看支持的运行脚本命令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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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录介绍如下。 
  [db_init] 数据库初始化文件。 
  [node_modules] 依赖包。 
  [src] 项目源码。 
  [bin] 脚本，开启服务器。 
  [lib] 项目全局配置，工具初始化，日志功能初始化。 
  [middleware] 项目中间件。 
  [models] 数据库模型。 
  [routes] 路由配置文件。 
  [services] 提供服务。 
  [env.yaml] 环境变量配置。 

4．项目关键代码项目解析 

（1）连接数据库 
打开 src/lib/db.js，使用 Mongoose 工作连接数据库，代码如图 7-35 所示。 

 
  

在 lib 文件夹中使用 container.js 配置容器、env.js 配置环境变量、logger.js 配置日志记录器、

server.js 创建 koa 应用并返回 Promise。 
（2）定义数据模型 
models 文件夹负责打开 src/models/product.js，可以看到产品的数据模型，每一个商品都

拥有名字、价格、来源、链接、图片、标签等属性，代码如图 7-36 所示。文件夹的 star.js 为购

物车数据模型，user.js 为用户数据模型。 
（3）路由定义 
src/routes/查看关于数据模型，并调用相关服务方法。对于每一个商品查看 prosucts-api.js，

代码如 7-37 所示，相关接口如下。 

/public/products/get/1 获取 id=1 的产品信息 

/public/products/create 创建产品 

/public/products/getlist 获取所有产品列表 

目录中 stars-api.js 和 users-apis.js 同时定义了购物车和用户的接口。 

图 7-35 

使用 Mongoose 

工作连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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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服务 
打开 src/services/，代码如图 7-38 所示，对于每一个产品，可以通过以上的路由接口，调

用图 7-39 所示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服务方法会调用数据库的操作接口。目录中 stars-service.js
和 users-service.js 同时定义了购物车和用户的服务。 

图 7-37

商品以及对应的接口

图 7-36

产品的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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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8 

购物车和用户的服务 

图 7-39 

数据库中 products 

表的增删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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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操作数据库 
src/store/是后台与数据库交互的操作接口。查看 prosucts-store.js，代码如图 7-39 所示，这

是对数据库中 products 表的增删查改。目录中 stars-store.js 和 users-store.js 同时定义了如何操作

strars 购物车表和 users 用户表。 

5．运行项目和测试接口 

（1）运行项目 
在命令行使用 npm run 运行脚本，在测试环境运行项目，如图 7-40 所示。 

 
 

或者下载 Docker（https://www.docker.com/）并在命令行输入以下命令，如图 7-41 所示。 

docker-compose -f docker-compose.yml -f docker-compose.dev.yml up --build 

 
 

（2）测试接口 
使用 Postman 接口调试工具进行接口调试，下载与使用方式参考单元 6 知识准备中的 

Postman 接口调试工具介绍。 
1）用户注册功能 
输入 http://127.0.0.1:5000/public/user/register，单击 Body，选择 Raw，输入 username 和

password，单击 Send 按钮发送请求，如图 7-42 所示。 

 
  

图 7-42

输入信息并发送请求

图 7-41

下载 Docker 并运行项目

图 7-40

运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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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户登录功能 
注册成功后记录账号密码，输入 http://127.0.0.1:5000/public/user/login，单击 Body，选择

Raw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尝试登录。登录成功后新建一个 postman.txt，复制粘贴 token 备用，

如图 7-43 所示。 

 
 

3）产品创建功能 
输入 http://127.0.0.1:5000/public/products/create，单击 Body，选择 Raw，打开/dbinit/dbinit- 

products.js 复制一个数据对象到文本框，单击 Send 按钮发动请求。可以重复 10 次录入 10 个不

同的产品，代码以及操作如图 7-44 所示。 

图 7-43 

登录成功并 

备份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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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产品成功后复制 data，这是产品的 id，复制到 postman.txt 记录备用，如图 7-45 所示。 

图 7-44

录入 10 个

不同的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单元 7  简易购物网的全栈开发 

 152

 
 

4）产品列表拉取功能 
输入 http://127.0.0.1:5000/public/products/getlist，单击 Body，选择 Raw，输入数据，如

图 7-46 所示。 

 
 

5）添加购物车功能 
打开刚才创建的 postman.txt，复制 token，选择 Authorization→Bearer Token，粘贴刚才复

制的 token，如图 7-47 所示。 
打开刚才创建的 postman.txt，复制 data，输入数据，发送请求，如果有 data 数据返回，证

明添加成功，如图 7-48 所示。 

图 7-45 

插入产品成功 

后备份 data 

图 7-46 

输入数据 



7.4  任务实施 

 153

 
 

 
 

6）购物车列表拉取 
继续复制 token 并输入 Authorization 的 Bear Token 中，访问 star/starlist 拉取购物车列表，

如图 7-49 所示。 

图 7-47

输入刚才备份

的 token

图 7-48

输入刚才

备份的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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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购物车删除功能 
打开刚才创建的 postman.txt，复制 data 到/remove/后面，同时复制 token 并输入 Authorization

的 Bear Token 中。单击 Send 按钮测试是否删除成功，如图 7-50 所示。 

 
 

图 7-49 

填入备份的 token 

拉取购物车列表 

图 7-50 

填入备份的 data 

进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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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档如下。 
  https://javascript.ruanyifeng.com/nodejs/packagejson.html。 
  https://www.npmjs.cn/。 
  http://www.runoob.com/mongodb/mongodb-window-install.html。 

7.4.2  任务 2  基于 React.js、Redux-saga 和 Antd 的购物网站单页应用 

1．技术栈简介 

（1）React.js 
React 起源于 Facebook 的内部项目，在 Web 开发中，总需要将变化的数据实时反映到 UI

上，这时就需要对 DOM 进行操作。React 为此引入了虚拟 DOM 的机制，在浏览器端用 JavaScript
实现一套 DOM API。React 的独特设计思想和较简单的代码逻辑却吸引了很多人关注和使用。 

（2）Redux 
状态管理是软件开发中较复杂的方面，Redux 是一个针对 JavaScript 应用程序的可预测的状

态容器，不仅有助于状态管理，还使得实现一些高级特性变得很简单。Redux 有以下 3 条原则。 
① 应用程序状态存储在单个对象中。 
② 应用程序状态不可变，只能通过描述状态更改的操作彻底替换。 
③ 缩减程序根据当前状态和某个操作来创建下一个状态。 

（3）Redux-saga 
Redux-saga 是一个在 React.js 应用中更好地解

决异步操作的库，是一个独立运行的进程，在 Redux
原有数据流中多了一层，对 Action 进行监听，捕获

到监听的 Action 后可以派生一个新的任务对 state 进

行维护，再通过更改的 state 驱动 View 的变更。 
（4）ES6 
ECMAScript 6.0（以下简称 ES6）是 JavaScript

语言的下一代标准，于 2015 年 6 月正式发布，又称 ECMAScript 2015，目标是使 JavaScript 语

言可以用来编写复杂的大型应用程序，成为企业级开发语言。 
（5）Proptype 
随着应用程序复杂性不断增长，应用类型检查能提前捕获错误。对于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Flow 或 TypeScript 等 JavaScript 扩展对整个应用程序做类型检查。React 也内置了一些类型检

查的功能。要在组件的 props 上进行类型检查，需配置特定的 propTypes 属性。PropTypes 提供

一系列验证器，可用于确保组件接收到的数据类型是有效的。 
（6）Less 
Less 是一个 CSS 预编译器，即可以扩展 CSS 语言，添加功能如允许变量（variables）、混

合（mixins）、函数（functions）和许多其他技术，让 CSS 更具维护性、扩展性。Less 可运行

在 Node 环境、浏览器环境和 Rhino 环境，同时也有 3 种可选工具供编译文件和监视任何改变。 
（7）Antd 
蚂蚁金服体验技术部经过大量的项目实践和总结，逐步打磨出一个服务于企业级产品的设

计体系 Ant Design。基于“确定”和“自然”的设计价值观，通过模块化的解决方案，降低冗

余的生产成本，让设计者专注于更好的用户体验。这个设计语言 Ant Design，不单只是设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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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控件规范和视觉尺寸，还配套有前端代码实现方案。采用 Ant Design 后，UI 设计和前端

界面研发可同步完成，效率大大提升。 
本项目使用 React.js、Redux、Redux-saga、ES6，Less 和 Antd 编写购物网站单页应用。 
在命令行输入以下代码克隆这个仓库，如图 7-51 所示。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ollyywang/reactjs-redux-saga.git 

或者使用此链接下载再解压： 

https://github.com/mollyywang/reactjs-redux-saga/archive/master.zip 

 
 

2．安装配置，依赖包介绍  

下载项目后，打开 package.json 查看项目依赖包，图 7-52 是本项目 package.json 文件。 

 
 

scripts 指定了运行脚本命令的 npm 命令行缩写，如 start 指定了运行 npm run start 时所要

执行的命令，代码如图 7-53 所示。下面的设置指定了 npm run start、npm run build、npm run test、
npm run eject 时，所要执行的命令。 

 

图 7-52 

项目 package.json 文件 

图 7-53 

指定运行脚本命令 

图 7-51 

克隆项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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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行输入 cd～/code/reactjs-redux～saga 进入项目目录，输入 npm install 代码来安装依

赖包，部分重要依赖包如图 7-54 所示。 

[antd] 企业级设计组件库，由阿里巴巴开发 
[axios] 处理HTTP 请求 
[babel-plugin-import] 模块化导入组件 
[less] 动态样式语言 
[react-app-rewired] 调整webpack 配置 
[redux] 应用状态容器 
[react-router] 声明路由 
[react-loadable] 动态加载组件 
[redux-auth-wrapper]  单独处理身份认证 
[redux-persist] 记录和保持状态，使本地数据持久化 
[redux-saga] 异步获取数据 
[reduxsauce] 使用 reducers 工具管理 actions 

3．项目架构设计 

使用编辑器打开项目，如图 7-55 所示。目录介绍如图 7-56 所示。 

 

 

 
 
 
 
 
 
 
 
[node_modules] 依赖包 
[public] 静态资源 
[src] 项目源码 
[apis] 
[components] 静态组件 
[features] 主要功能模块 
[pages] 页面 
[reducers] 状态处理函数 
[sagas] 数据获取和处理 
[styles] 样式文件 
[utils] 基础和全局函数 
[config-overrides.js] 个人设置 

 

4．项目关键代码项目解析 

（1）项目路由定义 
在 App.jsx 中使用 import 导入需要的函数和组件，使用<Route>定义路由，如图 7-57 所示。 

图 7-56

项目目录介绍

图 7-54

部分重要依赖包

图 7-55

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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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静态组件 
以/components/Footer 为例，创建一个 Footer 函数，传入 name 和 url，根据当前页面链接

控制 class 名称，修改 class 名称渲染底部按钮样式，同时定义按钮链接，使用 Proptype 说明参

数类型，自动化检查，代码如图 7-58 所示。 

 
 

图 7-57 

定义路由 

图 7-58 

定义 Footer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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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功能性组件 
以/features/Productlist 为例，打开 view.jsx，定义一个 class 名称为 Productlist（代码如

图 7-59 所示），继承自 Component，默认属性为 processing（是否正在加载，true 表示正在加载，

false 表示没有）。name：搜索的产品名称，只能是字符串，默认为空字符串；items：产品列表，

只能是数组；allNums：产品数目，只能是数字；index：当前索引，只能是数字，默认为 0；counts：
每次加载拉取的数目，只能是数字，默认为 16；actions：行为，只能是对象。 

 
 

在组件渲染的时候，使用 map 函数轮训 items 数组，开始渲染产品列表，并把 items 中的

内容传递给<Product>组件，代码如图 7-60 所示。 

 
 

 
当组件挂载完毕，监听用户手指滑动事件，当下拉到产品列表底部时，拉取新数据。 
打开 actionType.js 和 actions.js，定义组件主要行为代码如图 7-61 所示。 

 

图 7-60

渲染产品列表

图 7-59

定义 Produc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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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container.js，这是用来包装容器的工具。定义组件可视状态，代码如图 7-62 所示，

变量介绍如下。 
  GETLIST_REQUEST：拉取数据。 

  GETLIST_SUCCESS：数据拉取成功。 

  export const GETLIST_FAILURE：数据拉取失败。 

  export const RESET_INDEX：重置数据。 

  request：创建拉取数据行为。 

  success：创建数据拉取成功行为。 

  failure：创建数据拉取失败行为。 

  reset：创建重置数据行为。 
  items：产品列表。 
  index：产品初始索引。 
  counts：每次拉取产品数量。 
  allNums：总共产品数量。 
  processing：是否正在拉取。 
  name：搜索产品名称。 
  isLogin：是否已经登录。并传入刚才定义的行为，封装好整个组件。 

打开 reducer.js，这是用来控制组件状态的控制器，负责处理 action 的 state 更新。先定

义容器初始化状态，代码如图 7-63 所示。 

图 7-61 

监听用户手指滑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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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每一个 action 行为触发时的处理函数，并修改组件的状态。例如，当触发获取列表的

action 行为 GETLIST_REQUEST 时，reducer 会调用 handleGetlistRequest 函数，把 processing
变成 true，通知页面这个组件正在拉取数据。当数据拉取成功后，触发获取列表的 action 行为

GETLIST_SUCCESS，reducer 会调用 handleGetlistSucceeded 函数，把列表索引 index 往后移，

将获取的数据赋值给 allNums 和 items 参数，同时 processing 变成 false，告诉页面拉取数据结

束，代码如图 7-64 所示。 

 

图 7-64

定义每一个 action 行为

触发时的处理函数

图 7-63

定义容器初始化状态

图 7-62

定义组件可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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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saga.js，代码如图 7-65 所示，这是开启一个进程，监听页面的行为，异步地触发行

为来修改组件的状态，负责协调那些复杂或异步的操作。当触发获取列表的 action 行为

GETLIST_REQUEST 时，saga 会调用异步函数。 

 
  

 

呼唤 ProductlistApi.getlist 到服务器获取数据，当获取数据成功后又触发 Actions.success

行为，如果失败，触发 Actions.failure。 

打开 selector.js，代码如图 7-66 所示，这是一个容器选择器的定义，返回组件状态。 

（4）组件声明周期详解 

features 中的组件，有一些生命周期函数，其实组件的生命周期可分成以下 3 个

状态。  

  Mounting：已插入真实 DOM。 

  Updating：正在被重新渲染。 

  Unmounting：已移出真实 DOM。 

图 7-67 所示为生命周期方法图，生命周期方法介绍如下。 

图 7-65 

监听页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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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7

生命周期方法图

图 7-66

定义容器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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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nentWillMount：在渲染前调用，在客户端也在服务端。 
  componentDidMount：在第一次渲染后调用，只在客户端。之后组件已经生成了对应的

DOM 结构，可以通过 this.getDOMNode()来进行访问。如果想和其他 JavaScript 框架一

起使用，可以在这个方法中调用 setTimeout、setInterval 或者发送 Ajax 请求等操作（防

止异步操作阻塞 UI）。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在组件接收到一个新的 prop（更新后）时被调用，该方法

在初始化 render 时不会被调用。 
  shouldComponentUpdate：返回一个布尔值。在组件接收到新的 props 或者 state 时被调

用，在初始化时或者使用 forceUpdate 时不被调用，可在用户确认不需要更新组件时

使用。 
  componentWillUpdate：在组件接收到新的 props 或者 state 但还没有 render 时被调用，

在初始化时不会被调用。 
  componentDidUpdate：在组件完成更新后立即调用，在初始化时不会被调用。 
  componentWillUnmount：在组件从 DOM 中移除之前立刻被调用。 

（5）开发主要页面 
打开/src/pages/Search/page.jsx，在页面中导入需要的组件和样式，导入 Search 搜索框组件，

导入 Productlist 产品列表组件，导入 Footer 页面底部组件，导入 Link 函数路由组件，代码

如图 7-68 所示。 

 
  

5．设计测试用例和进行单元测试 

前端的单元测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迭代过程中每次提交代码的质量，在代码重构过程

中原始功能的完整性，以及每次代码迭代的副作用可控。 
何时编写单元测试？在开发过程中，单元测试应该用来测试那些可能会出错的地方或

图 7-68 

导入组件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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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边界情况。在维护过程中，单元测试应该围绕着 bug 进行，每个 bug 都应编写相应的单

元测试。 
目前使用 Jest 和 Enzyme 来进行 React 单元测试。Jest 可以说是当前前端 好的测试框架，

可以进行快速配置，和 Enzyme 很好地结合，能够保证在 React 技术栈中，快速运行一个测试

用例。 
Enzyme 是 React 好的测试库，Enzyme 支持以下 3 种方式的渲染。 

  shallow：浅渲染，是对官方 Shallow Renderer 的封装。将组件渲染成虚拟 DOM 对象，

只会渲染第一层，子组件不会被渲染出来，因而效率非常高。不需要 DOM 环境，并可

以使用 jQuery 的方式访问组件的信息。 
  render：静态渲染，它将 React 组件渲染成静态的 HTML 字符串，然后使用 Cheerio 这

个库解析这段字符串，并返回一个 Cheerio 的实例对象，可以用来分析组件的 HTML
结构。 

  mount：完全渲染，它将组件渲染加载成一个真实的 DOM 节点，用来测试 DOM API
的交互和组件的生命周期，用到了 jsdom 来模拟浏览器环境。 

（1）设计测试用例 
以用户功能模块为例子，打开 src/features/User/__tests__文件夹，如图 7-69 所示。 

 
 

在这个模块，需要测试的主要文件及其用例见表 7-2。 

表 7-2  测试用例说明 

被测试的文件 进行测试的文件 测试用例编号 

action.js actions.test.js 

1．可以创建一个登录行为 
2．可以创建返回数据登录成功后的行为 
3．可以创建一个报告错误的行为 
4．可以创建一个重置所有数据的行为 

reducer.js reducer.test.js 

1．可以返回初始化状态 
2．当用户登录请求的行为被触发时，可以返回有效数据 
3．当用户登录请求成功的行为被触发时，可以返回用户数据 
4．当用户登录请求失败的行为被触发时，可以返回错误信息 

saga.js saga.test.js 
1．监听登录成功请求，登录成功时可以触发登录成功行为 
2．监听登录成功请求，登录失败时可以触发登录失败行为 

view.js view.test.js 用户界面测试，可以顺利渲染 

图 7-69

src/features/User/__tests__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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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citon.js 为例子，根据以上 4 个测试用例书写代码，一个测试单元可以用 describe 来描

述，一个测试单元可以包含多个测试用例，以测试各种场景下的组件渲染结果，代码如图 7-70
所示。 

 
 

（2）运行测试用例 
打开 action.js，编辑第 6 行，把 REQUEST 改成 T，并保存，代码如图 7-71 所示。 

 
 

在命令行输入 yarn test，在显示界面中，再输入 a 运行所有测试用例，如图 7-72 所示。 

 

图 7-70 

测试各种场景下的 

组件渲染结果 

图 7-71 

把 REQUEST 改成 T 

图 7-72 

运行所有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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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suites 和 cases 的通过情况，测试用例有一个测试失败，可以看到错误信息，这

是由于刚才修改的代码导致 action.js 中的 Actions.request()方法无法调用正确的 LOGIN_ 
REQUEST 行为，所以报错，如图 7-73 所示。 

 
 

将代码修改回来，如图 7-74 所示，再次运行。 

 
 

可以看到所有测试用例都通过，总共 17 个测试单元、46 个测试用例，全部通过，如图 7-75
所示。 

 
 

图 7-75

测试用例全部通过

图 7-74

修改代码并运行

图 7-73

测试失败的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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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运行项目和测试界面 

打开 Chrome 浏览器，单击应用商店安装 Redux DevTools，如图 7-76 所示。由于网络原

因，可能无法访问应用商店，部分应用需要从搜索引擎找到第三方网站进行下载，或使用源码

进行安装。 

 
 

（1）安装调试软件 
安装成功后，右击图标，选择 Open in a panel 命令开启调试器，如图 7-77 所示。 

 
 

（2）开启服务器 
参考前文。 

（3）开启应用 
进入前端项目目录，在命令行输入 npm start 运行项目，如图 7-78 所示。 

npm start 

 
 

访问 localhost:3000，访问主页，如图 7-79 所示。 
输入“纸巾”，单击“搜索”按钮，可以看到： 

  地址栏的地址发生变化。 
  调试工具上单击 State 查看状态，name 字段发生变化。 
  出现了搜索结果。 

图 7-76 

Reedux DevTools 调试软件 

图 7-77 

开启调试器 

图 7-78 

运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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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nsole 控制台查看日志输出 
查看日志输入，如图 7-80 所示。 

 
 

 
单击右上角的按钮，到达登录页面，如图 7-81 所示。输入测试用户注册接口时的用户名

和密码，进行登录，登录成功后看到个人主页，如图 7-82 所示。 
查看购物车，如果购物车为空，可以用接口给购物车添加数据，如图 7-83 和图 7-84

所示。 

图 7-80

查看日志输出

图 7-79

访问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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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进入产品搜索页面，单击右侧按钮，手动添加购物车数据。添加后再单击购物车，

可以看到数据。 

7.4.3  任务 3  项目后期功能开发 

以上两个项目都是常用的脚手架，涵盖了后台和前台项目的基本功能，当进行后台开发和

网页应用开发时，可以使用这两个代码仓库作为基础框架，进行功能的扩展。同时也是因为这

两个项目是基础框架，功能并没有特别齐全，只是保留重要功能，经过前后台的测试，可以看

出，这个项目还有如下一些缺陷。 

图 7-82 

个人主页 

图 7-84 

手动添加购物车数据 

图 7-81 

登录页面 

图 7-83 

购物车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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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后拉取到的数据都是一致的（网站后台）。  
  没有注册功能（网站前台）。 
  添加购物车时仅更改本地状态，没有通知服务器添加数据库（网站前台）等。 

根据前面学习的前后端分离开发流程，进行如下思考。 
  现在假设你是项目的测试人员，写出这两个项目的不足之处。 
  假设你是产品经理，写出项目需求文档。 
  假设你是设计师，设计新功能界面框架。 
  假设你是后台开发人员，写出新功能的接口文档并开发。 
  假设你是前端工程师，评估工作量并开发新功能。 

后期功能开发如图 7-85 所示。 

  
  

参考文档：ttps://zh-hans.reactjs.org/docs/getting-started.html。 7.6  单元练习 

7.5  单元小结 

① 通过本单元学习了简单使用 Git 版本管理工具在 GitHub 克隆代码。 
② 通过使用 Postman 接口调试工具进行接口的调试，使用 MongoDB 数据库存储数据。 
③ 使用 MVVM 三大前端框架之一 React 进行页面的开发，了解数据驱动的思想。 
④ 后端代码仓库地址：https://github.com/mollyywang/koa2-mongodb-jwt-server。 
⑤ 前端代码仓库地址：https://github.com/mollyywang/reactjs-redux-saga。 

7.6  单元练习 

为网站添加注册和登录功能，撰写一个新的测试用例并进行测试。 

图 7-85

后期功能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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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that comes first to the hill, may sit where he will. 

 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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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引例描述 

Vue.js 是一套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与其他重量级框架不同的是，Vue 采用自底向

上增量开发的设计。Vue 的核心库只关注视图层，不仅容易学习，而且易与其他库或已有

项目整合。另外，Vue 有能力驱动采用单文件组件和 Vue 生态系统支持的库开发的复杂单

页应用。Vue.js 的目标是通过尽可能简单的 API 实现响应的数据绑定和组合的视图组件。 
在当前基于云的开发模式下，前端应用通常部署在云上。本单元尝试使用英文描述

一个备忘录项目的开发过程，早接触早准备，后续有机会和其他国家开发者讨论时也方便

用共同语言交流。 

8.2  任务陈述 

具体学习任务见表 8-1。 

表 8-1  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熟悉 Vue 开发模式 
一、达成目标 

  熟悉使用 Vue 的常用语法 

  安装 Vue，初始化并运行项目 

  使用组件化开发项目 

  掌握 Vue 中的组件调用与传值 

  掌握 Vue 中的数据和事件的绑定与定义数据和事件 

  熟悉 Vue 的基础语法，如 v-for、v-show、v-bing 等 

二、学习任务 

  以小组的方式对完成的页面进行讨论，记录未能成功修改的需求并与教师讨论 

三、参考资源 Vue 官网 http://doc.vue-js.com 

四、困惑与建议 将遇到的难点和不清晰的地方通过截屏等方式记录，准备与教师面对面讨论问题 

  用命令行部署 Vue☆ 

  mvvm 设计模式☆☆ 
五、学习回顾 
 （难度星级） 

  组件传递消息☆☆☆ 

8.3  任务实施 

Vue is a lightweight alternative to other JavaScript frameworks like AngularJS. With an 
intermediate understanding of HTML, CSS and JS, you should be ready to get up and running with 
Vue as Fig.8-1 show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be building a To-Do application with Vue while highlighting the bundle of 
awesomeness that it has to offer. 

Let's get started!  

 

 
                    

微课 8-1 
Vue 备忘录-学习 
目标任务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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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任务 1  Install Vue2 

Simply put, the Vue CLI is the fastest way to get your apps up and running as shown in Fig.8-2. 

 
 

8.3.2  任务 2  Creating a Vue2 Application 

First, we will create a new project with the template “webpack” as Fig.8-3 shows. 

 
 

You will be prompted to enter a project name, description, author and Vue build. We will not 
install Vue-router for our app. You will also be required to enable linting and testing options or the app. 
You can follow the example below Fig.8-4. 

 
 

Once we have initialized our app, we will need to install the required dependencies as Fig.8-5 

图 8-1

Vue 官网主页

图 8-2

通过 npm 安装 Vue

图 8-3

使用 webpack 模板创建一个新项目

图 8-4

项目配置项的设置

 
                    

微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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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s. 

 
 

To serve the app, run as Fig.8-6 shows. 

 
 

This will immediately open your browser and direct you to http://localhost:8080 . The page will 
look like below Fig.8-7. 

 
 

To style our application we will use Semantic. Semantic is a development framework that helps 
create beautiful, responsive layouts using human-friendly HTML. We will also use Sweetalert to 
prompt users to confirm actions. Sweetalert is a library that provides beautiful alternatives to the 
default JavaScript alerts. Add the minified JavaScript and CSS scripts and links to your index.html file 
found at the root of your folder structure as Fig.8-8 shows. 

<!-- ./index.html -->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vue2-todolist-app</title> 
    <script src="https://cdnjs.cloudflare.com/ajax/libs/jquery/3.2.1/jquery.min.js"></script>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https://cdnjs.cloudflare.com/ajax/libs/semantic-ui/2.2.7/semantic.min.css"> 
    <script src="https://cdnjs.cloudflare.com/ajax/libs/semantic-ui/2.2.7/semantic.min.js"></script>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https://cdnjs.cloudflare.com/ajax/libs/sweetalert/1.1.3/sweetalert.min.css"> 
    <script src="https://cdnjs.cloudflare.com/ajax/libs/sweetalert/1.1.3/sweetalert.min.js"></script> 
</head> 

图 8-5 

安装依赖包 

图 8-6 

运行项目 

图 8-7 

输入地址访问主页 

图 8-8 

导入相关的 JS 

和 CS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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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任务 3  Creating a Component  

The Vue CLI creates a component Hello during set up that can be found in src/components/ 
Hello.vue. We will create our own component called TodoList.vue and won't be needing this anymore. 

Inside the new TodoList.vue file, write the following code indicated in Fig.8-9. 

<template> 
    <div> 
        <ul> 
            <li> Todo A </li> 
            <li> Todo B </li> 
            <li> Todo C </li> 
        </ul> 
    </div> 
</template> 
<script type = "text/javascript" > 
export default { 
}; 
</script> 
<style> 
</style> 

 

A component fil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emplate, component class and style section. The template 
area is the visual part of a component. Behavior, events and data storage for the template are handled by 
the component class. The style section serv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ppearance of the template. 

8.3.4  任务 4  Importing Components 

To utilize the component just created, we need to import it in our main component. Inside of 
src/App.vue make the following changes just above the script section and below the template closing 
tag as Fig.8-10 shows. 

// add this line 
import TodoList from './components/TodoList' 
// remove this line 
import Hello from './components/Hello' 

 

We will also need to reference the TodoList component in the components property and delete the 
previous reference to Hello Component. After the changes, our script should look like Fig.8-11 shows. 

<script> 
import TodoList from './components/TodoList'; 
export default {   
  components: { 
    // Add a reference to the TodoList component in the components property 
    TodoList, 
  },   
}; 
</script> 

图 8-11

引用 TodoList 组件

图 8-9

创建 TodoList 组件

图 8-10

引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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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nder the component, we invoke it like an HTML element. Component words are separated 
with dashes like below Fig.8-12 instead of camel case. 

<template> 
  <div>   
    // Render the TodoList component 
    // TodoList becomes 
    <todo-list></todo-list> 
  </div> 
</template> 

 

When we have saved our changes, our rudimentary app should look like Fig.8-13 shows. 

 
 

8.3.5  任务 5  Adding Component Data 

We will need to supply data to the main component that will be used to display the list of todos. Our 
todos will have three properties: the title, project and done (to indicate if the todo is complete or not). 
Components avail data to their respective templates using a data function. This function returns an object 
with the properties intended for the template. Let's add some data to our component as shown in Fig.8-14. 

export default {   
  name: 'app', 
  components: { 
    TodoList, 
  }, 
  // data function avails data to the template 
  data() { 
    return { 
      todos: [{ 
        title: 'Todo 1', 
        project: 'Project 1', 
        done: false, 
      }, { 
        title: 'Todo 2', 
        project: 'Project 2', 
        done: true, 
      }, { 
        title: 'Todo 3', 
        project: 'Project 3', 
        done: false, 
      }, { 
        title: 'Todo 4', 
        project: 'Project 4', 
        done: false, 
      }], 
    }; 
  }, 
}; 

图 8-14 

配置数据 

图 8-12 

调用 TodoList 组件 

图 8-13 

调用完组件 

后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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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ll need to pass data from the main component to the TodoList component. For this, we 
will use the v-bind directive. The directive takes an argument which is indicated by a colon after the 
directive name. Our argument will be todos which tells the v-bind directive to bind the element’s 
todos attribute to the value of the expression todos is shown in Fig.8-15. 

<todo-list v-bind:todos="todos"></todo-list> 

 
The todos will now be available in the TodoList component as todos. We will have to modify 

our TodoList component to access this data. As shown in Fig.8-16 the TodoList component has to 
declare the properties it will accept when using it. We do this by adding a property to the component 
class. 

export default { 
  props: ['todos'], 
} 

  

8.3.6  任务 6  Looping and Rendering Data 

Inside our TodoList template lets loop over the list of Todos and also shows the the number of 
completed and uncompleted tasks. To render a list of items, we use the v-for directive. The syntax for 
doing this is represented as v-for="item in items" , as shown in Fig.8-17, where item is the array with 
our data and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array element being iterated on. 

<template> 
  <div> 
    // JavaScript expressions in Vue are enclosed in double curly brackets. 
    <p>Completed Tasks: {{todos.filter(todo => {return todo.done = = = true}).length}}</p> 
    <p>Pending Tasks: {{todos.filter(todo => {return todo.done = = = false}).length}}</p> 
    <div class='ui centered card' v-for="todo in todos"> 
      <div class='content'> 
        <div class='header'> 
          {{ todo.title }} 
        </div> 
        <div class='meta'> 
          {{ todo.project }} 
        </div> 
        <div class='extra content'> 
          <span class='right floated edit icon'> 
            <i class='edit icon'></i> 
          </span> 
        </div> 
      </div> 
    <div class='ui bottom attached green basic button' v-show="todo.done"> 
        Completed 
    </div> 

图 8-16

声明组件接收的数据

图 8-15

将数据传递给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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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class='ui bottom attached red basic button' v-show="!todo.done"> 
      Complete 
    </div> 
  </div> 
</template> 
<script type = "text/javascript" > 
  export default { 
    props: ['todos'], 
  }; 
</script> 

  

8.3.7  任务 7  Editing a Todo 

Let's extract the todo template into its own component for cleaner code. Create a new 
component file Todo.vue in src/components and transfer the todo template. Our file should now look 
like Fig.8-18 shows. 

<template> 
  <div class='ui centered card'> 
    <div class='content'> 
      <div class='header'> 
        {{ todo.title }} 
      </div> 
      <div class='meta'> 
        {{ todo.project }} 
      </div> 
      <div class='extra content'> 
        <span class='right floated edit icon'> 
          <i class='edit icon'></i> 
        </span> 
      </div> 
    </div> 
    <div class='ui bottom attached green basic button' v-show="todo.done"> 
      Completed 
    </div> 
    <div class='ui bottom attached red basic button' v-show="!todo.done"> 
      Complete 
    </div> 
  </div> 
</templat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export default { 
  props: ['todo'], 
}; 
</script> 

 
 

图 8-17 

使用 v-for 进行遍历渲染 

图 8-18 

定义 Todo 组件 

 
                    

微课 8-7 
Vue 备忘录-备忘
录的增删改功能 1 



8.3  任务实施 

 181

In the TodoList component refactor the code to render the Todo component. We will also 
need to change the way our todos are passed to the Todo component. We can use the v-for 
attribute on any components we create just like we would in any other element. The syntax 
will be like this:  

<my-component v-for="item in items" :key="item.id"> 

</my-component> 

Note that from 2.2.0 and above, a key is required when using v-for with components as Fig.8-19 
shows. An important thing to note is that this does not automatically pass the data to the component 
since components have their own isolated scopes. To pass the data, we have to use props. 

<my-component v-for="(item, index) in items" v-bind:item="item"  v-bind:index="index"> 
</my-component> 

  
Our refactored TodoList component template is shown in Fig.8-20. 

<template> 
  <div> 
    <p> 
      Completed Tasks: {{todos.filter(todo => {return todo.done = = = true}).length}} 
    </p> 
    <p> 
      Pending Tasks: {{todos.filter(todo => {return todo.done = = = false}).length}} 
    </p> 
    // we are now passing the data to the todo component to render the todo list 
    <todo  v-for="todo in todos" v-bind:todo="todo"></todo> 
  </div> 
</template> 
<script type = "text/javascript" > 
  import Todo from './Todo'; 
  export default { 
    props: ['todos'], 
    components: { 
        Todo, 
    }, 
  }; 
</script> 

 
Let's add a property to the Todo component class called isEditing. This will be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Todo is in edit mode or not. We will have an event handler on the Edit span in the 
template. This will trigger the showForm method when it gets clicked. This will set the isEditing 
property to true. Before we take a look at that, we will add a form and set conditionals to show the 
todo or the edit form depending on whether isEditing property is true or false. Our template should 
now look like Fig.8-21 shows. 

图 8-19

v-for 语法

图 8-20

重构 TodoList 组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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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div class='ui centered card'> 
    // Todo shown when we are not in editing mode. 
    <div class="content" v-show="!isEditing"> 
      <div class='header'> 
        {{ todo.title }} 
      </div> 
      <div class='meta'> 
        {{ todo.project }} 
      </div> 
      <div class='extra content'> 
        <span class='right floated edit icon' v-on:click="showForm"> 
          <i class='edit icon'></i> 
        </span> 
      </div> 
    </div> 
    // form is visible when we are in editing mode 
    <div class="content" v-show="isEditing"> 
        <div class='ui form'> 
          <div class='field'> 
            <label>Title</label> 
            <input type='text' v-model="todo.title" > 
          </div> 
          <div class='field'> 
            <label>Project</label> 
            <input type='text' v-model="todo.project" > 
        </div> 
        <div class='ui two button attached buttons'> 
          <button class='ui basic blue button' v-on:click="hideForm"> 
            Close X 
          </button> 
        </div> 
      </div> 
    </div> 
    <div class='ui bottom attached green basic button' v-show="!isEditing && todo.done" disabled> 
      Completed 
    </div> 
    <div class='ui bottom attached red basic button' v-show="!isEditing && !todo.done"> 
      Pending 
    </div> 
  </div> 
</template> 

  
In addition to the showForm method we will need to add a hideForm method to close the form 

when the cancel button is clicked. Let's see what our script now looks like below Fig.8-22. 
Since we have bounded the form values to the todo values, editing the values will immediately 

edit the todo. Once done, we'll press the close button to see the updated todo as Fig.8-23 shows. 

图 8-21 

绑定事件以及 

利用 v-show 

来显示/隐藏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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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export default { 
    props: ['todo'], 
      data() { 
        return { 
          isEditing: false, 
        }; 
      }, 
    methods: { 
      showForm() { 
        this.isEditing = true; 
      }, 
      hideForm() { 
        this.isEditing = false; 
      }, 
    }, 
  }; 
</script> 

 

 

 

8.3.8  任务 8  Deleting a Todo 

Let's begin by adding an icon to delete a Todo just below the edit icon as Fig.8-24 shows. 

<template> 
  <span class='right floated edit icon' v-on:click="showForm"> 
    <i class='edit icon'></i> 
  </span> 
  /* add the trash icon in below the edit icon in the template */ 
  <span class='right floated trash icon' v-on:click="deleteTodo(todo)"> 
    <i class='trash icon'></i> 
  </span> 
</template> 

 

Next, we'll add a method to the component class to handle the icon click. This method will emit 
an event delete-todo to the parent TodoList component and pass the current Todo to delete as shown in 
Fig.8-25. We will add an event listener to delete icon. 

<span class='right floated trash icon' v-on:click="deleteTodo(todo)"> 
 
// Todo component 
methods: { 
  deleteTodo(todo) { 
    this.$emit('delete-todo', todo); 
  }, 
}, 

 

The parent component(TodoList) will need an event handler to handle the delete. Let's define it 
as Fig.8-26 shows. 

图 8-24

添加图标绑定删除 Todo 的方法

图 8-25

定义 deleteTodo 方法

图 8-23

效果图

图 8-22

定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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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oList component 
methods: { 
  deleteTodo(todo) { 
    const todoIndex = this.todos.indexOf(todo); 
    this.todos.splice(todoIndex, 1); 
  }, 
}, 

  

The deleteTodo method will be passed to the Todo component as Fig.8-27 shows. 

// TodoList template 
<todo  v-on:delete-todo="deleteTodo" v-for="todo in todos" v-bind:todo="todo"></todo> 

 

Once we click on the delete icon, an event will be emitted and propagated to the parent 
component which will then delete it. 

8.3.9  任务 9  Adding A New Todo 

To create a new todo, we'll start by creating a new component CreateTodo in src/components. 
This will display a button with a plus sign that will turn into a form when clicked. It should look 
something like Fig.8-28 shows. 

<template> 
  <div class='ui basic content center aligned segment'> 
    <button class='ui basic button icon' v-on:click="openForm" v-show="!isCreating"> 
      <i class='plus icon'></i> 
    </button> 
    <div class='ui centered card' v-show="isCreating"> 
      <div class='content'> 
        <div class='ui form'> 
          <div class='field'> 
            <label>Title</label> 
            <input v-model="titleText" type='text' ref='title' defaultValue=""> 
          </div> 
          <div class='field'> 
            <label>Project</label> 
            <input type='text' ref='project' defaultValue=""> 
          </div> 
          <div class='ui two button attached buttons'> 
            <button class='ui basic blue button' v-on:click="sendForm()"> 
             Create 
            </button> 
            <button class='ui basic red button' v-on:click="closeForm"> 
             Cancel 
            </button> 
          </div> 
        </div> 
      </div> 

图 8-26 

父组件定义对应的 

方法来处理删除 

图 8-27 

将 todo 方法传给 

Todo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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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div> 
</template> 
<script> 
  export default { 
    data() { 
      return { 
        titleText: '', 
        projectText: '', 
        isCreating: false,  }; 
    }, 
    methods: { 
      openForm() { 
        this.isCreating = true;  }, 
      closeForm() { 
        this.isCreating = false;  }, 
      sendForm() { 
        if (this.titleText.length > 0 && this.projectText.length > 0) { 
          const title = this.titleText; 
          const project = this.projectText; 
          this.$emit('create-todo', { 
            title, 
            project, 
            done: false, 
          }); 
          this.newTodoText = ''; 
        } 
        this.isCreating = false; 
      }, }, }; 
</script> 

 

After creating the new component, we import it and add it to the components property in the 
component class as Fig.8-29 shows.  

// Main Component App.vue 
components: { 
  TodoList, 
  CreateTodo, 
} 

 

We'll also add a method for creating new Todos as shown in Fig.8-30. 

// App.vue 
methods: { 
  addTodo(title) { 
    this.todos.push({ 
      title, 
      done: false,});},}, 

图 8-28

CreateTodo 组件

图 8-29

把组件导入

components 属性

图 8-30

定义 addTodo 方法



单元 8  Build a To-Do App with Vue.js 2 

 186

The CreateTodo component will be invoked in the App.vue template as follows Fig.8-31. The 
layout is shown in Fig.8-32. 

<create-todo v-on:add-todo="addTodo"> 

 

 
 

8.3.10  任务 10  Completing A Todo 

Finally, we'll add a method completeTodo to the Todo component that emits an event 
complete-todo to the parent component when the pending button is clicked and sets the done status of 
the todo to true as Fig.8-33 shows. 

图 8-31 

调用 CreateTodo 组件 

图 8-32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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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o component 
methods: { 
  completeTodo(todo) { 
    this.$emit('complete-todo', todo); 
  }, 
} 

 

An event handler will be added to the TodoList component process, the event is shown in 
Fig.8-34. 

methods: { 
  completeTodo(todo) { 
    const todoIndex = this.todos.indexOf(todo); 
    this.todos[todoIndex].done = true; 
  }, }, 

  

To pass the TodoList method to the Todo component, we will add it to the Todo component 
invocation as Fig.8-35 shows. 

<todo  v-on:delete-todo="deleteTodo"  
v-on:complete-todo="completeTodo" v-for="todo in todos" :todo.sync="todo"></todo> 

 8.5  单元练习 

8.4  单元小结 

We have learned how to initialize a Vue app using the Vue CLI. In addition, we learned about 
component structure, adding data to components, event listeners and event handlers. We saw how to 
create a todo, edit it and delete it. There is a lot more to learn. We used static data in our main 
component. The next step is to retrieve the data from a server and update it accordingly. We are now 
prepared to create interactive Vue application. Try something else on your own and see how it goes. 
Cheers! 

代码地址：https://github.com/mollyywang/vue2-todolist。 

8.5  单元练习 

1．新建一个项目，利用组件以及组件传值的方式来完成一个登录页面。 
2．继续学习 Vue 基础知识（参见官方文档 http://doc.vue-js.com/v2/guide/），利用基础知识

完善更多功能，如 watch 监控值变化、Vue 生命周期函数等。 

图 8-34

定义 completeTodo 方法

图 8-33

定义 completeTodo 方法

图 8-35

将方法传递给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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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引例描述 

小程序作为一种新的应用形态，以移动原生应用为宿主，结合了原生与 Web 的能力，兼

具原生与 Web 的优点，近年来受到行业和用户的广泛青睐。本单元通过介绍支付宝小程序技术

标准及开发方法，以支付宝钱包中的“信用卡还款”小程序为示例，从零开发一个简易版本的

“信用卡还款”小程序，让开发者可以快速开发高性能的页面，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 

9.2  任务陈述 

具体学习任务见表 9-1。 

表 9-1  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了解支付宝小程序开发的技术标准、开发工具、开发框架、运行环境、发布流程 

  掌握使用支付宝小程序开发者工具进行开发、调试、预览、发布 

  掌握支付宝小程序开发框架的概念、开发语言、页面布局、基础组件、常用 API 
一、达成目标 

  开发支付宝小程序 

  了解支付宝小程序开发框架的基础原理与设计概念 

  了解支付宝小程序的运行机制及引擎 

  掌握支付宝小程序框架的文件结构、逻辑结构 

  掌握支付宝小程序的全局配置 

  掌握支付宝小程序页面的配置、结构、样式 

  掌握支付宝小程序的标签语言、样式语言 

  掌握支付宝小程序的事件系统 

  掌握使用支付宝小程序的基础组件、扩展组件、自定义组件 

二、学习任务 

  使用支付宝小程序框架完成信用卡小程序的开发 

三、参考资源 开发文档 https://opendocs.alipay.com/mini/developer 

四、困惑与建议 将遇到的难点和不清晰的地方通过截屏等方式记录，准备与教师面对面讨论问题 

  小程序框架的文件结构、逻辑结构☆☆ 

  小程序的标签语言、样式语言☆☆☆ 
五、学习回顾 
 （难度星级） 

  小程序的基础组件、扩展组件、自定义组件☆☆☆☆ 

9.3  知识准备 

本单元包括“支付宝小程序介绍”“开发环境说明”“框架说明”“发布流程”这几个部分。

学习完本单元，可对支付宝小程序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为下一单元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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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支付宝小程序及标准介绍 

1．支付宝小程序介绍 

支付宝小程序是一种开放的应用模式，它运行在支付宝客户端，是手机应用嵌入支付宝客

户端的一种方法。支付宝小程序开放给开发者更多的 JS API 和 OpenAPI，也可以提供给用户多

样化的便捷服务。支付宝小程序可以被便捷地获取和传播，从而为终端用户提供更优的用户体

验。支付宝钱包内已上线大量小程序，提供的服务已覆盖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图 9-1
所示。 

校园生活 我的快递 发票管家 

   

(a) 校园生活小程序是大学生专属
的服务聚合平台 

(b) 我的快递小程序为用户提供查
件寄件服务 

(c) 发票管家小程序为用户提供电
子票据开具归集服务 

  

更多的小程序是可以在支付宝钱包应用“我的小程序”中查看。支付宝小程序服务覆盖面

广，涉及各行各业，学习支付宝小程序的开发可以轻松使用支付宝内各个场景的流量资源。作

为小程序标准化的先驱者，阿里巴巴通过在生态内的小程序多端互通实践，持续推动小程序的

标准化。 

2．支付宝小程序标准介绍 

（1）小程序标准前端结构 
小程序标准化，需要首先定义标准的小程序前端结构，由此可以实现通用的小程序代码包

解析，从而一套小程序代码可以被不同的小程序平台解析，具体结构与生命周期如图 9-2 所示。 

图 9-1

支付宝小

程序示例

 
                    

微课 9-1
支付宝小程序-

学习目标任务
资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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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前端分为 App 与 Page 两层，App 用来描述整个应用，Page 用来描述各个小程序页

面，小程序可以包含多个 Page。开发者利用组件（Component）与 API 来开发各个小程序页面。 
App 负责管理所有小程序页面和全局数据，以及提供生命周期回调等。小程序 App 一般

包含以下 3 个文件。 
  app.json：负责对小程序进行全局配置，设置页面文件的路径、窗口表现（如状态栏、

导航条、标题、窗口背景色等）、Tab Bar 设置等。 
  app.js：负责配置小程序的生命周期，如小程序初始化、小程序显示、小程序隐藏，可

配置小程序的生命周期，声明全局数据，调用丰富的 API，如获取用户授权及获取用

户信息 API 等。 
  app.css：小程序全局样式表，作用于小程序的所有页面。 

图 9-2 

小程序前端结构与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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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负责描述各个页面，一个 Page 对应一个小程序页面，负责页面展示和交互。小程序

的所有页面路径必须在 app.json 中申明，路径从项目根目录开始且不能包括后缀名，Page 的

第一个页面就是小程序的首页。小程序 Page 一般包含以下 4 个文件。 
  page.json：负责小程序页面配置，如页面的窗口表现。 
  page.xml：负责小程序页面结构。 
  page.js：负责小程序页面的初始数据、生命周期回调、事件处理等。 
  page.css：负责小程序页面样式。 

（2）小程序标准组件与 API 
小程序还需要定义标准的基础组件与基础 API，从而让开发者可以使用通用的 DSL 语言

进行小程序开发。 
标准的基础组件需要包含如下方面。 

  视图类容器组件：包括视图 view、滑块视图 swiper、可滚动视图 scroll-view、文本视图

cover-view、图片视图 cover-image、可移动视图 movable-view 等。 
  基础内容类组件：包括文本 text、图标 icon、进度条 progress 等。 
  表单类组件：包括按钮 button、表单 form、表单标签 label、输入框 input、单选 radio、

多选 checkbox、滑动选择器 slider、滚动选择器 picker-view。 
  页面导航类组件：页面链接 navigator，用于跳转到新页面或返回上一个页面等。 
  多媒体类组件：图片 image。 
  画布类组件：画布 canvas，用于在页面上绘制图形。 
  地图类组件：地图 map，用于加载与显示地图。 

标准的基础 API 需要包含如下方面。 
  界面类 API：用于对小程序页面 UI 的配置与操控，具体如下。 

  导航栏 API：包括跳转到新页面 navigateTo、跳转到某个指定页面 redirectTo、返回之

前页面 navigateBack 等。 
  TabBar API：包括显示 showTabBar、点击触发 onTabItemTap 等。 
  交互反馈 API：包括警告框 alert、确认框 confirm、弹出框 prompt、弱提示显示

showToast、加载提示显示 showLoading 等。 
  下 拉 刷 新 API ： 包 括 下 拉 事 件 监 听 onPullDownRefresh 、 启 动 下 拉 刷 新

startPullDownRefresh 等。 
  联系人 API：包括选择本地系统通信录中某联系人电话 choosePhoneContact 等。 
  日期选择 API：打开日期选择表 datePicker。 
  画布 API：创建画布绘图对象 createCanvasContext。 
  地图 API：创建地图对象 createMapContext。 

  多媒体类 API：图片管理，包括从本地相册中选择图片 chooseImage、压缩图片

compressImage、获取图片信息 getImageInfo、图片预览 previewImage、将在线图片保存

至本地 saveImage 等。 
  缓存类 API：缓存管理，包括清除本地数据缓存 clearStorage、获取缓存数据 getStorage、

将数据存储在本地缓存中 setStorage 等。 
  文件类 API：文件管理，包括获取文件信息 getFileInfo、保存文件到本地 saveFile、删

除文件 removeSavedFile 等。 
  位置类 API：包括选择地理位置 chooseLocation、获取当前地理位置信息 getLocatio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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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类 API：网络管理，包括创建 WebSocket 连接 createSocket、关闭 WebSocket 连接

closeSocket、下载文件 downloadFile、上传文件 uploadFile、监听 WebSocket 接收到服

务器的消息事件 onSocketMessage、发起网络请求 request、通过 WebSocket 连接发送数

据 sendSocketMessage 等。 
  设备类 API：设备管理及设备功能调用，具体如下。 

  网 络 状 态 API ： 获 取 当 前 网 络 状 态 getNetworkType 、 监 听 网 络 状 态 变 化

onNetworkStatusChange。 
  剪贴板 API：获取剪贴板数据 getClipboard、设置剪贴板数据 setClipboard。 
  振动 API：调用振动功能 vibrate 等。 
  加速度计 API：监听加速度数据 onAccelerometerChange 等。 
  陀螺仪 API：监听陀螺仪数据变化事件 onGyroscopeChange 等。 
  罗盘 API：监听罗盘数据变化事件 onCompassChange 等。 
  拨打电话 API：拨打电话 makePhoneCall。 
  截屏 API：监听用户发起的主动截屏事件 onUserCaptureScreen 等。 
  屏幕亮度 API：获取屏幕亮度 getScreenBrightness、设置屏幕亮度 setScreenBrightness
等。 

  扫码 API：扫一扫功能 scan。 
  设备电量 API：获取电量 getBatteryInfo 等。 

（3）小程序标准技术框架 
基于标准的小程序前端框架，还需要定义标准的小程序技术框架，实现通用的小程序容器。

小程序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视图层（View Layer）与逻辑层（Logic Layer）的分离，如图 9-3
所示。 

 
  

小程序的视图层负责每一个小程序页面的渲染，每一个页面都有一个单独的渲染模块

（Render）负责渲染相应的小程序页面。每个小程序可以有多个 Render。 
视图层渲染是基于混合渲染，包括 Web 组件渲染与原生组件渲染。其中，Web 组件渲染

由 WebView 模块完成，并且由于一些组件渲染 WebView 无法支持或者存在性能问题，因此小

图 9-3 

小程序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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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引入了原生组件及原生渲染。一个小程序混合渲染的示例如图 9-4 所示。 

 
  

在上述例子中，输入框（input）与地图（map）是原生组件（基于原生渲染），文本（text）
与图片（image）是 Web 组件（基于 WebView 渲染）。 

小程序逻辑层负责小程序背后的处理逻辑，包括事件处理、API 调用以及框架的生命周期

管理等，通常运行在一个 JS Worker 中。每个小程序有且只有一个 Worker。 
逻辑层的 Worker 与小程序中所有的 Render 建立连接，将需要渲染的数据传递给对应的

Render 进行渲染。同时，Worker 通过 API 来实现对扩展原生能力（Extended Native Capabilities）
的调用，包括支付能力、扫码能力、拨号能力等。 

视图层的 Render 则将组件的触发事件发送到 Worker 处理，同时 Render 会接收 Worker 的

数据来进行重新渲染。 
碎片化的小程序平台给小程序的开发带来了效率和成本上的挑战，更多小程序标准技术内

容，请见 W3C 发布的《小程序国际标准白皮书》： 

https://www.w3.org/TR/2019/WD-mini-app-white-paper-20190912/  

9.3.2  开发环境说明 

支 付 宝 小 程 序 开 发 需 要 操 作 系 统 为 Windows 64 位 或 MacOS ， 之 后 到  https: 
//opendocs.alipay.com/mini/ide/download 下载及安装“小程序开发者共建”。 

安装成功后，打开小程序开发者工具，在界面的右侧模板中选取一个作为示例，如小程序

官方示例，如图 9-5（a）所示。 
小程序开发者工具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如图 9-5（b）所示。 

图 9-4

小程序混合渲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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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面为工具条，有不同的功能，包括关联小程序、切换编辑器、调试器、模拟器、真

机预览、上传小程序等。 
  左侧工具栏可进行文件列表、搜索、Git 管理、NPM 管理、插件市场等的切换。 
  中间部分为文件编辑区域。 
  右侧为小程序预览区域，在编辑区修改编辑后，右侧预览界面会进行刷新。 

图 9-5 

准备开发环境进行小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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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框架说明 

支付宝小程序的核心是一个响应式的数据绑定系统，分为视图层和逻辑层。这两层始终保

持同步，只要在逻辑层修改数据，视图层就会相应更新。后文会对此运行方式做详细介绍。 
由于框架并非运行在浏览器中，所以 JavaScript 在 Web 中的一些功能都无法使用，如 

document、window 等对象，同时小程序也完全支持 ES2015 语法。所有的详细介绍与示例均可

在支付宝小程序开放平台上找到（https://docs.alipay.com/mini/framework/overview）。 

1．文件结构 

小程序整体分为 App 与 Page 两层，其中 App 用于描述整个小程序应用，Page 用于描述

小程序的每个页面。 
App 由 3 个文件组成，这些文件必须放在根目录。 

  app.acss：小程序全局样式。 
  app.js：小程序全局逻辑。 
  app.json：小程序全局配置。 

Page 由 4 个文件组成，每一个页面拥有自己的文件夹，并统一放在 pages 文件夹下管理

（文件名不需要命名为 index，但 4 个文件必须保持统一）。 
  index.acss：页面样式。 
  index.axml：页面结构。 
  index.js：页面逻辑。 
  index.json：页面配置。 

小程序基本的文件结构如图 9-6 所示。 

├─┬ /pages 
│   ├─┬ /index 
│ │ ├── index.acss 
│ │ ├── index.axml 
│ │ ├── index.js 
│ │ └── index.json 
│   └─┬ /to-do-list 
│   ├── index.acss 
│   ├── index.axml 
│   ├── index.js 
│   └── index.json 
├─ app.acss 
├─ app.js 
├─ app.json 
└─ package.json 

 

2．应用层 

应用层描述了小程序全局信息，其中 app.json 主要用于描述小程序的页面路由配置以及

相关表现，示例代码如下。 

图 9-6

以 index 与 to-do-list 两个

页面为例展示目录结构

 
                    

微课 9-2
支付宝小程序-支
付宝小程序框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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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s": [ 

    "pages/index/index", 

    "pages/to-do-list/index" 

  ], 

  "window": { 

    "defaultTitle": "我是默认标题" // 小程序默认标题 

  } 

} 

（1）app.acss 
该文件描述小程序全局的样式，acss 为小程序的样式文件，其语法与 CSS 的规则完全一

致，同时增加了 rpx 的单位扩充。 

rpx (responsive pixel) 单位可以根据移动设备屏幕宽度自动适配，小程序规定屏幕宽度为 
750 rpx。rpx 与 px 之间存在映射换算关系，如 iPhone 8 手机，屏幕宽度为 375 px，可知 1 rpx = 
0.5 px。示例代码如下。 

.button { 

    width: 300rpx; // 会自动适配屏幕宽度 

} 

（2）app.js 
必须在 app.js 中调用 App() 完成对小程序的注册，App 函数接受一个对象作为参数，该

对象配置了小程序全局的生命周期以及全局变量。 
  onLaunch：在小程序第一次被打开时会调用该函数。 
  onShow：在小程序从后台被打开时会调用该函数（不是首次打开）。 

以上两个函数均会接受一个 options 参数，里面带有当前页面路径及参数信息，示例代码

如下。 

App({ 

  onLaunch(options) { 

    console.log(options.query); // {a: 1} 

    console.log(options.path); // /pages/index/index 

  }, 

  onShow(options) { 

    console.log(options.query); // {a: 1} 

    console.log(options.path); // /pages/index/index 

  }, 

  foo: 'globalData' // 全局变量定义，在小程序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 getApp().foo 访问或修改它 

}) 

3．页面层 

（1）page.json 
该文件主要描述了小程序每个页面的表现情况，与前文 app.json 中的 window 配置一致，

 
                    

微课 9-3 
支付宝小程序-支
付宝小程序框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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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页面的配置优先级大于 app.json。示例代码如下。 

{ 

    "defaultTitle": "我是页面标题" 

} 

（2）page.acss 
每个页面中的根元素为 page，可以单独为其设定样式，如设定页面背景颜色等。其他规

则与前文 app.acss 中描述完全一样。示例代码如下。 

page { 

  background-color: #EEE; 

} 

（3）page.js 
该文件描述了小程序所有的运行逻辑，必须在 page.js 中调用 Page() 完成页面的注册，

且 Page 函数接受一个对象，可以配置小程序当前页面的生命周期函数、页面的数据对象以及

页面中调用的方法。 
  onLoad：页面首次加载时调用。 
  onShow：页面显示时调用（如从其他页面返回时）。 
  data：页面数据对象，可以在 Page 方法中通过 this.data.xx 访问，且可使用 this.setData()
进行修改。示例代码如下。 

Page({ 

    onLoad(query) { 

    console.log(query) // {a: 1} 

  }, 

  data: { 

    foo: 1 

  }, 

  plus() { 

    this.setData({ foo: this.data.foo + 1 }) 

  } 

}) 

（4）page.axml 
1）页面数据绑定 
该文件是描述页面核心结构的文件，其语法与 HTML 十分相似。在 axml 文件中，可以

访问前面 page.js 中定义的页面数据对象以及方法。简单示例代码如下。 

<view class="container"> 

    {{foo}} 

</view> 

上面代码示例中： 
  view 同 HTML 中的 div 标签，具有块级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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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 表示在页面当前位置展示在 page.js 中定义的 foo 的当前值。以上代码实际会

渲染为： 

<view class="container">1</view> 

增加事件机制示例，使页面的数据内容发生改变，示例代码如下。 

<view class="container"> 

  {{foo}} 

  <view onTap="plus">+</view> 

</view> 

当点击加号时，会调用在 page.js 中定义的 plus 方法，从而改变 foo 的值，并且页面会

立即重新渲染，页面上的 1 会变成 2。 

 
注意： 

元素 onTap 属性可以传入一个方法，当元素被点击时触发。 

2）条件渲染与列表渲染 
在标签属性中可以使用 a:if 绑定一个布尔值，控制该节点是否要被渲染，该条件的值可以

在 Page 中定义，使用与前文页面数据同样的{{}}语法读取，同样，还有 a:elif 与 a:else 控制 
else 的代码块逻辑。 

以下示例会在页面上展示“隐藏”两个字，如图 9-7 所示。 

// pages/index/index.js 
Page({ 
    data: { 
    condition: false 
  } 
}) 
<!-- pages/index/index.axml --> 
<view> 
  <view a:if="{{condition}}">展示</view> 
  <view a:else="{{condition}}">隐藏</view> 
</view> 

  

在标签属性中，可以使用 a:for 绑定一个数组控制节点循环输出。该条件的值可以在 Page 
中定义，使用与前文页面数据同样的 {{}} 语法读取，数组当前项的下标变量名默认为 index，

数组当前项的变量名默认为 item。示例代码如下。 

// pages/index/index.js 

Page({ 

    data: { 

    list: ['A', 'B', 'C'] 

  } 

}) 

<!-- pages/index/index.axml --> 

图 9-7 

应用判断条件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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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view a:for="{{list}}"> 

    {{index}}: {{item}} 

  </view> 

</view> 

以上示例代码将会按规则被渲染为如下格式。 

<view> 

  <view>1: A</view> 

  <view>2: B</view> 

  <view>3: C</view> 

</view> 

9.3.4  发布流程 

支付宝小程序可分为内部小程序与外包小程序，内部小程序包括支付宝钱包里的很多应

用，如在“任务实施”中的“信用卡还款”应用就是一款内部的小程序。而外部小程序也有很

多，在支付宝钱包里搜索“小程序”可看到很多的应用。 
对于外部小程序应用，有“个人支付宝账号”与“企业支付宝账号”两个入驻方式，这里

主要说明“个人支付宝账号”入驻的小程序发布流程。 
① 访问 https://open.alipay.com/channel/miniIndex.htm，在底部选择“我是个人开发者”“立

即入驻”，如图 9-8 所示。 

 
  

② 进入界面后，在 https://spcenter.alipay.com/operation/mini-portal/dashboard 单击“立即创

建”按钮即可创建一个支付宝小程序。选择一个支付宝小程序的名称，如“信用卡测试小程序” 
（可在之后修改），如图 9-9 所示。 

 
 

③ 在“小程序开发者工具”中设置“选择关联小程序”，这里选择之前创建的“信用卡测

图 9-8

发布入口

图 9-9

创建一个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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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小程序”，如图 9-10 所示，这时就将本地代码跟创建的小程序关联起来。 

 
  

④ 在“小程序开发者工具”工具栏中选择上传，上传成功后可在小程序管理界面看到对

应的版本。开发完成后进行提交审核，如图 9-11 所示，审核成功后即可在支付宝钱包中找到

对应的小程序。 

 
 

图 9-10 

选择关联小程序 

图 9-11 

提交审核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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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任务实施 

本单元开始具体实施“任务陈述”中所列的“实现一个支付宝”任务，包括“设计思路”

“创建项目”“列表页开发”“详情页开发”“结果页开发”“真机预览及发布”等 6 个部分。 

9.4.1  设计思路 

简易的“支付宝信用卡还款功能”小程序，为了简化流程，只关注最主要的还款流程，即

用户查看信用卡列表，前往看信用卡详情，输入还款金额，还款，查看还款结果，如图 9-12
所示。 

a（card-home）展示我的所有信用卡
b(card-detail)展示信用卡详情页输入还

款金额还款 
c(repayment-result)信用卡还款 

 

生命周期：进入页面请求接口数据获
取“我的信用卡”列表数据，以及聚
合结构 
展示：使用官方 list-view 组件展示列
表数据 
行动点：点击单个信用卡可跳到详情
页，并携带第一个页面的数据 

生命周期：进入详情页从第一个页面
携带的数据展示详情内容 
展示：根据详情数据展示页面，用到
头部组件、卡详情、卡片组件、输入
框组件 
行动点： 

  输入还款金额 
  点击确认还款，发起请求，若成功

就跳到还款结果页并携带结果数据 

生命周期：进入详情页从携带过来的
数据展示详情结果 
 
展示：根据结果展示提示信息，自己
写一个 step 组件 
 
行动点：点击完成跳回到列表页 

（a）列表页 （b）详情页 （c）结果页 

  

功能分析： 
涉及的展示/组件如下。 

  数字组件：展示数字和小数点。 

图 9-12

示意图

 
                    

微课 9-4
支付宝小程序-页
面设计代码编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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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部信息组件：卡详情顶部的卡。 
  输入框组件：还款金额输入区。 
  涉及的通用功能函数有：跳转相关辅助函数（toUrl）。 

涉及的行动点事件有：点击、输入、跳转。 

9.4.2  创建项目 

根据前一节分析开始创建项目骨架。 

1．创建空白项目 

打开之前准备好的小程序 IDE，选择“模版选取”→“todo 小程序”然后下一步，如

图 9-13 所示。 

 
  

图 9-13 

新建空白项目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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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脚手架基本结构说明 

打开生成的 todo 查看小程序的文件结构和项目结构，如图 9-14 所示。 

小程序目录结构 说明 项目的结构 

assets 目录下存放素材 

pages 目录下存放页面池 
页面如下： 

  页面样式 
  页面结构 
  页面逻辑 
  页面配置 

 

global 根目录下放全局配置: 
  全局生效的样式 
  全局生命周期逻辑 
  全局配置 

 
 

3．关联 

分析“信用卡案例”目录结构后，在 app.json 中做好相关的页面关联，示例代码如下。 

{ 

  "pages": [ 

    "pages/card-home/index", 

    "pages/card-detail/index", 

    "pages/repayment-result/index" 

  ], 

  "window": { 

    "defaultTitle": "信用卡还款", 

    "canPullDown": "NO" 

  } 

} 

图 9-14

“信用卡案例”

小程序以及

项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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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列表页开发 

列表页是信用卡还款的列表首页，包含卡的列表信息、还款信息、聚合信息等，如图 9-12（a）

所示。其中，数据来源于进来时发的请求，由于简化请求过程，在 page 目录下放入 mock 数据，

直接引入 data。在 pages/card-home 文件夹下新建 mock.js，输入如下 mock 数据示例。 

export const cardListMock = { 

  'cardUniteInfo': { 

    'dynamicRepayInfo': '最近还款¥2,000.00  预计 2 小时到账', 

    'recommendPositionInfo': [ 

      { 

        'recommendType': 'SHH', 

        'showFlag': true, 

      }, 

      { 

        'recommendType': 'APPLY_FOR_INSTALMENT', 

        'showFlag': false, 

      }, 

      { 

        'recommendType': 'LEND_INSTALMENT', 

        'showFlag': true, 

      }, 

    ], 

    'coreDataValue': '6382.01', 

    'personCoreDataSignDesc': '近七日已知待还', 

  }, 

  'cardInfoList': [ 

    { 

      cardBizType: 'RH', 

      cardLogo: 'https://gw.alipayobjects.com/mdn/industry_lifee/afts/img/A*KK-PQIIHbKMA 

AAAAAAAAAABkARQnAQ', 

      cardName: '房贷', 

      bankName: '招商银行', 

      bankLogo: 'https://gw.alipayobjects.com/zos/mwalletmng/KPZGPxYIVKsQEGSKbXNP.png', 

      bankMark: 'CMB', 

      cardRemark: '房贷卡', 

      tail: '5678', 

      holderName: '马克', 

      selfCard: true, 

      unpaidInfo: '本期已还清', 

      billDate: '9 天后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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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DateColor: 'GRAY', 

      basicExtraInfo: '招商银行 尾号 5678', 

    }, 

    { 

      cardBizType: 'RC', 

      cardLogo: 'https://gw.alipayobjects.com/mdn/industry_lifee/afts/img/A*slo8RrAjrVEAAA 

AAAAAAAABkARQnAQ', 

      cardName: '车贷', 

      bankName: '浦发银行', 

      bankLogo: 'https://gw.alipayobjects.com/mdn/industry_lifee/afts/img/A*PUp0S73OsjAAA 

AAAAAAAAABjAQAAAQ/original', 

      bankMark: 'SPDB', 

      cardRemark: '', 

      tail: '3452', 

      holderName: '马克', 

      selfCard: true, 

      unpaidInfo: '预计 ¥6688.00', 

      billDate: '3 天后到期', 

      billDateColor: 'RED', 

      basicExtraInfo: '浦发银行 尾号 3452', 

    }, 

    { 

      cardBizType: 'HK', 

      cardLogo: 'https://gw.alipayobjects.com/zos/mwalletmng/KPZGPxYIVKsQEGSKbXNP.png', 

      cardName: '招商银行', 

      bankName: '招商银行', 

      bankLogo: 'https://gw.alipayobjects.com/zos/mwalletmng/KPZGPxYIVKsQEGSKbXNP.png', 

      bankMark: 'CMB', 

      cardRemark: '餐饮卡', 

      tail: '9596', 

      holderName: '马克', 

      selfCard: true, 

      unpaidInfo: '本期已还清', 

      billDate: '9 天后到期', 

      billDateColor: 'GRAY', 

      basicExtraInfo: '尾号 9596', 

    }, 

    { 

      cardBizType: 'HK', 

      cardLogo: 'https://gw.alipayobjects.com/mdn/industry_lifee/afts/img/A*PUp0S73OsjAAA 

AAAAAAAAABjAQAAAQ/original', 



单元 9  标准化开发支付宝小程序——信用卡还款应用 

 208

      cardName: '浦发银行', 

      bankName: '浦发银行', 

      bankLogo: 'https://gw.alipayobjects.com/mdn/industry_lifee/afts/img/A*PUp0S73OsjAAA 

AAAAAAAAABjAQAAAQ/original', 

      bankMark: 'SPDB', 

      cardRemark: '', 

      tail: '8899', 

      holderName: '麦克', 

      selfCard: false, 

      unpaidInfo: '¥50,000.00', 

      billDate: '今天到期', 

      billDateColor: 'RED', 

      basicExtraInfo: '麦克 尾号 8899', 

    }, 

  ], 

}; 

这份 mock 数据展示了卡列表页所需要所有素材（如聚合数据、卡列表等）。接着把这份

mock 数据放入页面的 data，在 pages/card-home/index.js 中引入这个 mock，示例代码如下。 

import { cardListMock } from './mock'; 

Page({ 

  data: { 

    ...cardListMock, 

  }, 

}); 

接下来开始实现 UI，这一页的结构分为：card-home-header，用来做头部账单聚合信息展

示区域，如图 9-15 所示。 

 
  

示例代码如下。 

  <view class="card-home-header"> 

    <!-- 本页为透明头，考虑兼容性问题，这里使用固定高度作为顶部占位--> 

    <view style="height: 88px"></view> 

    <!-- 撑开高度 --> 

    <view class="header-content"> 

      <!-- 账单聚合信息 --> 

      <view class="summary-caption"> 

图 9-15 

聚合展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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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UniteInfo.personCoreDataSignDesc}} 

      </view> 

      <view class="summary-amount"> 

        <flip-numbers content="{{cardUniteInfo.coreDataValue}}" /> 

      </view> 

      <view class="guide-link">{{cardUniteInfo.dynamicRepayInfo}}</view> 

    </view> 

  </view> 

card-list-container 用来做列表，如图 9-16 所示。状态标志位映射见表 9-2。 

 
 

表 9-2  状态标志位映射 

说明 数据里的映射 

是否还清 unpaidInfo 

颜色 billDateColor 

到期情况 billDate 

银行 cardName 

银行信息 basicExtraInfo 

示例代码如下。 

  <view class="card-list-container"> 

        <!-- 行动点 --> 

        <view a:for="{{cardInfoList}}" onTap="handleCardItemTap" data-cardInfo="{{item}}" 

class="card-wrapper"> 

      <!-- 卡面第一行主要信息 --> 

      <view class="core-content-wrapper"> 

        <image class="card-logo" src="{{item.cardLogo}}" /> 

        <view class="core-content"> 

图 9-16

meta tag 设置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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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款类型、银行、备注 --> 

          <view class="basic-info-main"> 

            <view class="card-name fixed-len {{item.cardRemark ? 'has-remark' : ''}}"> 

{{item.cardName}}</view> 

            <block a:if="{{item.cardRemark}}"> 

              <view class="divider"></view> 

              <view class="card-remark fixed-len">{{item.cardRemark}}</view> 

            </block> 

          </view> 

          <!-- 账单信息：待还金额 --> 

          <view class="bill-info-unpaid">{{item.unpaidInfo}}</view> 

        </view> 

      </view> 

      <!-- 卡面第二行其他信息 --> 

      <view class="extra-content-wrapper"> 

        <view class="basic-info-extra"> 

          <view class="fixed-len">{{item.basicExtraInfo}}</view> 

        </view> 

        <view class="bill-info-date"> 

          <view class="fixed-len {{item.billDateColor}}">{{item.billDate}}</view> 

        </view> 

      </view>  

    </view> 

  </view> 

绑定行动点：点击跳转到详情页，在 pages/card-home/index.js 的示例代码如下。 

import { cardListMock } from './mock'; 

import { toUrl } from '../../util'; 

 

Page({ 

  data: { 

    ...cardListMock, 

  }, 

  /** 

   * 点击卡片进入相应详情页 

   */ 

  handleCardItemTap(e) { 

    // 这个函数已经在 axml 里绑定过了 

    const cardInfo = e.target.dataset.cardInfo || {}; 

    my.navigateTo({ 

      url: '/pages/card-detail/index${toUrl(card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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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携带 cardInfo 数据给下一页 

    }); 

  }, 

}); 

9.4.4  详情页开发 

详情页是具体信用卡的还款信息，页面代码放在 pages/card-detail 中。首先需要获得列表页

返回的数据，在页面 onLoad 生命周期中把上个页面带过来的信息放入 data，示例代码如下。 

// pages/card-detail/index 

Page({ 

  data: { 

    cardDetailInfo: {}, 

    repayInput: '', 

  }, 

  onLoad (options = {}) { 

    // 这里 options 能拿到上一个页面携带的数据 

    console.log('card-detail page onLoad, options: ', options); 

    this.setData({ cardDetailInfo: options }); 

  }, 

}); 

接着开始设计 UI，把整个页面划分为 4 个部分，如图 9-17 所示。  

 
(a) 头部信息（包含银行信息、持卡人信息等） 

 
(b) 页面主内容-账单查询区域 

 
(c) 页面主内容-还款金额输入框 

 
(d) 页面底部操作-按钮 

  

图 9-17

还款页面功能划分与示例

 
                    

微课 9-5
支付宝小程序-页
面设计代码编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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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头部信息写成一个组件，代码放在 components/header-info 中，如下所示。 

components/header-info/ index.axml 

<view class="c-header-bank-info"> 

  <view class="card-wrapper"> 

    <view class="cit-item cit-item-left"> 

      <view class="cit-logo"> 

        <image class="cit-logo-img {{info.cardBizType}}" src="{{info.cardLogo}}" /> 

      </view> 

      <view class="cit-content"> 

        <view class="cit-title"> 

          <text class="citt-name">{{info.cardName}}</text> 

          <view class="citt-remark" a:if="{{info.cardRemark}}">{{info.cardRemark}}</view> 

        </view> 

        <view class="cit-brief"> 

          <text a:if="{{info.cardBizType = = = 'RH' || info.cardBizType = = = 'RC' || info. 

cardBizType = = = 'RR' || info.cardBizType = = = 'RN'}}"> 

            {{info.holderName}} | {{info.bankName}} 尾号{{info.tail}} 

          </text> 

          <text a:else> 

            {{info.holderName}} | 尾号{{info.tail}} 

          </text> 

        </view> 

      </view> 

    </view> 

  </view> 

</view> 

② 在页面中引入如下代码。 

  <!-- 头部信息，包含银行信息、持卡人信息等 --> 

  <header-info info="{{cardDetailInfo}}"/> 

③ 页面主内容-账单查询区域示例代码如下。 

    <view class="query-bill-section"> 

      <view class="basic-info-container"> 

        <view class="info-row"> 

          <text>未还金额</text> 

          <text class="info-right highlight">{{cardDetailInfo.unpaidInfo}}</text> 

        </view> 

        <view class="info-row"> 

          <text>到期还款日</text> 

          <text class="info-right highlight">{{cardDetailInfo.billDate}}</text> 



9.4  任务实施 

 213

        </view> 

      </view> 

    </view> 

④ 输入区，代码放在组件 components/pay-input 中，示例代码如下。 

<view class="am-amount pay-input {{className}}"> 

  <wb size="32"> 

    <view class="am-amount-title-container"> 

      <view class="am-amount-title"> 

        {{title}} 

        <text class="am-amount-title-tip">{{titleTip}}</text> 

      </view> 

      <slot a:if="{{hasExtraText}}" name="titleRight"> 

        <view slot="titleRight" class="am-amount-title-right" onTap="onTapExtra">{{extraText}} 

</view> 
      </slot> 
    </view> 

    <view class="am-amount-input"> 

      <view a:if="{{hasMoneySymbol}}" class="am-amount-symbol">¥</view> 

      <input 

        type="digit" 

        maxlength="{{maxLength}}" 

        class="am-amount-value" 

        value="{{repayAmount}}" 

        focus="{{focus}}" 

        onInput="onInput" 

        onConfirm="onConfirm" 

        onFocus="onFocus" 

        onBlur="handleBlur" 

        placeholder="{{placeholder}}" 

        controlled="{{true}}" 

        disabled="{{disabled}}" 

        underlineColorAndroid="transparent" T4 

      /> 

      <view a:if="{{hasClear}}" onTap="onClearTap" 

            class="pay-input-fix am-amount-clear {{repayAmount.length > 0 && focus ? 

'visible' : ''}}"> 

        <icon type="clear" size="22" /> 

      </view> 

    </view> 

  </wb> 

</view> 



单元 9  标准化开发支付宝小程序——信用卡还款应用 

 214

⑤ 传入一些基本信息，示例代码如下。 

    <pay-input 

      placeholder="每笔最高 6000000.00" 

      hasMoneySymbol="{{true}}" 

      hasClear="{{false}}" 

      title="还款金额" 

      extraText="预计今天到账" 

      onInput="onMoneyInput" 

      maxLength="10" 

      repayAmount="{{repayInput}}"   

    /> 

⑥ 底部按钮区，示例代码如下。 

  <view class="page-repay-footer-container"> 

    <view class="footer-button-container"> 

      <button type="primary" onTap="handleRepay" class="footer-button">确认还款</button> 

    </view> 

  </view> 

⑦ 绑定行动点，可以设置行动点，通过行动点可跳转小程序页面，示例代码如下。 

import { toUrl } from '../../util'; 

Page({ 

  data: { 

    cardDetailInfo: {}, 

    repayInput: '', 

  }, 

  onLoad (options = {}) { 

    console.log('card-detail page onLoad, options: ', options); 

    this.setData({ cardDetailInfo: options }); 

  }, 

  /** 

   * 监听还款金额输入 

   */ 

  onMoneyInput(value) { 

    this.setData({ repayInput: value }); 

  }, 

  /** 

   * 点击“确认还款”按钮后的处理逻辑 

   */ 

  handleRepay() { 

    const que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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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data.cardDetailInfo, 

      repayInput: this.data.repayInput, 

    }; 

    // 跳转到还款结果页 

    my.navigateTo({ 

      url: '/pages/repayment-result/index${toUrl(query)}', 

    }); 

  }, 

}); 

9.4.5  结果页开发 

结果页是信用卡还款后前端返回用户一个界面，表示还款状态。结果页的开发主要是

UI 开发，JS 代码不多。先看 UI 代码，这里使用了一个组件 steps 表示结果的状态步骤，步

进样式能够可视化呈现给用户当前的服务进度，让用户能够对整个流程有清晰的了解。示例

代码如下。 

<view class="repayment-result-container"> 

  <steps 

    activeIndex="{{1}}" 

    direction="vertical" 

    items="{{items}}" 

  /> 

  <button onTap="handleCompleteTap" type="primary" class="complete-button">完成</button> 

</view> 

steps 组件会放到 components 中，对应的 AXML、ACSS、JS 代码如下。 

<view class="am-hor-steps {{className}}" a:if="{{direction = = 'horizontal'}}"> 

  <view class="am-hor-step" a:for="{{items}}" style="{{width: 100 / (items.length - 1) + '%'}}"> 

    <view class="am-hor-step-line {{index < activeIndex - 1 ? 'is-active' : ''}} {{index >= 

items.length - 1 ? 'is-last' : ''}}"> 

      <view class="am-hor-step-icon {{index <= activeIndex - 1 ? 'is-active' : ''}}"></view> 

    </view> 

    <view class="am-hor-step-text"> 

      <view class="am-hor-step-title"> 

        <text>{{item.title}}</text> 

      </view> 

      <view class="am-hor-step-description"> 

        <text>{{item.description}}</text> 

      </view> 

    </view> 

  </view> 

</view> 

 
                    

微课 9-6
支付宝小程序-页
面设计代码编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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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class="am-vertical-steps {{className}}" a:if="{{direction = = 'vertical'}}">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 a:for="{{items}}">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left">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line am-vertical-step-line-top {{index < activeIndex ? 'is-active' : ''}}" 

        a:if="{{index < items.length - 1}}" 

      ></view>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line am-vertical-step-line-bottom {{index < activeIndex - 1 ? 

'is-active' : ''}}" 

        a:if="{{index < items.length - 1}}" 

      ></view>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icon {{item.iconType ? item.iconType : ''}} is-fail" 

a:if="{{index = = failIndex - 1}}"> 

        <icon a:if="{{!item.iconType}}" type="cancel" size="24"/> 

      </view>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icon {{item.iconType ? item.iconType : ''}} is-active" 

a:elif="{{index <= activeIndex - 1}}"> 

        <icon a:if="{{!item.iconType}}" type="success" size="24"/> 

      </view>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icon {{item.iconType ? item.iconType : ''}} is-first" 

a:elif="{{index = = = items.length - 1}}"></view>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icon {{item.iconType ? item.iconType : ''}} is-normal" 

a:else></view> 

    </view>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right">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title {{index <= activeIndex - 1 ? 'is-active' : ''}} {{index = = 

failIndex - 1 ? 'is-fail' : ''}}"> 

        <text>{{item.title}}</text> 

      </view>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brief {{index <= activeIndex - 1 ? 'is-active' : ''}}" 

a:if="{{item.brief}}"> 

        <text class="font-alipay-number">{{item.brief}}</text> 

      </view> 

      <view class="am-vertical-step-description"> 

        <text>{{item.description}}</text> 

        <view class="am-hor-step-extra" a:for="{{item.extra}}" a:for-item="extraItem"> 

          <text>{{extraItem}}</text> 

        </view> 

        <text class="am-step-vertical-link-desc" 

              data-sign="{{item.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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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ap="handleTap" 

        >{{item.linkDesc}}</text> 

      </view> 

    </view> 

  </view> 

</view> 

.am-hor-steps { 

  padding: 20px 50px 10px 50px; 

  background-color: #fff; 

  overflow: hidden; 

  white-space: nowrap; 

} 

.am-hor-step { 

  display: inline-block; 

  white-space: normal; 

  text-align: center; 

  vertical-align: top; 

} 

.am-hor-step-line { 

  position: relative; 

  margin: 6px 0; 

  height: 2px; 

  background-color: #ddd; 

} 

.am-hor-step-line.is-active { 

  background-color: #108ee9; 

} 

.am-hor-step-line.is-last {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 

.am-hor-step-icon { 

  position: absolute; 

  top: 50%; 

  left: 0; 

  width: 10px; 

  height: 10px; 

  transform: translate(-50%, -50%); 

  border-radius: 999px; 

  background-color: #ddd; 

} 

.am-hor-step-icon.is-ac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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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108ee9; 

} 

.am-hor-step-text { 

  margin-top: 20px; 

  padding: 0 5px; 

  max-width: 90px; 

  transform: translateX(-50%); 

} 

.am-hor-step-title { 

  font-size: 12px; 

  color: #333; 

} 

.am-hor-step-description { 

   margin-top: 6px; 

   font-size: 12px; 

   color: #999; 

 } 

.am-hor-step-extra { 

  font-size: 12px; 

  color: #999; 

  line-height: 14px; 

} 

/* vertical steps style */ 

.am-vertical-steps { 

  padding: 40rpx 60rpx 0 80rpx; 

  background-color: #fff; 

} 

.am-vertical-step { 

  display: flex; 

} 

.am-vertical-step-left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column; 

  justify-content: center; 

  align-items: center; 

  width: 24px; 

  margin-right: 50rpx; 

} 

.am-vertical-step-lin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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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10px; 

  width: 2px; 

  background-color: #ddd; 

} 

.am-vertical-step-line-top { 

  flex: 1; 

} 

.am-vertical-step-line-bottom { 

  height: 40px; 

  width: 2px; 

  background-color: #ddd; 

} 

.am-vertical-step-line.is-active { 

  background-color: #108ee9; 

} 

.am-vertical-step-icon { 

  position: absolute; 

  top: 0; 

  left: 50%; 

  width: 24px; 

  height: 24px; 

  transform: translateX(-50%); 

  border-radius: 999px; 

  background-color: #ddd; 

} 

.am-vertical-step-icon.money  { 

  background-image: url(../../assets/money.png); 

  background-size: 100% 100%; 

} 

.am-vertical-step-icon.money.is-active { 

  background-color: #108ee9; 

} 

.am-vertical-step-icon.is-normal { 

  top: 5px; 

  background-color: #ddd; 

  width: 10px; 

  height: 10px; 

} 

.am-vertical-step-icon.is-active, 

.am-vertical-step-icon.is-fail { 

  width: 2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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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24px; 

  background-color: #fff; 

} 

.am-vertical-step-right { 

  flex: 1; 

  margin-bottom: 50rpx; 

} 

.am-vertical-step-title { 

  margin-bottom: 4px; 

  font-size: 18px; 

  color: #333; 

} 

.am-vertical-step-title.is-active { 

  color: #108ee9; 

  font-weight: 800; 

} 

.am-vertical-step-title.is-fail { 

  color: #F4333C; 

} 

.am-vertical-step-brief, 

.am-vertical-step-description { 

  line-height: 1.6; 

  font-size: 13px; 

  color: #999; 

} 

.am-vertical-step-brief.is-active { 

  font-size: 18px; 

  font-weight: 600; 

} 

.am-vertical-step-brief .a-text-no-space { 

  white-space: nowrap; 

} 

.am-vertical-placeholder { 

  height: 20px; 

} 

.am-vertical-placeholder-line { 

  position: absolute; 

  left: 50%; 

  transform: translateX(-50%); 

  height: 100%; 

  width: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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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 

} 

.am-step-vertical-link-desc{ 

  margin-left: 10rpx; 

  color: #108EE9; 

} 

.am-vertical-step-icon.waiting  { 

  background: url(../../assets/waiting.png) 60% 45% no-repeat; 

  background-size: 10rpx 22rpx; 

} 

.am-vertical-step-icon.waiting.is-active { 

  background-color: #0BA194; 

} 

.am-vertical-step-icon.tick  { 

  background: url(../../assets/tickt.png) 60% 45% no-repeat; 

  background-size: 100% 100%; 

} 

.am-vertical-step-icon.tick.is-active { 

  background-color: #108EE9; 

  background-size: 70% 70%; 

} 

Component({ 

  props: { 

    className: '', 

    activeIndex: 1, 

    failIndex: 0, 

    direction: 'horizontal', 

    items: [], 

    onTap: () => { 

    }, 

  }, 

  methods: { 

    handleTap(e) { 

      this.props.onTap(e); 

    }, 

  }, 

}); 

9.4.6  真机预览及发布 

由于模拟器尚未支持全部 API，在真机上预览开发的小程序，需要登入并绑定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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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好的小程序，并且使用小程序 IDE 提供的预览和调试功能真机预览调试，当确定开发完毕

后也可以提交发布。 

① 在 IDE 上用支付宝账号登入，如图 9-18 所示。 

 
  

② 登入后绑定自己的小程序，如图 9-19 所示，创建小程序方法详见前面知识点。 

 

图 9-18 

使用支付宝 

APP 扫码登录 

图 9-19 

选定需要预览 

的小程序 

 
                    

微课 9-7 
支付宝小程序- 
真机调试与小 
程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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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发起预览，单击“预览”按钮，云端构建并且推送到手机上预览，如图 9-20 所示。 

 
 

④ 真机调试，单击“真机调试”按钮发起真机调试，如图 9-21 所示，并在手机上完成授

权，详情可见 https://opendocs.alipay.com/mini/ide/debug。 

         
授权真机调试                        远程调试已建立 

 

 

图 9-20

在手机支付宝

APP 上预览

小程序

图 9-21

调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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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单击上传，如图 9-22 所示。 

 
 
 
上传结束后单击前往开放平台审核上架，如图 9-23 所示。 

 
 

9.5  单元小结 

本单元参与实践了一个简易版的“支付宝信用卡还款功能”小程序。从小程序创建到页面

研发，再到调试、发布，通过整套参与，主要掌握了以下知识。 
① 支付宝小程序开发框架的基础原理与设计概念。 
② 支付宝小程序的运行机制、DSL 语法以及文件规范。 

图 9-22 

调试后上传本地 

代码到平台 

图 9-23 

到相应的开放平 

台提交发布申请 

审核后即可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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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支付宝小程序的完整研发链路。 

9.6  单元练习 

1．创建一个支付宝小程序，开发一个列表页，完成发布并上线。 
2．试着完善该小程序，接入一个列表上拉加载的功能。  
3．阅读相关小程序运营文档，在支付宝上持续运营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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