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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jQuery 入门 
 
 
 
本章带领大家进入 jQuery 的精彩世界，主要介绍 jQuery 的特性和其他类库的比较等，通过

本章的学习可以对 jQuery 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此外，Hello jQuery 实例可以快速上手 jQuery，轻

松开始 jQuery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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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uery 风暴——完美用户体验 

1.1  认识 jQuery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JavaScript 已经成为 Web 开发人员一定要使用的客户端脚本语

言。比如为了提高用户体验使用的 AJAX 技术就是使用 JavaScript。会写 JavaScript 不难，

但是写好的人却不多，由于 JavaScript 是动态语言，极大的灵活性导致了项目中每个人截然

不同的代码风格。而且现在的页面对于用户体验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酷炫的页面效果不仅

仅吸引眼球，更能够方便用户的交互。加上现在各种浏览器对于 JavaScript 的实现标准和解

析方式不同，所有这些都是对 Web 开发和设计人员的挑战。于是当互联网世界陷入灾难之

时，上天派出了 jQuery 拯救苍生。 

1.1.1  认识 jQuery 

jQuery 是一套轻量级的 JavaScript 类库，JavaScript 语言是在 Web 页面上使用的客户端

脚本语言，使用 jQuery 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地完成各种脚本功能，并且实现的效果都是跨浏

览器兼容的。毫不夸张地讲，jQuery 改变了我们的 JavaScript 编程方式，正如 jQuery 的口

号所说的“write less, do more !”（事半功倍）。 
首先需要注意 jQuery 是脚本库而不是脚本框架，jQuery 提供的是核心函数，用户可以

在这些核心函数上开发自己的功能。jQuery 不会像脚本框架一样组织所有的脚本文件，所

以说 jQuery 是轻量级的。但是正因为轻巧，所以用起来更得心应手。 
另外 jQueryUI 的发布改变了 jQuery 插件繁多各自为战的情况, 可以说 jQueryUI 是用于

用户交互的综合 jQuery 插件，提供了丰富的模板皮肤和各种 UI 组件，并且侵入性低，对于

提升用户体验有很大的帮助。 
jQuery 是由 John Resig 创建的，已经从 2006 年的 1.0 版本发展到 2009 年的 1.3.X 版本，

下面简单回顾 jQuery 的成长历史： 
 jQuery 1.0 于 2006 年 8 月发布。作为第一个发布版本已经包含了 CSS 选择器、事

件处理和 AJAX 接口函数。 
 jQuery 1.1 于 2007 年 1 月发布。对于 API 做了大量的整理，将不常用的函数进行合

并或删减。 
 jQuery 1.1.3 于 2007 年 7 月发布。大幅度改善了选择器的性能，性能已经可以和

Propetype、MooTools、Dojo 等相媲美。 
 jQuery 1.2 于 2007 年 12 月发布。取消了 XPath 选择器，因为 CSS 选择器已经足够

强大，对函数的易用性和插件开发都有所改进。 
 jQueryUI 于 2007 年 12 月发布。jQueryUI 的发布为实现丰富的用户界面和用户体验

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后面的章节中也会重点介绍 jQueryUI 的使用。 
 jQuery1.2.6 于 2008 年 5 月发布。主要的更新在于性能的提升，并且整合了 Dime- 

nionsPlugin 插件。 
 jQuery1.3 于 2009 年 1 月发布。它更新了 Sizzle 选择器引擎，提高了很多函数方法

的性能，一举让 jQuery 成为 快的脚本类库，此外还添加了 live 等事件委托函数。 
 jQuery1.4 在 2010 年 1 月 14 日，jQuery 的四岁生日时发布。该版本显著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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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 jQuery方法的性能，并且修复了非常多的 bug。jQuery开发团队在开发 jQuery 
1.4 时大幅增加了测试用例。jQuery 测试在所有主流浏览器（Safari 3.2、Safari 4、
Firefox 2、Firefox 3、Firefox 3.5、IE 6、IE 7、IE 8、Opera 10.10 以及 Chrome）中

全部通过。同时 1.4 版本还完全更换了 jQuery 的在线文档手册。启用了新的

api.jquery.com 作为手册的地址，此手册对于函数的组织和分类更加系统化。 
通过自身不断的完善和更新，jQuery 已经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到目前为止是使用 广

泛的 JavaScript 类库之一，被微软和诺基亚等各大公司采用。 
微软已经将 jQuery 作为御用脚本类库，它的各种 JavaScript 应用均以 jQuery 为基础，

比如 ASP.NET Ajax. 创建一个 ASP.NET MVC 项目时将默认引入 jQuery 类库。jQuery 与

Visual Studio 的配合更是完美，可以在 Visual Studio 中启用对 jQuery 类库函数的智能提示，

大大提升了开发效率。 
诺基亚使用 jQuery 帮助开发基于手机的 Web 运行平台，比如用 jQuery 开发新版本的手

机地图等。 
只要是需要使用 JavaScript 的地方，jQuery 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富互联网时代，作

为一名网站开发人员，如不懂 jQuery 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1.1.2  jQuery 之美 

jQuery 带给我们的是 JavaScript 开发的革命。在没有脚本库的日子，开发脚本绝对是一

件容易出错的工作，并且实现类似跨浏览器、页面动画效果等都属于高难度的应用，“救世

主”jQuery 有如下神力。 

1．提供了功能强大的脚本函数类库 

使用这些功能函数, 能够帮助 Web 开发人员快速完成各种功能，而且会让代码异常简

洁。比如，通过 jQuery 选择器一次选中页面上所有的 Checkbox 元素，通过 each 遍历选中

的所有元素。 
$("*:checkbox").each(function() { }); 

2．解决浏览器兼容性问题 

JavaScript 脚本在不同浏览器的兼容性问题一直是 Web 开发人员的噩梦，常常一个页

面在 IE 7、Firefox 下运行正常，但在 IE 6 下就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针对不同的浏览器编

写不同的脚本是一件痛苦的事情。jQuery 将开发人员从这个噩梦中拯救出来，比如 jQuery
中的 event 事件对象已经被格式化成所有浏览器通用，从前要根据 event 获取事件触发者，

在 IE 下是 event.srcElements 而在 Firefox 等标准浏览器下是 event.target。jQuery 则通过统一

event 对象，可以在所有浏览器中使用 event.target 获取事件对象。当单击一个<a>元素时, 默
认会链接到 href 属性中的地址，使用 event.preventDefault()方法就可以取消此行为（浏览器

默认行为）。 

3．实现丰富的 UI 

jQuery 可以实现比如渐变弹出、图层移动等动画效果，这样可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以渐变效果为例，从前为了写一个可以兼容 IE 和 Firefox 的渐变动画，要使用大量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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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实现。费心费力不说，写完后没有太多帮助，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再开发类似的功

能还要再次费心费力。现在使用 jQuery 就可以快速完成此类应用。 
jQuery UI 就是用来帮助完成上面所有功能的 jQuery 插件库，除了实现效果外，其还提

供了很多精美的主题和模板，可以实现在不改变任何代码的情况下更改样式风格。如图 1-1
所示为不同主题下的日历控件。 

 
图 1-1  不同主题的日历控件 

图 1-2 和图 1-3 是使用 dialog 组件实现的对话框拖拽和拉伸效果。 

        
             图 1-2  可拖拽                                    图 1-3  可缩放 

4．优雅的链式编程方式 

jQuery 中，常常使用如下所示的链式方式编程： 
$("#myDiv").attr("title","myTitle").css("color","red"); 

上面的代码，首先获取到 id 为 myDiv 的元素，然后首先修改 title 属性，接着修改了

CSS 样式设置颜色为红色。jQuery 这种链式编程方式十分优雅，而且更适合用来描述语意。

在 新版本的 Prototype 中也已经开始借鉴 jQuery 的这种语法结构，但是就导致了 Prototype
有两套编码方法。而 jQuery 作为创造者，使所有使用 jQuery 的编码人员都能用 优雅的方

式编写代码。 

5．学习简单，上手快 

jQuery 的学习成本非常低，因为 jQuery 是轻量级、灵活的脚本框架，并且其官方提供

了丰富的在线文档和实例，任何人都可以轻松上手。 

6．太多了! 等待我们一一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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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jQuery 与其他脚本类库的比较 

jQuery 并不是唯一的 JavaScript 库，除了 jQuery 还有很多优秀的 JavaScript 库，比如

Propetype、Dojo，Ext、YUI、MooTools 等。每款 JavaScript 库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

要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进行选择。如表 1-1 所示的是几款流行的框架比较。 

表 1-1  脚本类库比较 

类    库 
jQuery & 

jQueryUI 

Propetype & 

script.aculo.us
Dojo ExtJS YUI MooTools 

大小（可能随版本 

变化） 
54KB 46-278KB 

核 心 库

26KB，可扩展
84-502KB 

核 心 库

31KB，可

扩展 

65KB 

许可 MIT/GPL MIT BSD&AFL 
Commercial & 

GPL 
BSD MIT 

XMLHTTPRequest

数据获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JSON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拖放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简单视觉效果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动画/高级视觉效果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事件处理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页面后退/浏览历史

管理 
是 插件支持 是 

依 靠 YUI 

History Manager
是 插件支持 

输入验证 
插件支持 

（Validator） 
是 是 是 是 插件支持 

数据网络 

插 件 支 持

（jgGrid/Ingrid/Flex

grid） 

插件支持 是 是 是 插件支持 

文本编辑器 

插 件 支 持

（ jwysiwyg/htmlbo

x/WYMeditor） 

插件支持 是 是 是 插件支持 

自动完成 
插件支持 

（AutoComplete） 
是 是 插件支持 是 插件支持 

HTML 自动生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主题/皮肤更换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易用性/平稳退化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离线存储 否 否 是 
Google 

Gears/Adobe Air
是 否 

浏览器支持 

IE 6+ 6+ 6+ 6+ 6+ 6+ 

Firefox 2+ 1.5+ 1.5+ 1.5+ 2+ 1.5+ 

Safari 2+ 2+ 3+ 3+ 3+ 2+ 

Opera 9+ 9.25+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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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为类库都还在不断地发展，上表的内容也许存在偏差。 某些类库的功能空白，
也许已开发完成或者已有相应的插件支持，所以此表格仅供参考。 

如果仅看表格会发现 Dojo 和 YUI 是原生类库功能 强大的，尤其是 Dojo 还有 IBM、

Sun 和 EBA 等大公司支持，功能可谓强大。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在 初选择脚本类库的

时候也被其强大的功能所迷惑，选择了 Dojo。但是 Dojo 目前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脚本类库，

尤其是不适合做网站的开发。网站（WebSite）和 Web 应用程序（Web App） 大的不同就

是使用者，网站面向的是互联网用户，而 Web 应用程序通常指内部系统（如管理系统）或

者特定的使用人群（如 Google Docs 面向办公人员）。结果就是在开始尝到了 Dojo 类库的甜

头后，发现 Dojo 并不适合网站开发，对于网站开发来说 Dojo 太重了，就像全副武装的陆

战队员在进行百米赛跑。而且 Dojo 本身的确存在着尚未修复的缺陷，比如无法跨域加载类

库文件（ 新开发版本已经修复，官方版本尚未发布）。 
同样重量级的还有 ExtJS 和 YUI。ExtJS 早叫做 YUI-Ext，其实 ExtJS 是由于 YUI 的

缺陷无法得到快速修复而另起门户的。由此可见 YUI 类库的显著问题就是更新缓慢，因为

是官方的团队开发，它的优点是代码风格严谨。 
对于互联网应用而言，轻量级的框架 jQuery 和 MooTools 都是很好的选择。MooTools

是开源社区形式下发展起来的 JS框架。笔者认为有别于 jQuery 明显的特点就是使用方式： 
MooTools 是完全地面向对象结构的脚本类库，在其代码组织风格、有无侵入等 Web 思想的

理解，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少年新贵、武林新秀的姿态来。虽然目前的功能不是 强大的，

但是都可以通过后期开发弥补。 
但是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就需要用到经济学的思维了。为了更好地权衡投入和产出的

关系，需要考虑学习成本、文档的全面程度、是否易用、是否稳定等因素。这正是 后抛

弃 Dojo，转而投入 jQuery 怀抱的主要原因。jQuery 上手简单，并且目前的核心已经稳定，

效率也是所有类库中 优秀的。因为使用广泛，有丰富的学习资源，此外 jQuery 也是插件

多的脚本类库，它丰富的插件资源让我们总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功能插件而无须重新开

发。所以综合考虑，jQuery 仍是 佳选择！ 

1.2  上手 jQuery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开始 jQuery 实例前，先要做了解 jQuery 的各种版本区别、

准备好 jQuery 类库文件、搭建 jQuery 的开发环境。 

1.2.1  jQuery 版本介绍 

jQuery 的官方网站是www.jQuery.com,下载地址为：http://docs.jquery.com/Downloading_j Query。 
jQuery 有不同的版本，比如 1.2.6、1.3.2、1.4 等，本书以 1.4.2 版本为例，在网站上可

以下载到如表 1-2 所示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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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jQuery 文件列表 

版本类型 文件名称 说    明 

Uncompressed jquery-1.4.2.js   未压缩版本的类库文件 

Minified jquery-1.4.2.min.js 压缩后的类库文件 

Visual Studio jquery-1.4.2-vsdoc.js 

(修改自 jquery-1.4.1-vsdoc.js) 

带有完整注释的类库版本，在 Visual Studio 中使用 jQuery 方法时会提示更加全

面注释信息。目前 1.4.2 版本没有提供此文件，可以使用 1.4.1 版本的此文件 

在 Visual Studio 2010 中，对 jQuery 的支持堪称完美。在网站上一般会引用 小的

Minified 版本的 jQuery 类库文件，以加快用户的下载速度。但是在程序开发中，有希望使

用 Visual Studio 版本的类库文件，因为它提供了全面的智能提示。在 Visual Studio 2010 中，

将 Minified 版本和 Visual Studio 版本的 jQuery 类库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下，比如放在同一

个 js 目录下： 
js\ jquery-1.4.2.min.jsjs\ jquery-1.4.2-vsdoc.js 

只需要在页面上，添加对“jquery-1.4.2.min.js”文件的引用，Visual Studio 2010 会自动

加载“jquery-1.4.2-vsdoc.js”文件，并在使用 jQuery 的函数时提供完整的智能提示，如图

1-4 所示。 

 
图 1-4  jQuery 智能提示效果 

虽然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和 jQuery 1.4 的配合十分完美，但是在 1.3.2 版本的 jQuery
及更早版本的 Visual Studio 中，支持得就不尽如人意。比如某些版本有时无法识别 Visual 
Studio 版本的 jQuery 类库，或者引用 Visual Studio 版本的类库出现脚本错误（改成 Minified
版本就正常）等。所以推荐开发人员使用 新的 jQuery 类库。因为 jQuery 1.4 版本及 Visual 
Studio 2010 的兼容性都做得很好，不会给升级带来太多的麻烦。 

1.2.2  在 Visual Studio 中使用 jQuery  

本书的大部分例子都是用 Visual Studio 2010 作为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 是目前 优秀

的 IDE（继承开发环境）之一，主要用于.NET 程序的开发。 
首先需要说明，Visual Studio 2005 及其以前的版本， 不支持 jQuery 的智能提示。Visual 

Studio 2008 和 Visual Studio 2010 版本支持 jQuery 的智能提示功能。其实这源自于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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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的 Visual Studio 对于所有 js 脚本的提示识别的提升，而并非仅仅针对 jQuery。 
1.2.1 节已经介绍了在 Visual Studio 2010 中如何启用脚本的智能提示。只需要将 Minified

版本和 Visual Studio 版本的 js 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并引用 Minified 版本的 js 文件即可。 
但是在 Visual Studio 2008 中，可能会遇到无法启用 jQuery 智能提示的情况，通常是因

为没有为 Visual Studio 2008 打上 新的补丁导致的。如果发现此问题，可以使用下面的方

法为 Visual Studio 2008 启用脚本智能提示。 
（1）要确定安装的是 Visual Studio 2008，并且安装了 sp1 补丁。 
Visual Studio 2008 sp1 补丁可以在下列地址获取到：http://msdn.microsoft.com/en-us/ 

vstudio/cc533448.aspx。 
（2）安装 VS 2008 Patch KB958502 以支持“-vsdoc.js”Intellisense 文件（非必需）。 
如果安装了 新版本的 sp1 后仍然无法出现智能提示，则可以尝试安装此补丁。该补丁

会导致 Visual Studio 在一个 JavaScript 库被引用时，查找是否存在一个可选的“-vsdoc.js”
文件，如果存在的话，就用它来驱动 JavaScript 智能提示引擎。这些加了注释的“-vsdoc.js”
文件可以包含对 JavaScript 方法提供了帮助文档的 XML 注释，以及对无法自动推断出的动

态 JavaScript 签名的另外的代码智能提示。下载地址为：http://code.msdn.microsoft.com/ 
KB958502/Release/ProjectReleases.aspx?ReleaseId=1736。 

通过上面的两步，就可以为 Visual Studio 2008 启动 jQuery 智能提示。使用智能提示将

极大地加快开发效率。 

1.2.3  在 Aptana 中使用 jQuery 

Aptana Studio 是一个基于 Eclipse 的集成式 Web 开发环境，其 广为人知的就是它非

常强悍的 JavaScript 编辑器和调试器。而 jQuery 是一款非常流行的 JavaScript 库，它极大地

简化了 JavaScript 的开发。两者的强强联合必能提高 Web 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 
可以在 Aptana 的官方网站上下载到其 新版本：http://www.aptana.com/。 
下面以 Aptana 1.5.1 版本为例来讲解配置的过程。 
（1）启动后首先执行 window|Show Aptana View| Plugins Manager 操作，打开“Plugins 

Manage”对话框，如图 1-5 所示。 

 
图 1-5  Plugins Manager 对话框 

（2）单击绿色的 Install new feature 按钮，在弹出的 Install Additional Features 对话框中，

选中 Ajax Libraries 分类中的 jQuery Support，如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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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Install Additional Features 对话框 

（3）单击 Install 按钮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 Aptana Support for jQuery 复选框。目

前 1.5.1 的 Aptana 支持到 1.3.2 版本的 jQuery，如图 1-7 所示。 

 
图 1-7  Install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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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下来的步骤只需按照提示完成步骤，安装完毕后会要求启动 Aptana。 
（5）重新启动后，选择 window|preferences 菜单，在弹出的窗口上依次选择： 
Aptana|editors|javascript|code assist，这样就会发现已经出现了 jQuery1.3， 将其勾选，

如图 1-8 所示，然后单击 OK 按钮，完成设置。 

 
图 1-8  启用 jQuery 智能提示 

（6）此时可以发现，Aptana 已经为 jQuery 的函数添加了智能提示，如图 1-9 所示。 

 
图 1-9  jQuery 智能提示效果 

1.3  Hello jQuery 实例 

本书中的所有实例都使用 ASP.NET 在 Visual Studio 中开发，JavaScript 脚本是与服务器

语言无关的，所以使用其他语言的开发人员可以将实例中的服务器语言部分，通常是包含

在<%...%>中的部分去掉或者替换成自己熟悉的语言。下面从 简单的 Hello jQuery 开始，

来编写第一个 jQuery 的例子。 

1.3.1  添加脚本引用 

首先创建一个名为“Demo-HellojQuery.htm”的页面文件。将 jQuery 的 Minified 版本和

Visual Studio 版本的 js 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并且在页面上引用 Minified 版本的文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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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代码的 jQuery 类库文件，都放在“程序根目录\Static\common\js”文件夹中。所以，需要

在 Head 中添加下列引用： 
<head> 
    <title>jQuery - Hello jQuery</title> 
    <script src="../Static/common/js/jquery-1.4.2.min.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head> 

1.3.2  添加 DOM 元素 

本实例添加了一个按钮和一个用于显示消息的 Div，代码如下： 
<input id="btnShow" type="button" value="Say hello to jQuery world" /> 
 <div id="divMsg" style="border:1px dotted #3c3c3c; display:none; width:400px;">Hello jQuery!</div> 

input 元素是一个按钮，单击时会显示 div 对象。div 对象的默认样式是隐藏的（display
为 none）。 

1.3.3  创建页面脚本对象 

本书的程序都是使用面向对象的方式，组织页面的脚本。在页面的脚本中，创建一个

如下结构的对象。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thisPage = { 
      initialize: function () 
      {//加载时执行 
       this.initializeDom(); 
       this.initializeEvent(); 
      }, 
      initializeDom: function () 
      {//初始化 DOM  
       this.$btnShow = $("#btnShow"); 
      }, 
      initializeEvent: function () 
      {//事件绑定 
       this.$btnShow.bind("click", function (event) 
       { 
        $("#divMsg").toggle(300); 
       }); 
      } 
     } 
 
        $(thisPage.initialize());          
    </script> 

其中，thisPage是一个对象。 使用 JSON格式创建，并为其添加了 initialize、initializeDom、

initializeEvent 方法。initialize 是“构造函数”。 
initializeDom()方法用于获取页面上的元素，通常使用 jQuery 选择器将页面元素保存在

thisPage对象的某一个属性中。比如上面的例子，使用 ID选择器获取了 ID为 btnShow的 input
元素，并保存在了$bthShow 属性中： 

this.$btnShow = $("#btnShow"); 

initializeEvent()方法用于为页面元素绑定事件。实例中的语句为“$bthShow”对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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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单击事件，在单击时显示 div 图层： 
this.$btnShow.bind("click", function (event) 
{ 
       $("#divMsg").toggle(300); 
}); 

后，使用“$()”方法调用 thisPage 的 initialize()方法，也就是依次执行 initializeDom
和 initializeEvent。“$()”函数其实是一个事件，使用这个函数调用的方法，会在 DOM 加载

完毕、资源文件加载完之前触发。在第 3 章会详细讲解。 
现在，单击“Say hello to jQuery world”按钮，会用动画效果显示“Hello jQuery”图层，

如图 1-10 所示。 

 
图 1-10  显示 Hello jQuery 

在此单击会隐藏此图层。状态和动画的切换主要适用了 jQuery 的 toggle()函数（将在第

9 章“jQuery 动画”详细讲解）。 
至此，一个 简单的“Hello jQuery”例子已经开发完毕。 

1.4  小结 

本章介绍了 jQuery 的基础，通过简单的实例更直观地了解了 jQuery 的魅力。也许有经

验的开发人员还在为选择哪种脚本框架而犹豫， 通过本章脚本类库的对比希望能够解除疑

惑。对于网站开发和设计人员而言 jQuery 是 好的选择，其上手容易、文档丰富、功能强

大、页面低侵入性、高效率、跨浏览器……有太多的理由让我们使用 jQuery 来改变传统的

JavaScript 开发方式，jQuery 让我们从多浏览器兼容性的噩梦中走出来，从此使开发脚本变

得轻松惬意。在后续章节中还会发现 jQuery 更多的魅力，比如使用 jQuery UI 中的组件和皮

肤，让一个不懂页面设计的人也可以开发出晶莹剔透的网页和特效。 
在全面了解 jQuery 的各类函数之前，第 2 章先学习一些 JavaScript 的精华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