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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uery是一个轻快的、小巧的、功能丰富的JavaScript库。它
用能够跨多种浏览器轻松使用的使用的API，使一些任务，比如说HTM
L文档遍历和操作、事件事处、动画，以及Ajax变得更简单。如果你是
一个jQuery新手，我们建议你仔细阅读jQuery学习中心。

如果你正在更新到jQuery的一个新版本，请一定要阅读发布在我
们的博客上的笔记。如果你以前用的是v1.9以前的版本，你还必须仔
细阅读1.9	升级指南。

注意这是jQuery核心的API文档。别的项目的API文档在别的位
置上：

jQuery	UI	API	docs

jQuery	Mobile	API	docs

QUnit	API	docs

http://learn.jquery.com
http://blog.jquery.com
http://jquery.com/upgrade-guide/1.9
http://api.jqueryui.com
http://api.jquerymobile.com
http://api.qunit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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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JavaScript提供了一些内建的数据类型。除此之外，网页文档虚
拟类型，比如说选择器、增强的伪类，比如说事件和一些你需要知道的
和函数有关的概念。如果你想深入学习这些概念，请阅读MDN。

你可以尝试下面的示例，只要把它们复制到你的浏览器的JavaSc
ript控制台里（带开发目录激活的Chrome、Safari以及IE8.0以上
版本）或者火狐浏览器Bug控制台。

每当一个示例提到一个类型默认值是一个布尔值时，如果使用布尔
上下文很容易知道结果：

var	x	=	"";
if	(	x	)	{
		console.log(	"x	defaulted	to	true"	);
}	else	{
		console.log(	"x	defaulted	to	false"	);
}

在这个案例中，打印出了"x	defaulted	to	false"。
为了保持示例的简短，取反操作符（"not"）以及双重否定可以用

来显示一个布尔上下文：

var	x	=	"";
!x	//	true
!!x	//	false	（双重否定：因为"not(empty	string)"
是true，所以否定它导致false）

关于实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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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JavaScript


Anything（不定型）
虚拟类型Anything用在jQuery文档中，用来表示任何类型都可

以使用，或者可以期望任何类型。



String（字符串）
在JavaScript中，string是一个没有变化的对象，包含0个、1

个或者很多字符。

"I'm	a	String	in	JavaScript!"
'So	am	I!'

string的类型是“string”。

typeof	"some	string";	//	"string"

引号
string可以用单引号或双引号来定义。您可以把单引号嵌套在双

引号里面，或者以其它方式。要想用双引号定义带双引号的string（
或者用单引号定义带单引号的string），嵌套的引号必须用反斜杠转
义掉。

"You	make	'me'	sad."
'That\'s	"cranking"	good	fun!'
"<a	href=\"home\">Home</a>"

内建的方法
JavaScript中的string具有一些内建的方法，用来操纵strin

g，虽然结果通常是一个新string——但也有例外，比如说，split返
回一个Array。

"hello".charAt(	0	)	//	"h"
"hello".toUpperCase()	//	"HELLO"
"Hello".toLowerCase()	//	"hello"
"hello".replace(	/e|o/g,	"x"	)	//	"hxl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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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split(	","	)	//	[	"1",	"2",	"3"	]

length属性
任何string都有一个length属性。

"Hello".length	//	5
"".length	//	0

布尔默认值
一个空string的默认值是false

!""	//	true
!!""	//	false
!"hello"	//	false
!"true"	//	false
!new	Boolean(	false	)	//	false



htmlString

当一个string用来代表一个或更多的DOM元素的时候，它被指定
为jQuery文档中的htmlString，它通常是被创建出来插入到文档中
。如果作为一个函数参数传递给jQuery()函数，如果该string以<t
ag	...	>开头，它会被识别为HTML，并按此解析，直到遇到最后的>
字符。在jQuery	1.9以前的版本中，一个string会如果它内部任何
地方包含了<tag	...	>，它就会被视为HTML。

如果一个string作为一个参数传递给一个操纵函数，比如说.app
end()，它总是会被视为HTML，只要jQuery的别的string常用解读
（CSS选择器）不能应用在那个上下文中。

为了把string明确地解析成HTML，jQuery	1.8版以后可以使用
一个$.parseHTML()方法。

//	追加<b>hello</b>:
$(	"<b>hello</b>"	).appendTo(	"body"	);
	
//	追加<b>hello</b>:
$(	"<b>hello</b>bye"	).appendTo(	"body"	);
	
//	句法错误，不能识别的表达式：bye<b>hello</b>
$(	"bye<b>hello</b>"	).appendTo(	"body"	);
	
//	追加bye<b>hello</b>:
$(	$.parseHTML(	"bye<b>hello</b>"	)	).appendT
o(	"body"	);
	
//	追加<b>hello</b>wait<b>bye</b>:
$(	"<b>hello</b>wait<b>bye</b>"	).appendTo(	"
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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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数字）
Number在JavaScript中是双精度64位格式的IEEE	754值。它

们没有改变，就像string那样。所有的在基于C的语言中常用的操作
符（+、-、*、/、%、=、+=、-=、*=、/=、++、--）都可以对num
ber起作用。

12
3.543

number的类型是“number”。

typeof	12	//	"number"
typeof	3.543	//	"number"

布尔默认值
如果一个number是0，它的默认值是false：

!0	//	true
!!0	//	false
!1	//	false
!-1	//	false

因为number的编译器是双精度值，以下的结果不是一个错误：

0.1	+	0.2	//	0.30000000000000004

Math

JavaScript为操作Math对象中的number提供了一些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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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PI	//	3.141592653589793
Math.cos(	Math.PI	)	//	-1

解析数字
parseInt和parseFloat用来把string解析成number。如果基

数没有指定，这两者都会做一些隐式转换：

parseInt(	"123"	)	=	123	//	（隐式十进制）
parseInt(	"010"	)	=	8	//	（隐式八进制）
parseInt(	"0xCAFE"	)	=	51966	//	（隐式十六进制）
parseInt(	"010",	10	)	=	10	//	（显式十进制）
parseInt(	"11",	2	)	=	3	//	（显式二进制）
parseFloat(	"10.10"	)	=	10.1

number转换成string
如果把number追加到string，结果就会是一个string。操作符

是相同的，因此需要小心：如果你想加一个number然后把它们追加到
一个string，请把number用小括号括起来：

""	+	1	+	2;	//	"12"
""	+	(	1	+	2	);	//	"3"
""	+	0.0000001;	//	"1e-7"
parseInt(	0.0000001	);	//	1	(!)

或者你可以使用JavaScript提供的String类，它会试图把一个
值解析成一个string：

String(	1	)	+	String(	2	);	//	"12"
String(	1	+	2	);	//	"3"

NaN和Infinity
解析一些不是数字的值，会得到结果NaN。isNaN用来帮助人们侦



测是否是那种情况：

parseInt(	"hello",	10	)	//	NaN
isNaN(	parseInt("hello",	10)	)	//	true

除以零就会得到Infinity：

1	/	0	//	Infinity

无论是NaN还是Infinity，它们的类型都是“number”：

typeof	NaN	//	"number"
typeof	Infinity	//	"number"

注意对比NaN的方式比较奇特：

NaN	==	NaN	//	false	(!)

但是：

Infinity	==	Infinity	//	true

Integer（整型数）
一个integer是一种纯number类型，但是每当显式提到它时，表

示它期待一个非浮点数。

Float（浮点数）
一个float是一种纯number类型，就像integer，但是每当显式

提到它时，表示它期待是一个浮点数。



Boolean（布尔值）
JavaScript中的布尔值可以是true或false：

if	(	true	)	console.log(	"always!"	);
if	(	false	)	console.log(	"ne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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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对象）
虽然JavaScript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对象，但是有些对象更客

观。创建一个Object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对象符号（花括号）：

var	x	=	{};
var	y	=	{
		name:	"Pete",
		age:	15
};

Object的类型是“object”：

typeof	{}	//	"object"

点记号法
你可以用点记号法读写一个Object的属性。

y.name	//	"Pete"
y.age	//	15
x.name	=	y.name	+	"	Pan"	//	"Pete	Pan"
x.age	=	y.age	+	1	//	16

数组记号法
或者你可以用数组记号法读写它的属性，这种记号法允许你动态选

择属性：

var	operations	=	{
		increase:	"++",
		decrease:	"--"
};
var	operation	=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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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operation	]	//	"++"
operations[	"multiply"	]	=	"*";	//	"*"

迭代
可以用for-in循环来轻松迭代一个Object：

var	obj	=	{
		name:	"Pete",
		age:	15
};
for(	key	in	obj	)	{
		alert(	"key	is	"	+	[	key	]	+	",	value	is	"	
+	obj[	key	]	);
}

注意，利用扩展的Object.prototype（参见Object.prototy
pe	is	verboten），for-in循环可能会被破坏掉，所以在使用别的
库的时候要仔细。

jQuery为迭代一个Object的属性提供了一个each函数，它还可
以迭代array的每个元素：

jQuery.each(	obj,	function(	key,	value	)	{
		console.log(	"key",	key,	"value",	value	);
});

缺点是，在每个值的上下文中调用回调函数的时候，你可能失去你
自己的Object的上下文，如果有的话。在下面的function部分详细
讨论它。

布尔默认值
一个Object，无论它是否有属性，默认值都不是false：

!{}	//	false
!!{}	//	true

http://erik.eae.net/archives/2005/06/06/22.13.54/


原型
所有的Object都有原型属性。每当一个编译器查找到一个属性的

时候，如果Object本身上找不到这个属性的话，编译器也会检查这个
Object的原型。jQuery普遍地使用原型来给jQuery实例添加方法。
jQuery在内部制作了一个jQuery.fn方法，作为jQuery.prototyp
e的别名，因此你可以任选一个使用（虽然插件开发员一般使用fn）。

var	form	=	$("#myform");
console.log(	form.clearForm	);	//	undefined
	
//	jQuery.fn	==	jQuery.prototype
jQuery.fn.clearForm	=	function()	{
		return	this.find(	":input"	).each(function(
)	{
				this.value	=	"";
		}).end();
};
	
//	对jQuery对象的所有实例都起作用，因为
//	该新方法是添加到原型上的
console.log(	form.clearForm	);	//	function
form.clearForm();



Array（数组）
在JavaScript中，Array是一个变化的列表，带有一些内建的方

法。你可以用数组符号（方括号）来定义一个array：

var	x	=	[];
var	y	=	[	1,	2,	3	];

array的类型是“object”

typeof	[];	//	"object"
typeof	[	1,	2,	3	];	//	"object"

可以使用数组记号法来读写一个array：

x[	0	]	=	1;
y[	2	]	//	3

迭代
一个array具有一个length属性，可以用来做迭代。

for	(	var	i	=	0;	i	<	a.length;	i++	)	{
		//	对a[i]做些事情
}

当性能是至关重要的时候，如果读只读length属性一次，可以加
快速度。这应该只有在发现了一个性能瓶颈使用：

for	(	var	i	=	0,	j	=	a.length;	i	<	j;	i++	)	{
		//	对a[i]做些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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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定义一个变量的方式是对每次迭代做填充，从循环体中册除
数组记号法。如果array只包含0或者是一个空字符串的时候，它就不
会起作用：

for	(	var	i	=	0,	item;	item	=	a[i];	i++	)	{
		//	对每个项目做些事情
}

jQuery为迭代array的元素提供了一个each函数，它也可以迭代
Object的属性：

var	x	=	[	1,	2,	3	];
jQuery.each(	x,	function(	index,	value	)	{
		console.log(	"index",	index,	"value",	value
	);
});

缺点是，在每个值的上下文中调用回调函数的时候，你可能失去你
自己的Object的上下文，如果有的话。在下面的function部分详细
讨论它。

length属性也可以用来在一个array的末尾添加元素。这等同于
使用push方法：

var	x	=	[];
x.push(	1	);
x[	x.length	]	=	2;
x	//	[	1,	2	]

在你了大量JavaScript代码就多次看到这两种方法。
其它内建方法是：reverse、join、shift、unshift、pop、

slice、splice和sort：

var	x	=	[	0,	3,	1,	2	];
x.reverse()						//	[	2,	1,	3,	0	]
x.join("	–	")				//	"2	-	1	-	3	-	0"
x.pop()										//	[	2,	1,	3	]



x.unshift(	-1	)		//	[	-1,	2,	1,	3	]
x.shift()								//	[	2,	1,	3	]
x.sort()									//	[	1,	2,	3	]
x.splice(	1,	2	)	//	[	2,	3	]

注意：在Internet	Explorer中，.unshift()方法不能返回
一个length属性：

布尔默认值
一个array，无论它是否有元素，都永远不会返回false：

![]	//	false
!![]	//	true

Array<Type>记号法
在jQuery	API中，你经常会看到array<Type>记号法：

dragPrevention		Array<String>

这表示该方法不仅仅期待一个array作为参数，而且还指定了期待
的类型。该记号法借用之Java	5的常用记号法（或者C++模板）。



Array-Like	Object（类数组对象
）

无论是一个真正的JavaScript数组，还是一个JavaScript对象
，都包含了一个非负的整型数length属性，以及一个从0开始到leng
th-1的index属性，后一种情况包含了类数组对象，常用在基于web
的代码中看到，比如说，作为一个arguments对象和很多DOM方法返
回的NodeList对象。

如果一个jQuery	API既接受一个纯Object也接受一个类数组对
象，一个带有数字化的length属性的纯Object将触发类数组行为。



PlainObject

PlainObject类型是一个JavaScript对象，它包含了零个或更
多的键值对。换句话说，该纯对象，是一个Object对象。在jQuery
文档中，纯对象是指区别于JavaScript其它类型的对象：举个例子，
null、用户定义的数组、以及宿主对象，比如说document这些都有
一个typeof值，为“object”。jQuery.isPlainObject()方法用
来识别传递进来的参数是否是一个纯对象，演示如下：

		var	a	=	[];
		var	d	=	document;
		var	o	=	{};
	
		typeof	a;	//	object
		typeof	d;	//	object
		typeof	o;	//	object
	
		jQuery.isPlainObject(	a	);	//	false
		jQuery.isPlainObject(	d	);	//	false
		jQuery.isPlainObject(	o	);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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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Date类型是一个JavaScript对象，代表了一个时间点。Date对
象是用它们的构造函数来实例化的，该构造函数默认创建一个代表当前
时间的对象。

new	Date();

要想为一个替代的日期和时间创建一个Date对象，需要按以下顺
序传递数字参数：年、月、日、时、分、秒、毫秒还需要注意到，月份
是从0开始的，而别的都是从1开始的。下面的代码创建了一个新的Dat
e对象，代表2014年1月1日	8:15。

new	Date(	2014,	0,	1,	8,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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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函数）
在JavaScript中，函数可以是命名函数，也可以是匿名函数。任

何函数都可以分配给一个变量，或者传递给一个方法，但是用这种方法
传递成员函数，可能导致它们在另一个对象的上下文中被调用（例如，
用不同的this对象）。

function	named()	{}
var	handler	=	function()	{}

在jQuery代码中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匿名函数：

$(	document	).ready(function()	{});
$(	"a"	).click(function()	{});
$.ajax({
		url:	"someurl.php",
		success:	function()	{}
});

一个function的类型是“function”。

Arguments（参数）
在函数内总是可以使用一个特殊变量arguments。它近似于一个a

rray，它具有length属性，但是它缺少array内建的方法。伪数组的
元素是函数所调用的参数：

function	log(	x	)	{
		console.log(	typeof	x,	arguments.length	);
}
log();	//	"undefined",	0
log(	1	);	//	"number",	1
log(	"1",	"2",	"3"	);	//	"string",	3

该arguments对象还有一个callee属性，它引用了那个函数。举
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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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wesome	=	function()	{	return	arguments.c
allee;	}
awesome()	==	awesome	//	true

上下文、Call和Apply
在JavaScript中，变量this引用了当前上下文。默认情况下，t

his引用Window对象。在一个函数内部，上下文可以改变，取决于如
何调用该函数。
在jQuery中，所有的事件处理函数都用调用它们时所处理的元素

作为上下文：

$(	document	).ready(function()	{
		//	this	refers	to	window.document
});
$(	"a"	).click(function()	{
		//	this	refers	to	an	anchor	DOM	element
});

你可以用函数内建方法call和apply为一个函数指定上下文。两
者的区别在于它们如何传递参数。call把所有的参数传递给函数作为
参数，arguments，与此同时，apply接受一个数组作为参数。

function	scope()	{
		console.log(	this,	arguments.length	);
}
scope()	//	window,	0
scope.call(	"foobar",	[	1,	2	]	);	//	"foobar"
,	1
scope.apply(	"foobar",	[	1,	2	]	);	//	"foobar
",	2

作用域
在JavaScript中，所有的定义在函数内部的变量只能在函数作用

域内可见。考虑以下示例：



//	global
var	x	=	0;
(function()	{
		//	private
		var	x	=	1;
		console.log(	x	);	//	1
})();
console.log(	x	);	//	0

它在全局作用域内定义了一个变量x，然后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并
立即执行它（额外的小括号对立即执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函数内
部定义了另一个变量x，带有不同的值。它只在函数内部可见，不会覆
盖全局变量。

闭包
每当一个定义在当前作用域之外的变量从某个内部作用域中访问时

，就创建了一个闭包。在以下的示例中，变量counter在create、in
crement和print函数内部可见，但是不能在它们的外部可见。

function	create()	{
		var	counter	=	0;
		return	{
				increment:	function()	{
						counter++;
				},
				print:	function()	{
						console.log(	counter	);
				}
		}
}
var	c	=	create();
c.increment();
c.print();	//	1

该模式允许你创建一个对象，对象带有操作数据和方法，该方法不
能在对象外部可见——这是面向对象编程的基础。



代理模式
结合上面的知识，给你作为JavaScript程序员很大的能力。结合

它们的其中一种方法是在JavaScript中实现一个代理模式，启用面向
方面编程（AOP）的基础：

(function()	{
		//	记录所有对setArray的调用
		var	proxied	=	jQuery.fn.setArray;
		jQuery.fn.setArray	=	function()	{
				console.log(	this,	arguments	);
				return	proxied.apply(	this,	arguments	);
		};
})();

上面在一个函数中封闭它的代码以隐藏变量proxied。它把jQue
ry的setArray方法保存到一个闭包里，并重写它。然后该代理记录了
所有对该方法的调用，并把该调用委托到原始对象。使用apply(this
,	arguments)保证了调用者不能够注意到原始对象和proxied方法
之间的差异。



Callback（回调函数）
callback是一个纯JavaScript函数，传递给某些方法作为参数

或者选项。某些callback就是事件，在触发某种状态的时候，调用它
给用户一个反应的机会。jQuery的事件系统处处使用了这种回调函数
：

$(	"body"	).click(function(	event	)	{
		console.log(	"clicked:	"	+	event.target	);
});

大多数回调函数都提供了参数和上下文。在事件处理函数事件中，
调用回调函数只带一个参数，一个事件。上下文被设置为要处理的元素
，在上面的示例中，是document.body。

有些回调函数必须返回一些东西，另一些回调函数的返回值是可有
可无的。要想防止提交一个表单，submit事件处理函数可以返回fals
e：

$(	"#myform"	).submit(function()	{
		return	false;
});

并非总是返回false，该回调函数会检查表单的字段的有效性哪表
单无效时，返回false。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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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or（选择器）
在jQuery中，用一个selector从一个DOM文档中选择DOM元素。

在大多数情况中，该文档，即出现在所有浏览器中的DOM文档，但也有
可能是通过Ajax获得的XML文档。

选择器是CSS和自定义附加物的合成。在jQuery中所有可用的选
择器列出在Selectors	API	页面上。

在很多插件，以其他方式利用jQuery的选择器。该验证插件接受
一个选择器以指定一个依赖性，即输入是否是必不可少的。

emailrules:	{
		required:	"#email:filled"
}

如果用户在email字段中输入了一个电子邮箱地址，它将使一个名
称为“emailrules”勾选框变成必填项，通过它的id选中它，通过有
效性验证插件提供的自定义的选择器":filled"来筛选。

如果某个参数的类型被指定为选择器，它接受jQuery构造函数接
受的一切选择器，例如，字符串、元素、元素列表。

javascript



Event（事件）
jQuery的事件系统根据W3C标准，规范化了event对象。该even

t对象保证会被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不检查window.event必要）它
规范化了target、relatedTarget、which、metaKey以及pageX
和pageY属性，并提供了两个方法stopPropagation()和preventD
efault()。

Event对象页列出了所有的属性，并配有示例。
文档对象模型（DOM）中的标准事件是：blur、	focus、	load

、	resize、scroll、	unload、	beforeunload、	click、db
lclick、	mousedown、mouseup、	mousemove、	mouseover、
mouseout、	mouseenter、	mouseleave、	change、	select
、	submit、	keydown、	keypress和keyup。因为DOM事件名称
为某些元素预定义了含义，不建议为别的目的使用它们。jQuery的事
件模型可以用一个元素上的任一个名称触发一个事件，而且它会沿着D
OM树向上冒泡，如果有DOM树的话。



Element（元素）
文档对象模型（DOM）中的元素具有元素属性、文本和子元素。它

提供了一些方法，用来遍历父元素和子元素，并访问它们的元素属性。
然而，因为DOM	API规范文档和编译器的不一致性，这些方法用起来
可能会是一个挑战。jQuery为那些元素提供了一个“包裹器”以帮助该
DOM相互作用。但是有时候你还是需要直接操作元素，或者看到方法还
接受DOM元素作为参数。

每当你调用jQuery的.each方法，或者在一个jQuery集合上调
用它的事件方法之一，回调函数的上下文——this会被设为一个DOM元
素。

DOM元素的有些属性在不同的浏览器中相当一致。考虑一下下面的
一个简单的onblur验证的示例：

$(	"input[type='text']"	).on(	"blur",	functio
n()	{
		if(	!this.value	)	{
				alert(	"Please	enter	some	text!"	);
		}
});

你可以用$(this).val()来代替this.value，以通过jQuery
访问文本输入框的值，但是这样的话，你也不会有什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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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uery

jQuery对象包含了一个文档对象模型（DOM）元素的集合，从一
个HTMLString创建而来，或者从文档中选中。因为jQuery经常用CS
S选择器从文档中匹配元素，所以在jQuery对象中的元素的集合经常
被称为“匹配的元素”或者“选中的元素”。

jQuery对象本身的行为很像一个array；它有length属性，而
且对象中的元素可以通过它们的数字索引号[0]到[length-1]来访问
。注意，一个jQuery对象并不是一个实际的JavaScript数组对象，
所以它不具有一个真实的Array对象的所有方法，比如说join()方法
。

你会十分频繁地使用jQuery()函数来创建一个jQuery对象。jQ
uery()可以通过它的广为人知的单字符别名$()来访问，除非你已经
调用jQuery.noConflict()禁用了这个选项。很多jQuery方法会返
回jQuery对象本身，所以可以连缀调用那些方法：

任何调用返回jQuery的API，返回的值都会是原来的jQuery对象
，除非API中已经有所说明。API方法，比如说.filter()或者.not(
)会修改它们进来的集合，并返回一个新的jQuery对象。

$(	"p"	).css(	"color",	"red"	).find(	".specia
l"	).css(	"color",	"green"	);

每当你使用了一个“破坏性的”jQuery方法，可能改变jQuery对
象中的元素集合，比如说.filter()或者.find()，这些方法实际上
将返回一个带有结果元素的新jQuery对象。要想返回之前的jQuery
对象，请使用.end()方法。

一个jQuery对象可能是空的，不包含DOM元素。你可以用$()来
创建一个空的jQuery对象（也就是说不传递任何参数）。如果选择器
没有选中任何元素，或者一个连缀方法筛选出了所有的元素，jQuery
对象也有可能变成空的。它不是一个错误；在那种jQuery对象上调用
任何方法都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它们不对任何元素作操作。因此，在
这个示例中，如果网页中没有坏项目，则没有元素会加红色：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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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Entry"	).css({	color:	"red"	});



XMLHttpRequest

有些jQuery的Ajax函数会返回原生的XMLHttpRequest（XHR
）对象，或者把它作为一个参数传递给success/error/complete
处理函数。从而你可以对这个请求做额外的处理，或者监视这个请求。
注意只有当一个XHR对象实际用在某个请求中时，Ajax函数才会返回
或者传递这一个XHR对象。举个例子，JSONP请求和跨域GET请求使用
了一个脚本元素，而不是使用了一个XHR对象。

虽然XHR对象是一个标准，但是在不同的浏览器上，它的行为中有
很多变种。请参阅W3C网站以及浏览器的说明书以获得更多信息：

W3C	standard

Apple	(Safari)

Mozilla	(Firefox)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Opera

Google公司似乎并没有为Chrome浏览器的XHR做一个官方说明页
。从v5版以来，Chrome不再支持使用针对XHR请求的文件协议。

http://www.w3.org/TR/XMLHttpRequest/
http://developer.apple.com/internet/webcontent/xmlhttpreq.html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docs/en/DOM/XMLHttpRequest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535874%28VS.85%29.aspx
http://www.opera.com/docs/specs/opera9/xhr/


jqXHR

从jQuery	1.5版以来，$.ajax()方法返回该jqXHR对象，它是
XMLHTTPRequest对象的一个超级。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ajax项
目的jQXHR部分。



Deferred	Object（延迟对象）
从jQuery	1.5版以来，该Deferred对象提供了一个方法，能把

多个回调函数注册到一个自管理的回调队列中，以适当的方式调遣回调
函数队列，并接力任何同步或异步函数的success或failure状态。



Promise	Object（应答对象）
该对象提供了Deferred对象的方法的子集（then、done、fail

、always、pipe、progress、state和promise以防止用户改变D
eferred的状态。



Callbacks	Object（回调函数对象
）

一个多目的的对象，提供了一个管理回调函数列表的强大的方法。
它支持添加回调函数、删除回调函数、引发回调函数、禁用回调函数。
该Callbacks对象由$.Callbacks函数创建并返回，随后由大多数函
数的方法返回。



XML	Document

由XML	DOM解析器创建的文档对象，通常来自一个代表XML的str
ing。XML文档具有与HTML文档不同的语义，但是jQuery提供的大多
数遍历和操纵方法会对它起作用。



上一页：jQueryAPIv2.2.0 下一页：所有jQuery	API

Assert

对象的参考或者对象的实例支持所有的QUnit的断言。参见API	d
ocumentation	for	QUnit.assert以了解详情。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ype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api.qunitjs.com/QUnit.assert/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ype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遍历	>	杂项遍历

遍历	>	杂项遍历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操纵	>	DOM外部插入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所有所有jQuery	APIjQuery	API

.add()

创建一个jQuery对象，把元素添加到匹配元素的集合里。

.addBack()

把推栈中的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视情况用一个选择
器作筛选。

.addClass()

把指定的样式类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

.after()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后面，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ajaxComplete()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在Ajax请求结束时调用它。这是一个Ajax事
件。

.ajaxError()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在Ajax请求以出错告终时调用它。这是一个A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遍历	>	杂项遍历

jax事件。

.ajaxSend()

附加一个函数，在一个Ajax请求发送之前执行它。这是一个Ajax
事件。

.ajaxStart()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当第一个Ajax请求开始之前调用它。这是一个
Ajax事件。

.ajaxStop()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当所有的Ajax请求都结束时调用它。这是一个
Ajax事件。

.ajaxSuccess()

附加一个函数，当一个Ajax请求成功地结束时执行它。这是一个A
jax事件。

全选中选择器	(“*”)

选择所有元素。

.andSelf()

把堆栈中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animate()

实施某个CSS属性集合的自定义动画。

:animated	选择器

选择当选择器运行时，所有的正在动画进行中的元素。

.append()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末尾，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appendTo()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末尾。

.attr()

取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元素属性的值，或者针对
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元素属性。

元素属性值包含前缀选择器	[name|=
”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该元素属性的值要么
等于给定的字符串，要么以该字符串开头，后面跟着一个短横（-
）。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元素属性值包含选择器	[name*=”val
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包
含了某个给定的子字符串。

元素属性值包含词语选择器	[name~=
”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包含了某个给定的词，并用空格作界定。

元素属性值末端匹配选择器	[name$=
”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以某个给定的字符串结束。该对比是大小写敏感的。

元素属性值相等选择器	[name=”valu
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等于某个值。

元素
属性值不相等选择器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要么不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要么指具有指
定的元素属性，但是该元素属性的值不是某个值。

元素属性值前端匹配选择器	[name^=



操纵	>	DOM外部插入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Callbacks对象

Callbacks对象

”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以某个给定的字符串开头。

.before()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的前面，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bind()

针对元素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到某个事件。

.blur()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blur”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button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button元素，以及type="button"的<input>元素
。

callbacks.add()

把一个回调函数或者回调函数集合添加到某个回调函数列表。

callbacks.disable()



Callbacks对象

Callbacks对象

Callbacks对象

Callbacks对象

Callbacks对象

Callbacks对象

Callbacks对象

禁用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使它不能再做任何事情。

callbacks.disabled()

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被禁用了。

callbacks.empty()

从回调函数列表中删除所有回调函数。

callbacks.fire()

用给定的参数调用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中所有的回调函数。

callbacks.fired()

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至少已经被调用了一次。

callbacks.fireWith()

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调用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中的所有回调
函数。

callbacks.has()

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附加了一些回调函数。如果提供一
个回调函数作为参数，确定它是否在列表中。

callbacks.lock()



Callbacks对象

Callbacks对象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把某个回调函数锁定在当前状态。

callbacks.locked()

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被锁定了。

callbacks.remove()

从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删除一个回调函数，或者删除一个回调函数
集合。

.change()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hange”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heckbox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勾选框类型的<input>元素。

:checked	选择器

匹配所有已经勾中或者选中的<input>元素。

child”)">子元素选择器	(“parent
>	child”)

选择用“parent”指定的元素下面所有的用“child”指定的直接子



遍历	>	树遍历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	实用工具

事件	>	鼠标事件

操纵	>	复制

遍历	>	树遍历

元素。

.children()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子元素，视情况用一个选择器作
筛选。

样式类选择器	(“.class”)

选择所有带给定样式类的元素。

.clearQueue()

从队列中删除所有还没有运行过的项目。

.click()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lick”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lone()

给匹配的元素集合创建一个深复制副本。

.closest()

针对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通过测试元素本身以及在DOM树中遍历它
的后代元素，获得第一个匹配选择器的元素。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遍历	>	杂项遍历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10	|	内部	|	属性	>	jQuery对象
实例的属性

事件	>	鼠标事件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数据	|	杂项	>	数据存储

:contains()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包含指定的文本文件的元素。

.contents()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子元素，包括文本节点和注释节
点。

.context

传递给jQuery()的原始DOM节点的上下文；如果没有传递任何上
下文，则该上下文很有可能就是document。

.contextmenu()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ontextmenu”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ss()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一个计算过的样式属性
的值；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CSS属性。

.data()

存储与匹配的元素相关的任何数据，或者返回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
一个元素的某段已存储的命名数据值。



事件	>	鼠标事件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删除

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删除

Deferred对象

.dblclick()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dblclick”上，或
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deferred.always()

添加一个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或者被拒绝的时候调
用它。

deferred.done()

添加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它。

deferred.fail()

添加一个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调用它。

deferred.isReject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拒绝。

deferred.isResolv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解决。

deferred.notify()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在某个Deferred对象上，用给定的参数调用progressCallback
s。

deferred.notifyWith()

在某个Deferred对象上，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调用prog
ressCallbacks。

deferred.pipe()

实用工具方法，用来筛选并/或连缀多个Deferred对象。

deferred.progress()

添加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生成进度通时时调用它。

deferred.promise()

返回某个Deferred对象的Promise对象。

deferred.reject()

拒绝某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参数调用任何failCallbac
k。

deferred.rejectWith()

拒绝一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调用任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Deferred对象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何failCallbacks。

deferred.resolve()

解决一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参数调用任何doneCallbac
ks。

deferred.resolveWith()

解决一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调用任
何doneCallbacks。

deferred.state()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的当前状态。

deferred.then()

添加一个处理函数，当一个Deferred对象被解决、被拒绝或者依
然在进程中时调用它。

.delay()

设置一个定时器，以延迟执行队列中后续的项目。

.delegate()

针对匹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到一个或多个事
件上，现在或者将来，基于一个指定的根元素集合。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	实用工具

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操纵	>	DOM删除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	已
删除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杂项	>	集合操纵	|	遍历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dequeue()

针对匹配的元素，执行队列中下一个函数。

后代元素选择器	(“ancestor	desce
ndant”)

选择给定的祖先元素的所有的后代元素。

.detach()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

.die()

从元素上删除之前用.live()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disabl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已经被禁用的元素。

.each()

迭代一个jQuery对象，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执行一个函数。

元素标签名选择器	(“element”)



操纵	>	DOM删除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遍历	>	杂项遍历

遍历	>	筛选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事件	>	浏览器事件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选择所有的用给定的元素标签名的元素。

.empty()

从DOM上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所有的子元素节点。

:empty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没有子元素的元素（子元素包括文本节点）。

:enabl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可用的元素。

.end()

结束当前连缀中最近的一个筛选操作，并把匹配的元素集合返回到
它的上一个状态。

.eq()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指定索引数的那一个。

:eq()	选择器

在匹配的集合内，选择索引为n的那个元素。

.error()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error”上。

:even	选择器

选择偶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odd。

event.currentTarget

处于事件冒泡阶段内的当前DOM元素。

event.data

如果当前正在执行的处理函数被绑定了，向一个事件方法传递一个
可选的数据对象。

event.delegateTarget

当前调用的jQuery事件处理函数所附加的元素。

event.isDefaultPrevented()

返回event.preventDefault()是否已经在该事件对象上调用过
了。

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

返回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是否已经在该事件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对象上调用过了。

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返回event.stopPropagation()是否已经在该事件对象上调用
过了。

event.metaKey

当事件被引发时，表示META键是否已经压进去了。

event.namespace

当事件被触发时，所指定的命名空间。

event.pageX

相对于document左边缘的鼠标位置。

event.pageY

相对于document上边缘的鼠标位置。

event.preventDefault()

如果调用了该方法，就不会触发事件的默认行为。

event.relatedTarget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事件	>	事件对象

别的涉及到该事件的DOM元素，如果有的话。

event.result

由某个事件触发的事件处理函数返回的最后值，除非该值是undef
ined。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停止执行处理函数的剩余部分，防止事件沿着DOM树向上冒泡。

event.stopPropagation()

防止事件沿着DOM树向上冒泡，防止任何父元素的处理函数被该事
件通知到。

event.target

初始化该事件的DOM元素。

event.timeStamp

浏览器创建事件的时间，与1970年1月1日的时间差，以毫秒计。

event.type

描述事件的性质。

event.which



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遍历	>	筛选

对于键盘或鼠标事件，该属性标明了指定的键或者按钮是否被按下
了。

.fadeIn()

通过把匹配的元素渐显为不透明，来显示匹配的元素。

.fadeOut()

通过把匹配的元素渐褪色不透明，来隐藏匹配的元素。

.fadeTo()

调整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

.fadeToggle()

通过变动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来显示或隐藏匹配的元素。

:fil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file"的<input>元素。

.filter()

把匹配元素的集合缩小到只剩下匹配选择器的那些元素，或者通得
过函数测试的那些元素。



遍历	>	树遍历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遍历	>	筛选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find()

获得当前所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后代元素，用一个选择器
、jQuery对象，或者元素作筛选。

.finish()

针对匹配的元素，停止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删除所有队列中的动
画，并结束所有动画。

.first()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集合中的第一个。

:first-child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父元素中的第一个子元素。

:first-of-type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同名的同辈元素中的第一个。

:first	选择器

选择第一个匹配的元素。

.focus()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遍历	>	筛选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上，或在某
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focus	选
择器

选择当前正获得焦点的那个元素

.focusin()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事件“focusin”上。

.focusout()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out”上。

.get()

取回jQuery对象所匹配的DOM元素。

:gt()	选择器

选择匹配的集合内，所有索引号大于index的元素。

.has()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这样的元素：它拥有匹配该选择器或者DO
M元素的后代元素。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	选择器	>	可见性筛选选择器

效果	>	基本效果

侦测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

选择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的元素，该元素属性可以是任意值。

:has()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至少包含一个匹配指定选择器的元素。

.hasClass()

确定匹配元素中是否有一些元素带有指定样式类。

:header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header元素，比如说h1、h2、h3等等。

.heigh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高度。

:hidden	选择器

选择所有隐藏的元素。

.hide()



事件	>	鼠标事件

元素属性	|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隐藏匹配的元素。

.hover()

给匹配的元素绑定一个或现金个处理函数，在鼠标指针进入这个元
素、鼠标指针离开这个元素的时候执行它们。

.htm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HTML内容，或者针对每个匹配
的元素设置HTML内容。

ID	选择器	(“#id”)

选择一个带有给定的元素id属性的元素。

:imag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image"的<input>元素。

.index()

从匹配的元素之中搜索一个给定的元素。

.innerHeight()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高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操纵	>	DOM外部插入

操纵	>	DOM外部插入

遍历	>	筛选

核心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高度。

.innerWidth()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宽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宽度。

:inpu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input>输入框、<textarea>文本框、<select>下
拉选择框以及<button>按钮元素。

.insertAfter()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后面。

.insertBefore()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前面。

.is()

根据一个选择器、元素或者jQuery对象，检查当前元素的匹配集
合，如果这些元素中至少有一个匹配了给定的参数，则返回true。

jQuery()

返回匹配元素的一个集合，要么是在DOM中根据传入的参数找到的



内部	|	属性	>	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Ajax	>	底层接口

Ajax	>	底层接口

Ajax	>	底层接口

Ajax	>	底层接口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已删除	|	实用工具

，要么是用传入的HTMLstring创建的。

.jquery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jQuery版本数字。

jQuery.ajax()

实施一个异步HTTP（Ajax）请求

jQuery.ajaxPrefilter()

在每个请求被发送之前，或者在$.ajax()加工每个请求之前，操
作自定义Ajax选项，或者修改已有的选项。

jQuery.ajaxSetup()

为未来的Ajax请求设置默认值。不建议使用它。

jQuery.ajaxTransport()

创建一个对象，用来操作Ajax数据的实际传输。

jQuery.boxModel

标明当前网页在用户浏览器中是否是使用W3C	CSS盒模型来呈现的
。在jQuery	1.8中删除了该属性。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
性	|	已删除	|	实用工具

Callbacks对象

实用工具

CSS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数据	|	实用工具

jQuery.browser

包含用户代理的标志，读取自navigator.userAgent。在jQuer
y	1.9中删除了该属性，只有通过jQuery.migrate插件才可以使
用它。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jQuery.Callbacks()

一个多目的的回调函数列表对象，它为管理回调函数列表提供了强
大的方法。

jQuery.contains()

检查一个DOM元素是否是另一个DOM元素的后代元素。

jQuery.cssHooks

直接进入jQuery的勾子，用来覆盖特定CSS属性如何取回或设置，
规范化CSS属性名称，或者创建自定义属性。

jQuery.cssNumber

一个对象，包含了所有的可以不带单位使用的CSS属性。.css()方
法使用这个对象来查看它是否可以向无单位值追加px。

jQuery.data()

存储和指定元素有关的任意数据，或者返回已设置的数据值。



Deferred对象

数据	|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内部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jQuery.Deferred()

一个工厂函数（所谓的工厂函数是指调用函数会产生一个对象的实
例--译者注），它返回一个可连缀的实用工具对象，这些实用工具
对象带有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把多个回调函数注册到回调函数
队列中、援引回调函数队列、接力任何同步或异步函数的success
或failure状态。

jQuery.dequeue()

针对匹配的元素，执行队列中的下一个函数。

jQuery.each()

一个通用的迭代函数，它可以用来无缝地迭代对象和数组。数组以
及带有length属性的类数组对象（比如说一个函数的arguments
对象）可以用数字索引来迭代，从0到length-1。别的对象可以通
过它们的命名属性来迭代。

jQuery.error()

取用一个字符串，并抛出一个包含它的异常。

jQuery.extend()

把两个或更多的对象合并到一起，放到第一个对象中。

jQuery.fn.extend()

把一个对象的内容合并到jQuery原型中，以提供一个新的jQuery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Ajax	>	简写方法

Ajax	>	简写方法

Ajax	>	简写方法

实用工具

实例方法。

jQuery.fx.interval

动画引发时，动画的刷新速率（以毫秒计）。

jQuery.fx.off

全局性地禁用所有动画。

jQuery.get()

使用一个HTTP	GE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

jQuery.getJSON()

使用一个HTTP	GE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JSON编码的数据。

jQuery.getScript()

使用一个GET	HTTP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一个JavaScript文件
，并执行它。

jQuery.globalEval()

全局地执行一些JavaScript代码。



实用工具

数据

核心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jQuery.grep()

找到一个数组中的一些满足某个筛选器函数的元素。原来的数据不
受影响。

jQuery.hasData()

确定某个元素是否有任何jQuery数据关联到它。

jQuery.holdReady()

握住或者释放jQuery的ready事件的执行。

jQuery.inArray()

在一个数组中搜索指定的值，并返回它的索引数（如果没找到就返
回-1）。

jQuery.isArray()

确定该参数是否是一个数组。

jQuery.isEmptyObject()

检查一个对象是否是空的（没有包含可列举的属性）。

jQuery.isFunction()

确定传递入的参数是否是一个JavaScript函数对象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jQuery.isNumeric()

确定参数是否是一个数字。

jQuery.isPlainObject()

检查一个对象是否是一个纯对象（使用“{}”或“new	Object”创
建的对象）。

jQuery.isWindow()

确定参数是否是一个窗口。

jQuery.isXMLDoc()

检查一个DOM节点是否在一个XML	document的内部，或者它本身
就是一个XML	document。

jQuery.makeArray()

把一个类数组对象转换成一个真正的JavaScript数组。

jQuery.map()

把数组或对象中的所有项目翻译成一个新数组的项目。

jQuery.merge()

把两个数组的内容合并到第一个数组中。



核心	|	杂项	>	安装方法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杂项	>	集合操纵	|	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jQuery.noConflict()

放开jQuery对$变量的控制。

jQuery.noop()

一个空函数。

jQuery.now()

返回一个代表当前时间的数字。

jQuery.param()

为一个数组、一个纯对象或者一个jQuery对象创建一个序列化的
代表，适合于用在一个URL查询字符串中，或者用在Ajax请求中。
万一要传递jQuery对象，它必须用名/值属性包含<input>元素。

jQuery.parseHTML()

把字符串解析成一个DOM节点的数组。

jQuery.parseJSON()

取用格式完好的JSON字符串，并返回输出的JavaScript值。

jQuery.parseXML()



Ajax	>	简写方法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	实用工具

数据	|	实用工具

数据	|	实用工具

核心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删除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9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
性	|	实用工具

把一个字符串解析成一个XML	document。

jQuery.post()

用一个HTTP	POS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

jQuery.proxy()

取得一个函数，并返回一个新的函数，该新函数总是具有特定的上
下文。

jQuery.queue()

显示或操作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

jQuery.removeData()

删除之前存储的数据片段。

jQuery.sub()

创建一个jQuery的新副本，可以修改它的属性和方法，而且不会
影响原来的jQuery对象。

jQuery.support

一个属性的集合，它代表不同的浏览器功能的存在情况或者缺陷情
况。用于jQuery内部使用；当特定属性不再内部需要的时候，它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实用工具

核心	|	Deferred对象

事件	>	键盘事件

事件	>	键盘事件

们可能被删除，以提高网页启动性能。为了你自己的项目的功能侦
测需要，我们强烈推荐你使用一个外部的库，比如说Modernizr，
代替对jQuery.support中的属性的依赖。

jQuery.trim()

删除一个字符串开头和末尾的空白。

jQuery.type()

确定一个对象的内部JavaScript类。

jQuery.unique()

对一个DOM元素的数组进行排序，根据它们的位置排序，并删除重
复的项。注意这只对DOM元素的数组起作用，对字符串和数字都不
起作用。

jQuery.when()

提供一个方法，用来基于一个或多个对象执行回调函数，Deferre
d对象通常代表异步事件。

.keydown()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down”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keypress()



事件	>	键盘事件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遍历	>	筛选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press”上，或
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keyup()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up”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lang()	选择器

选择指定语言的所有元素。

.last()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集合中的最后一个。

:last-child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父元素中的最后一个子元素。

:last-of-type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同名的同辈元素中的最后一个。

:last	选择器

选择最后一个匹配的元素。



属性	>	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	已
删除

Ajax	>	简写方法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文档载入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遍历	>	筛选

事件	>	鼠标事件

.length

jQuery对象中的元素数量。

.live()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匹配当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无论是现
在匹配当前选择器，还是未来匹配当前选择器。

.load()

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并把返回的HTML放置到匹配的元素内。

.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load”上。

:lt()	选择器

在匹配的集合内部，选择索引号小于某个索引数字的所有元素。

.map()

把当前匹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传递给一个函数，制造出一个包含返
回的值的新jQuery对象。

.mousedown()



事件	>	鼠标事件

事件	>	鼠标事件

事件	>	鼠标事件

事件	>	鼠标事件

事件	>	鼠标事件

事件	>	鼠标事件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down”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enter()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一个元素上，当鼠标进入这个元素时引
发该函数，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leave()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一个元素上，当鼠标离开这个元素时引
发该函数，，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move()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move”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out()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out”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over()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over”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up()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遍历	>	树遍历

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up”上，或者在某
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多重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value
”][name2=”value2″]

匹配元素，匹配所有的指定的元素属性筛选器的元素。

多重选择器	(“selector1,	selector2
,	selectorN”)

选择所有的指定选择器的组合结果。

.nex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后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如果提供
了一个选择器，它会取得只有匹配该选择器的下一个同辈元素。

下一个相邻选择器	(“prev	+	next”
)

选择所有紧挨在“prev”元素后的“next”元素。

下一个同辈选择器	Selector	(“pre
v	~	siblings”)

选择跟在“prev”	元素后面的所有同辈元素。具有相同的父元素，
并匹配筛选的“siblings”选择器。



遍历	>	树遍历

遍历	>	树遍历

遍历	>	筛选	|	遍历	>	杂项遍历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nextAl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所有后面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nextUntil()

获得每个元素所有后面的同辈元素，向后直到遇到匹配选择器、DO
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这个匹配的元素）
。

.not()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删除元素。

:no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不匹配给定选择器的元素。

:nth-child()	选择器

选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第n个子元素。

:nth-last-child()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倒数第n个子元素，
即从最后的元素往前数。

:nth-last-of-type()	选择器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偏移	|	遍历	>	树遍历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中的倒数第n个子元素
，即从最后的元素往前数，相对于具有相同元素名的同辈元素，。

:nth-of-type()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中的第n个子元素，相
对于具有相同元素名的同辈元素。

:odd	选择器

选择奇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even。

.off()

删除所有的事件处理函数。

.offse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相对于document的当前坐
标，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相对于document的坐标。

.offsetParent()

返回最接近的有定位的祖先元素（有定位的元素是指css属性posi
tion的值为relative、absolute或fixed的元素--译者注）。

.on()

针对选中的元素，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一个或多个事件上。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遍历	>	树遍历

.one()

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元素的某个事件上。每个元素每种事件类型，
该处理函数最多只执行一次。

:only-child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唯一子元素。

:only-of-typ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这样的元素：它们没有同名的同辈元素。

.outerHeigh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包括padd
ing和border，视情况还包括margin。返回一个数字（不带px）
，代表这个值，或者如果在一个元素的空集合上调用它，则返回nu
ll。

.outerWidth()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包括padd
ing和border。

.parent()

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父元素，视情况用一个
选择器作筛选。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遍历	>	树遍历

遍历	>	树遍历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paren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至少有一个子节点的元素（子节点包括元素或者文本）
。

.parents()

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祖先元素，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parentsUntil()

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祖先元素，向上直到遇
到匹配选择器、DO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
这个匹配的元素）。

:password	选择器

选择所有type="password"的<input>元素。

.position()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坐标，相对于最接近的有
定位的祖先元素。

.prepend()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遍历	>	树遍历

遍历	>	树遍历

遍历	>	树遍历

Deferred对象

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开头，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prependTo()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开头。

.prev()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前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
一个选择器作筛选。

.prevAl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所有前面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prevUntil()

获得每个元素所有前面的同辈元素，向前直到遇到匹配选择器、DO
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这个匹配的元素）
。

.promise()

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用来观察某种类型的所有操作何时绑定到
该集合、所有操作还处于队列中或是已经完成。

.prop()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属性的值，或者为每个匹



内部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	实用工具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事件	>	文档载入

操纵	>	DOM删除

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属性。

.pushStack()

把一个DOM元素集合添加到jQuery栈。

.queue()

显示或操纵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

:radio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radio"的<input>元素。

.ready()

指定一个函数，当DOM完全加入的时候执行它。

.remove()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

.removeAttr()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元素属性。

.removeClass()



数据	|	杂项	>	数据存储

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操纵	>	DOM替代

操纵	>	DOM替代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事件	>	浏览器事件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样式类、多个样式类或者
所有样式类。

.removeData()

删除一条之前存储的数据段。

.removeProp()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删除一个属性。

.replaceAll()

用匹配的元素集合替代每一个目标元素。

.replaceWith()

用提供的新内容替换掉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并返回已经
被删除的元素的集合。

:rese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reset"的<input>元素和button元素。

.resize()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resize”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事件	>	浏览器事件

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root	选择器

选择document的根节点元素。

.scroll()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croll”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crollLeft()

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水平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水平位置。

.scrollTop()

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垂直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垂直位置。

.select()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elect”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elect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select>被选中的<option>元素。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内部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效果	>	基本效果

遍历	>	树遍历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遍历	>	筛选

.selector

一个选择器，代表在创建原始集合时，传递给jQuery()的选择器
，如果有的话。

.serialize()

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字符串，用于提交。

.serializeArray()

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名值对数组。

.show()

显示匹配的元素。

.siblings()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个选择器
作筛选。

.size()

返回jQuery对象中的元素的数量。

.slice()



效果	>	滑移效果

效果	>	滑移效果

效果	>	滑移效果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一个子集，子集用一个索引范围指定。

.slideDown()

用滑移动作显示匹配的元素。

.slideToggle()

用一个滑移动作显示或者隐藏匹配的元素。

.slideUp()

用一个滑移动作隐藏匹配的元素。

.stop()

在匹配的元素上停止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

.submit()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ubmit”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ubmi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submit"的<input>元素和<button>元素。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效果	>	基本效果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鼠标事件	|	已删除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target	选择器

选择用文档的URI标识符的片段标识的目标元素。

.tex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文本内容的串联结果，包括它们
的后代元素中的文本，或者设置匹配元素的文本内容。

:tex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text"的<input>元素。

.toArray()

取回包含在该jQuery集合中的所有元素，作为一个数组。

.toggle()

显示或隐藏匹配的元素。

.toggle()

把两个或更多的处理函数绑定到匹配的元素上，当交替点击的时候
执行它们。

.toggleClass()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文档载入

操纵	>	DOM周围插入	|	操纵	>	DOM删除

给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添加一个或多个样式类，或从匹配
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或多个样式类，取决于样式类是
否存在，或者取决于状态参数的值。

.trigger()

针对给定的事件类型，执行附加到匹配的元素上的所有处理函数和
行为。

.triggerHandler()

执行所有的附加到某个元素上针对某个事件的处理函数。

.unbind()

从匹配的元素上删除以前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undelegate()

针对所有匹配当前选择器的元素，从事件上删除一个处理函数。匹
配元素基于一个特定的根元素集合。

.un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unload”上。

.unwrap()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的父元素，把匹配的元素留在它们原
来的位置。



元素属性	|	表单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	选择器	>	可见性筛选选择器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操纵	>	DOM周围插入

操纵	>	DOM周围插入

操纵	>	DOM周围插入

上一页：对象类型 下一页：Ajax

.va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值，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
素设置值。

:visibl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可见的元素。

.width()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宽度。

.wrap()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周围包裹一个HTML结构。

.wrapAll()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所有元素周围包裹一个HTML结构。

.wrapInner()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内部包裹一个HTML结构。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llapi.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llapi.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亦位于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亦位于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亦位于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亦位于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AjaxAjax

jQuery库具有一个完整的Ajax功能套装。这些函数和方法允许我
们从服务器载入数据，而不需要浏览器刷新网页。

.ajaxComplete()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在Ajax请求结束时调用它。这是一个Ajax事
件。

.ajaxError()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在Ajax请求以出错告终时调用它。这是一个A
jax事件。

.ajaxSend()

附加一个函数，在一个Ajax请求发送之前执行它。这是一个Ajax
事件。

.ajaxStart()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当第一个Ajax请求开始之前调用它。这是一个
Ajax事件。

.ajaxStop()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当所有的Ajax请求都结束时调用它。这是一个
Ajax事件。



亦位于	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亦位于	Ajax	>	底层接口

亦位于	Ajax	>	底层接口

亦位于	Ajax	>	底层接口

亦位于	Ajax	>	底层接口

亦位于	Ajax	>	简写方法

亦位于	Ajax	>	简写方法

.ajaxSuccess()

附加一个函数，当一个Ajax请求成功地结束时执行它。这是一个A
jax事件。

jQuery.ajax()

实施一个异步HTTP（Ajax）请求

jQuery.ajaxPrefilter()

在每个请求被发送之前，或者在$.ajax()加工每个请求之前，操
作自定义Ajax选项，或者修改已有的选项。

jQuery.ajaxSetup()

为未来的Ajax请求设置默认值。不建议使用它。

jQuery.ajaxTransport()

创建一个对象，用来操作Ajax数据的实际传输。

jQuery.get()

使用一个HTTP	GE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

jQuery.getJSON()



亦位于	Ajax	>	简写方法

亦位于	杂项	>	集合操纵	|	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亦位于	Ajax	>	简写方法

亦位于	Ajax	>	简写方法

亦位于	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亦位于	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使用一个HTTP	GE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JSON编码的数据。

jQuery.getScript()

使用一个GET	HTTP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一个JavaScript文件
，并执行它。

jQuery.param()

为一个数组、一个纯对象或者一个jQuery对象创建一个序列化的
代表，适合于用在一个URL查询字符串中，或者用在Ajax请求中。
万一要传递jQuery对象，它必须用名/值属性包含<input>元素。

jQuery.post()

用一个HTTP	POS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

.load()

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并把返回的HTML放置到匹配的元素内。

.serialize()

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字符串，用于提交。

.serializeArray()

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名值对数组。



上一页：所有jQuery	API 下一页：全局Ajax事件处理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jax.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ja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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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全局AjaxAjax事件处理事件处理

这些方法注册了一个处理函数，当特定事件发生时调用它们，比如
说初始化事件或者结束事件，针对网页中任何一个Ajax请求发生。如
果 jQuery.ajaxSetup()上的 global属性是true，会在每个Ajax请求上
引发全局事件。 jQuery.ajaxSetup()上的 global属性默认是true。注意
：全局事件不会针对跨域脚本或JSONP请求引发，无论 global的值是
什么。

.ajaxComplete()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在Ajax请求结束时调用它。这是一个Ajax事
件。

.ajaxError()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在Ajax请求以出错告终时调用它。这是一个A
jax事件。

.ajaxSend()

附加一个函数，在一个Ajax请求发送之前执行它。这是一个Ajax
事件。

.ajaxStart()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当第一个Ajax请求开始之前调用它。这是一个
Ajax事件。



上一页：Ajax 下一页：辅助函数

.ajaxStop()

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当所有的Ajax请求都结束时调用它。这是一个
Ajax事件。

.ajaxSuccess()

附加一个函数，当一个Ajax请求成功地结束时执行它。这是一个A
jax事件。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global-ajax-event-handler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global-ajax-event-handle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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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杂项	>	集合操纵	|	表单

亦位于	表单

亦位于	表单

上一页：全局Ajax事件处理 下一页：底层接口

辅助函数辅助函数

这些函数用于辅助完成Ajax任务。

jQuery.param()

为一个数组、一个纯对象或者一个jQuery对象创建一个序列化的
代表，适合于用在一个URL查询字符串中，或者用在Ajax请求中。
万一要传递jQuery对象，它必须用名/值属性包含<input>元素。

.serialize()

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字符串，用于提交。

.serializeArray()

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名值对数组。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elper-function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elper-func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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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辅助函数 下一页：简写方法

底层接口底层接口

这些方法用来制作任意Ajax请求。

jQuery.ajax()

实施一个异步HTTP（Ajax）请求

jQuery.ajaxPrefilter()

在每个请求被发送之前，或者在$.ajax()加工每个请求之前，操
作自定义Ajax选项，或者修改已有的选项。

jQuery.ajaxSetup()

为未来的Ajax请求设置默认值。不建议使用它。

jQuery.ajaxTransport()

创建一个对象，用来操作Ajax数据的实际传输。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ow-level-interfac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ow-level-interfa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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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底层接口 下一页：元素属性

简写方法简写方法

这些方法用极少的代码实施了最常见的Ajax请求的类型。

jQuery.get()

使用一个HTTP	GE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

jQuery.getJSON()

使用一个HTTP	GE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JSON编码的数据。

jQuery.getScript()

使用一个GET	HTTP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一个JavaScript文件
，并执行它。

jQuery.post()

用一个HTTP	POS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

.load()

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并把返回的HTML放置到匹配的元素内。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horthand-methods.htm


ryAPI/shorthand-method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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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操纵	>	类属性	|	CSS

亦位于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类属性	|	CSS

亦位于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亦位于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元素属性元素属性

这些方法读取或设置了元素的DOM元素属性。

.addClass()

把指定的样式类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

.attr()

取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元素属性的值，或者针对
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元素属性。

.hasClass()

确定匹配元素中是否有一些元素带有指定样式类。

.htm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HTML内容，或者针对每个匹配
的元素设置HTML内容。

.prop()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属性的值，或者为每个匹
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属性。

.removeAttr()



亦位于	操纵	>	类属性	|	CSS

亦位于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类属性	|	CSS

亦位于	表单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上一页：简写方法 下一页：Callbacks对象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元素属性。

.removeClass()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样式类、多个样式类或者
所有样式类。

.removeProp()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删除一个属性。

.toggleClass()

给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添加一个或多个样式类，或从匹配
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或多个样式类，取决于样式类是
否存在，或者取决于状态参数的值。

.va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值，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
素设置值。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ttribute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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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backsCallbacks对象对象

在jQuery	1.7中引入了 jQuery.Callbacks()函数，它返回了一个
多功能的对象，为管理回调函数列表提供了强大的方法。它支持添加、
删除、引发、禁用回调函数。

callbacks.add()

把一个回调函数或者回调函数集合添加到某个回调函数列表。

callbacks.disable()

禁用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使它不能再做任何事情。

callbacks.disabled()

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被禁用了。

callbacks.empty()

从回调函数列表中删除所有回调函数。

callbacks.fire()

用给定的参数调用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中所有的回调函数。

callbacks.fired()



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至少已经被调用了一次。

callbacks.fireWith()

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调用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中的所有回调
函数。

callbacks.has()

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附加了一些回调函数。如果提供一
个回调函数作为参数，确定它是否在列表中。

callbacks.lock()

把某个回调函数锁定在当前状态。

callbacks.locked()

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被锁定了。

callbacks.remove()

从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删除一个回调函数，或者删除一个回调函数
集合。

jQuery.Callbacks()

一个多目的的回调函数列表对象，它为管理回调函数列表提供了强
大的方法。



上一页：元素属性 下一页：核心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allbacks-objec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obje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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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杂项	>	安装方法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删除

亦位于	Deferred对象

上一页：Callbacks对象 下一页：CSS

核心核心

jQuery()

返回匹配元素的一个集合，要么是在DOM中根据传入的参数找到的
，要么是用传入的HTMLstring创建的。

jQuery.holdReady()

暂停或者恢复jQuery的ready事件的执行。

jQuery.noConflict()

放开jQuery对$变量的控制。

jQuery.sub()

创建一个jQuery的新副本，可以修改它的属性和方法，而且不会
影响原来的jQuery对象。

jQuery.when()

提供一个方法，用来基于一个或多个对象执行回调函数，Deferre
d对象通常代表异步事件。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or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o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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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亦位于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CSSCSS

这些方法读取和设置了元素的CSS相关的属性。

.addClass()

把指定的样式类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

.css()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一个计算过的样式属性
的值；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CSS属性。

.hasClass()

确定匹配元素中是否有一些元素带有指定样式类。

.heigh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高度。

.innerHeight()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高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高度。



亦位于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亦位于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innerWidth()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宽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宽度。

jQuery.cssHooks

直接进入jQuery的勾子，用来覆盖特定CSS属性如何取回或设置，
规范化CSS属性名称，或者创建自定义属性。

jQuery.cssNumber

一个对象，包含了所有的可以不带单位使用的CSS属性。.css()方
法使用这个对象来查看它是否可以向无单位值追加px。

.offse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相对于document的当前坐
标，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相对于document的坐标。

.outerHeigh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包括padd
ing和border，视情况还包括margin。返回一个数字（不带px）
，代表这个值，或者如果在一个元素的空集合上调用它，则返回nu
ll。

.outerWidth()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包括padd



亦位于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亦位于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亦位于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ing和border。

.position()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坐标，相对于最接近的有
定位的祖先元素。

.removeClass()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样式类、多个样式类或者
所有样式类。

.scrollLeft()

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水平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水平位置。

.scrollTop()

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垂直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垂直位置。

.toggleClass()

给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添加一个或多个样式类，或从匹配
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或多个样式类，取决于样式类是
否存在，或者取决于状态参数的值。

.width()



上一页：核心 下一页：数据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宽度。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s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s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杂项	>	数据存储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实用工具

亦位于	实用工具

数据数据

这些方法允许我们把任意数据关联到某个DOM元素上。

.clearQueue()

从队列中删除所有还没有运行过的项目。

.data()

存储与匹配的元素相关的任何数据，或者返回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
一个元素的某段已存储的命名数据值。

.dequeue()

针对匹配的元素，执行队列中下一个函数。

jQuery.data()

存储和指定元素有关的任意数据，或者返回已设置的数据值。

jQuery.dequeue()

针对匹配的元素，执行队列中的下一个函数。

jQuery.hasData()

确定某个元素是否有任何jQuery数据关联到它。



亦位于	实用工具

亦位于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杂项	>	数据存储

上一页：CSS 下一页：Deferred对象

jQuery.queue()

显示或操作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

jQuery.removeData()

删除之前存储的数据片段。

.queue()

显示或操纵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

.removeData()

删除一条之前存储的数据段。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ata.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a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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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删除

DeferredDeferred对象对象

在jQuery	1.5中引入了Deferred对象，它是一个可连缀的实用
工具对象，通过调用 jQuery.Deferred()方法创建它。它可以把多个回
调函数注册到一个回调函数队列中、调用执行回调函数队列、推迟任何
同步或异步函数的success状态或failure状态。

Deferred对象是可连缀的，连缀方法类似于jQuery对象的连缀
方法，但是它具有自己的方法。在创建一个Deferred对象之后，众多
可以使用下面的任何方法，只要把它们直接连缀在一个刚创建的对象后
面，或者把对象保存到一个变量，并在变量上调用执行一个或多个方法
。

deferred.always()

添加一个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或者被拒绝的时候调
用它。

deferred.done()

添加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它。

deferred.fail()

添加一个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调用它。

deferred.isReject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拒绝。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删除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deferred.isResolv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解决。

deferred.notify()

在某个Deferred对象上，用给定的参数调用progressCallback
s。

deferred.notifyWith()

在某个Deferred对象上，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调用prog
ressCallbacks。

deferred.pipe()

实用工具方法，用来筛选并/或连缀多个Deferred对象。

deferred.progress()

添加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生成进度通时时调用它。

deferred.promise()

返回某个Deferred对象的Promise对象。

deferred.reject()



拒绝某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参数调用任何failCallbac
k。

deferred.rejectWith()

拒绝一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调用任
何failCallbacks。

deferred.resolve()

解决一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参数调用任何doneCallbac
ks。

deferred.resolveWith()

解决一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调用任
何doneCallbacks。

deferred.state()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的当前状态。

deferred.then()

添加一个处理函数，当一个Deferred对象被解决、被拒绝或者依
然在进程中时调用它。

jQuery.Deferred()

一个工厂函数（所谓的工厂函数是指调用函数会产生一个对象的实



亦位于	核心

上一页：数据 下一页：建议弃用

例--译者注），它返回一个可连缀的实用工具对象，这些实用工具
对象带有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把多个回调函数注册到回调函数
队列中、援引回调函数队列、接力任何同步或异步函数的success
或failure状态。

jQuery.when()

提供一个方法，用来基于一个或多个对象执行回调函数，Deferre
d对象通常代表异步事件。

.promise()

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用来观察某种类型的所有操作何时绑定到
该集合、所有操作还处于队列中或是已经完成。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ferred-objec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objec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遍历	>	杂项遍历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10	|	内部	|	属性	>	jQu
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亦位于	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
删除

亦位于	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
删除

亦位于	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建议弃用建议弃用

.andSelf()

把堆栈中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

.context

传递给jQuery()的原始DOM节点的上下文；如果没有传递任何上
下文，则该上下文很有可能就是document。

deferred.isReject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拒绝。

deferred.isResolv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解决。

deferred.pipe()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
物	|	已删除

亦位于	事件	>	浏览器事件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已删除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核心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删除

实用工具方法，用来筛选并/或连缀多个Deferred对象。

.die()

从元素上删除之前用.live()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error()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error”上。

jQuery.boxModel

标明当前网页在用户浏览器中是否是使用W3C	CSS盒模型来呈现的
。在jQuery	1.8中删除了该属性。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

jQuery.browser

包含用户代理的标志，读取自navigator.userAgent。在jQuer
y	1.9中删除了该属性，只有通过jQuery.migrate插件才可以使
用它。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jQuery.sub()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9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
物	|	已删除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文档载入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内部	|	属性	>	全局j
Query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创建一个jQuery的新副本，可以修改它的属性和方法，而且不会
影响原来的jQuery对象。

jQuery.support

一个属性的集合，它代表不同的浏览器功能的存在情况或者缺陷情
况。用于jQuery内部使用；当特定属性不再内部需要的时候，它
们可能被删除，以提高网页启动性能。为了你自己的项目的功能侦
测需要，我们强烈推荐你使用一个外部的库，比如说Modernizr，
代替对jQuery.support中的属性的依赖。

.live()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匹配当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无论是现
在匹配当前选择器，还是未来匹配当前选择器。

.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load”上。

.selector

一个选择器，代表在创建原始集合时，传递给jQuery()的选择器
，如果有的话。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杂项	>	DOM元素的方
法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鼠标事件	|	
已删除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文档载入

上一页：Deferred对象 下一页：建议弃用于1.3

.size()

返回jQuery对象中的元素的数量。

.toggle()

把两个或更多的处理函数绑定到匹配的元素上，当交替点击的时候
执行它们。

.un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unload”上。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precate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precate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已删除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	实用工
具

上一页：建议弃用 下一页：建议弃用于1.7

建议弃用于建议弃用于1.31.3

所有这些API都在相应的jQuery版本中被建议弃用。
欲获得更多信息，参见jQuery	1.3	发布公告。

jQuery.boxModel

标明当前网页在用户浏览器中是否是使用W3C	CSS盒模型来呈现的
。在jQuery	1.8中删除了该属性。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

jQuery.browser

包含用户代理的标志，读取自navigator.userAgent。在jQuer
y	1.9中删除了该属性，只有通过jQuery.migrate插件才可以使
用它。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precated-1.3.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blog.jquery.com/2009/01/14/jquery-1-3-released/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precated-1.3.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Deferred对象	|	已删除

亦位于	Deferred对象	|	已删除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	已删除

亦位于	核心	|	已删除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	已删除

建议弃用于建议弃用于1.71.7

所有这些API都在相应的jQuery版本中被建议弃用。
欲获更多信息，参见发布公告以及修改记录http://blog.jque

ry.com/2011/11/03/jquery-1-7-released/。

deferred.isReject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拒绝。

deferred.isResolv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解决。

.die()

从元素上删除之前用.live()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jQuery.sub()

创建一个jQuery的新副本，可以修改它的属性和方法，而且不会
影响原来的jQuery对象。

.live()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匹配当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无论是现
在匹配当前选择器，还是未来匹配当前选择器。

http://blog.jquery.com/2011/11/03/jquery-1-7-released/


亦位于	内部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上一页：建议弃用于1.3 下一页：建议弃用于1.8

.selector

一个选择器，代表在创建原始集合时，传递给jQuery()的选择器
，如果有的话。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precated-1.7.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precated-1.7.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遍历	>	杂项遍历

亦位于	Deferred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浏览器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文档载入

亦位于	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亦位于	事件	>	鼠标事件	|	已删除

建议弃用于建议弃用于1.81.8

所有这些API都在相应的jQuery版本中被建议弃用。
欲获更多信息，参见发布公告以及修改记录http://blog.jque

ry.com/2012/08/09/jquery-1-8-released/。

.andSelf()

把堆栈中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

deferred.pipe()

实用工具方法，用来筛选并/或连缀多个Deferred对象。

.error()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error”上。

.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load”上。

.size()

返回jQuery对象中的元素的数量。

.toggle()

http://blog.jquery.com/2012/08/09/jquery-1-8-released/


亦位于	事件	>	文档载入

上一页：建议弃用于1.7 下一页：建议弃用于1.9

把两个或更多的处理函数绑定到匹配的元素上，当交替点击的时候
执行它们。

.un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unload”上。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precated-1.8.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precated-1.8.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	实用工具

上一页：建议弃用于1.8 下一页：建议弃用于1.10

建议弃用于建议弃用于1.91.9

所有这些API都在相应的jQuery版本中被建议弃用。
欲获更多信息，参见发布公告以及修改记录http://blog.jque

ry.com/2013/01/15/jquery-1-9-final-jquery-2-0-beta-

migrate-final-released/。

jQuery.support

一个属性的集合，它代表不同的浏览器功能的存在情况或者缺陷情
况。用于jQuery内部使用；当特定属性不再内部需要的时候，它
们可能被删除，以提高网页启动性能。为了你自己的项目的功能侦
测需要，我们强烈推荐你使用一个外部的库，比如说Modernizr，
代替对jQuery.support中的属性的依赖。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precated-1.9.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blog.jquery.com/2013/01/15/jquery-1-9-final-jquery-2-0-beta-migrate-final-released/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precated-1.9.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10	|	内部	|	属性	>	jQu
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上一页：建议弃用于1.9 下一页：维度

建议弃用于建议弃用于1.101.10

所有这些API都在相应的jQuery版本中被建议弃用。
欲获更多信息，参见发布公告以及修改记录http://blog.jque

ry.com/2013/05/24/jquery-1-10-0-and-2-0-1-released/

。

.context

传递给jQuery()的原始DOM节点的上下文；如果没有传递任何上
下文，则该上下文很有可能就是documen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precated-1.10.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blog.jquery.com/2013/05/24/jquery-1-10-0-and-2-0-1-released/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precated-1.10.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维度维度

这些方法用来针对各种各样的属性，读取和设置CSS维度。

.heigh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高度。

.innerHeight()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高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高度。

.innerWidth()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宽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宽度。

.outerHeigh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包括padd
ing和border，视情况还包括margin。返回一个数字（不带px）
，代表这个值，或者如果在一个元素的空集合上调用它，则返回nu
ll。

.outerWidth()



亦位于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上一页：建议弃用于1.10 下一页：效果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包括padd
ing和border。

.width()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宽度。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imension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imension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效果效果

jQuery库提供了几个技术，用来在网页上添加动画。这些包括最
频繁使用的简单、标准的动画，以及创作工艺复杂的自定义动画的能力
。

.animate()

实施某个CSS属性集合的自定义动画。

.clearQueue()

从队列中删除所有还没有运行过的项目。

.delay()

设置一个定时器，以延迟执行队列中后续的项目。

.dequeue()

针对匹配的元素，执行队列中下一个函数。

.fadeIn()

通过把匹配的元素渐显为不透明，来显示匹配的元素。

.fadeOut()



亦位于	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基本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
性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
性

通过把匹配的元素渐褪色不透明，来隐藏匹配的元素。

.fadeTo()

调整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

.fadeToggle()

通过变动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来显示或隐藏匹配的元素。

.finish()

针对匹配的元素，停止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删除所有队列中的动
画，并结束所有动画。

.hide()

隐藏匹配的元素。

jQuery.fx.interval

动画引发时，动画的刷新速率（以毫秒计）。

jQuery.fx.off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效果	>	基本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滑移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滑移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滑移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亦位于	效果	>	基本效果

全局性地禁用所有动画。

.queue()

显示或操纵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

.show()

显示匹配的元素。

.slideDown()

用滑移动作显示匹配的元素。

.slideToggle()

用一个滑移动作显示或者隐藏匹配的元素。

.slideUp()

用一个滑移动作隐藏匹配的元素。

.stop()

在匹配的元素上停止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

.toggle()

显示或隐藏匹配的元素。



上一页：维度 下一页：基本效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ffect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ffec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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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效果基本效果

.hide()

隐藏匹配的元素。

.show()

显示匹配的元素。

.toggle()

显示或隐藏匹配的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basic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basi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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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数据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数据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自定义效果自定义效果

这些方法允许你创造性地创建jQuery没有提供的效果。

.animate()

实施某个CSS属性集合的自定义动画。

.clearQueue()

从队列中删除所有还没有运行过的项目。

.delay()

设置一个定时器，以延迟执行队列中后续的项目。

.dequeue()

针对匹配的元素，执行队列中下一个函数。

.finish()

针对匹配的元素，停止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删除所有队列中的动
画，并结束所有动画。

jQuery.fx.interval

动画引发时，动画的刷新速率（以毫秒计）。



亦位于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亦位于	数据	|	实用工具

上一页：基本效果 下一页：淡入淡出效果

jQuery.fx.off

全局性地禁用所有动画。

.queue()

显示或操纵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

.stop()

在匹配的元素上停止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ustom-effect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ustom-effec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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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入淡出效果淡入淡出效果

这些方法调整了元素的不透明度。

.fadeIn()

通过把匹配的元素渐显为不透明，来显示匹配的元素。

.fadeOut()

通过把匹配的元素渐褪色不透明，来隐藏匹配的元素。

.fadeTo()

调整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

.fadeToggle()

通过变动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来显示或隐藏匹配的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ading.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ad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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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移效果滑移效果

.slideDown()

用滑移动作显示匹配的元素。

.slideToggle()

用一个滑移动作显示或者隐藏匹配的元素。

.slideUp()

用一个滑移动作隐藏匹配的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liding.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lid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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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亦位于	事件	>	鼠标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鼠标事件

事件事件

这些方法用来注册行为，在用户与浏览器交互的时候产生效果，以
及用来进一步操纵那些已经注册的行为。

.bind()

针对元素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到某个事件。

.blur()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blur”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hange()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hange”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lick()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lick”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ontextmenu()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ontextmenu”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鼠标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
物	|	已删除

亦位于	事件	>	浏览器事件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dblclick()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dblclick”上，或
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delegate()

针对匹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到一个或多个事
件上，现在或者将来，基于一个指定的根元素集合。

.die()

从元素上删除之前用.live()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error()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error”上。

event.currentTarget

处于事件冒泡阶段内的当前DOM元素。

event.data

如果当前正在执行的处理函数被绑定了，向一个事件方法传递一个
可选的数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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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event.delegateTarget

当前调用的jQuery事件处理函数所附加的元素。

event.isDefaultPrevented()

返回event.preventDefault()是否已经在该事件对象上调用过
了。

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

返回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是否已经在该事件
对象上调用过了。

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返回event.stopPropagation()是否已经在该事件对象上调用
过了。

event.metaKey

当事件被引发时，表示META键是否已经压进去了。

event.namespace

当事件被触发时，所指定的命名空间。

event.pag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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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相对于document左边缘的鼠标位置。

event.pageY

相对于document上边缘的鼠标位置。

event.preventDefault()

如果调用了该方法，就不会触发事件的默认行为。

event.relatedTarget

别的涉及到该事件的DOM元素，如果有的话。

event.result

由某个事件触发的事件处理函数返回的最后值，除非该值是undef
ined。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停止执行处理函数的剩余部分，防止事件沿着DOM树向上冒泡。

event.stopPropagation()

防止事件沿着DOM树向上冒泡，防止任何父元素的处理函数被该事
件通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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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对象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event.target

初始化该事件的DOM元素。

event.timeStamp

浏览器创建事件的时间，与1970年1月1日的时间差，以毫秒计。

event.type

描述事件的性质。

event.which

对于键盘或鼠标事件，该属性标明了指定的键或者按钮是否被按下
了。

.focus()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上，或在某
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focusin()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事件“focusin”上。

.focusout()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out”上。



亦位于	事件	>	鼠标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事件	>	键盘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键盘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键盘事件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
物	|	已删除

.hover()

给匹配的元素绑定一个或现金个处理函数，在鼠标指针进入这个元
素、鼠标指针离开这个元素的时候执行它们。

jQuery.proxy()

取得一个函数，并返回一个新的函数，该新函数总是具有特定的上
下文。

.keydown()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down”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keypress()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press”上，或
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keyup()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up”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live()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匹配当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无论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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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事件	>	鼠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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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事件	>	鼠标事件

在匹配当前选择器，还是未来匹配当前选择器。

.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load”上。

.mousedown()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down”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enter()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一个元素上，当鼠标进入这个元素时引
发该函数，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leave()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一个元素上，当鼠标离开这个元素时引
发该函数，，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move()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move”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out()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out”上，或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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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亦位于	事件	>	文档载入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over()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over”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up()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up”上，或者在某
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off()

删除所有的事件处理函数。

.on()

针对选中的元素，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一个或多个事件上。

.one()

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元素的某个事件上。每个元素每种事件类型，
该处理函数最多只执行一次。

.ready()

指定一个函数，当DOM完全加入的时候执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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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鼠标事件	|	
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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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ze()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resize”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croll()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croll”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elect()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elect”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ubmit()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ubmit”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toggle()

把两个或更多的处理函数绑定到匹配的元素上，当交替点击的时候
执行它们。

.trigger()

针对给定的事件类型，执行附加到匹配的元素上的所有处理函数和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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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Handler()

执行所有的附加到某个元素上针对某个事件的处理函数。

.unbind()

从匹配的元素上删除以前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undelegate()

针对所有匹配当前选择器的元素，从事件上删除一个处理函数。匹
配元素基于一个特定的根元素集合。

.un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unload”上。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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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事件浏览器事件

.error()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error”上。

.resize()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resize”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croll()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croll”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browser-event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browser-even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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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载入文档载入

.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load”上。

.ready()

指定一个函数，当DOM完全加入的时候执行它。

.unload()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unload”上。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ocument-loading.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ocument-load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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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处理附加物事件处理附加物

.bind()

针对元素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到某个事件。

.delegate()

针对匹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到一个或多个事
件上，现在或者将来，基于一个指定的根元素集合。

.die()

从元素上删除之前用.live()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jQuery.proxy()

取得一个函数，并返回一个新的函数，该新函数总是具有特定的上
下文。

.live()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匹配当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无论是现
在匹配当前选择器，还是未来匹配当前选择器。

.off()



删除所有的事件处理函数。

.on()

针对选中的元素，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一个或多个事件上。

.one()

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元素的某个事件上。每个元素每种事件类型，
该处理函数最多只执行一次。

.trigger()

针对给定的事件类型，执行附加到匹配的元素上的所有处理函数和
行为。

.triggerHandler()

执行所有的附加到某个元素上针对某个事件的处理函数。

.unbind()

从匹配的元素上删除以前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undelegate()

针对所有匹配当前选择器的元素，从事件上删除一个处理函数。匹
配元素基于一个特定的根元素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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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handler-attachmen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handler-attachm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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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对象事件对象

jQuery的事件系统根据W3C	standards规范化了事件对象。该事
件对象确保能够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很多来自原始事件的属性被
复制过来，并规范化到新的事件对象中。

jQuery.Event构造器

jQuery.event构造器是曝露的，而且能够在调用 .trigger()时使用
。操作符 new是可有可无的。

检查 .trigger()的文档，以查看如何把它与你自己的事件对象组合
起来。
示例：

//不用“new”	操作符创建一个jQuery.Event	对象。
var	e	=	jQuery.Event(	"click"	);
	
//	触发一个仿造的点击事件
jQuery(	"body"	).trigger(	e	);

自从jQuery	1.6，你可以向 jQuery.Event()传递一个对象，而且
它的属性会被设置在新创建的Event对象上。
示例：

//	用指定的事件属性创建一个新的jQuery.Event对象。
var	e	=	jQuery.Event(	"keydown",	{	keyCode:	64	
}	);
	
//	用keyCode	64触发一个仿造的按键事件
jQuery(	"body"	).trigger(	e	);

事件属性

jQuery规范化了下面的属性，以实现跨浏览器一致性：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www.w3.org/TR/2003/WD-DOM-Level-3-Events-20030331/ecma-script-binding.html


target

relatedTarget

pageX

pageY

which

metaKey

以下的属性也可以复制到事件对象，虽然它们有些值可能是undef
ined，取决于事件本身：
altKey、bubbles、button、buttons、cancelable、char
、charCode、clientX、clientY、ctrlKey、currentTarg
et、data、detail、eventPhase、key、keyCode、metaKey
、offsetX、offsetY、originalTarget、pageX、pageY、r
elatedTarget、screenX、screenY、shiftKey、target、
toElement、view、which

其它属性

某些事件可能具有特有的属性。这些可以作为 event.originialEvent

对象的属性来访问。
示例：

//	给原生的`drop`事件添加dataTransfer属性。
//	以捕捉拖拽到浏览器窗口的文件的信息。
jQuery.event.props.push(	"dataTransfer"	);

event.currentTarget

处于事件冒泡阶段内的当前DOM元素。

event.data

如果当前正在执行的处理函数被绑定了，向一个事件方法传递一个
可选的数据对象。



event.delegateTarget

当前调用的jQuery事件处理函数所附加的元素。

event.isDefaultPrevented()

返回event.preventDefault()是否已经在该事件对象上调用过
了。

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

返回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是否已经在该事件
对象上调用过了。

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返回event.stopPropagation()是否已经在该事件对象上调用
过了。

event.metaKey

当事件被引发时，表示META键是否已经压进去了。

event.namespace

当事件被触发时，所指定的命名空间。

event.pageX



相对于document左边缘的鼠标位置。

event.pageY

相对于document上边缘的鼠标位置。

event.preventDefault()

如果调用了该方法，就不会触发事件的默认行为。

event.relatedTarget

别的涉及到该事件的DOM元素，如果有的话。

event.result

由某个事件触发的事件处理函数返回的最后值，除非该值是undef
ined。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停止执行处理函数的剩余部分，防止事件沿着DOM树向上冒泡。

event.stopPropagation()

防止事件沿着DOM树向上冒泡，防止任何父元素的处理函数被该事
件通知到。

event.target



上一页：事件处理附加物 下一页：表单事件

初始化该事件的DOM元素。

event.timeStamp

浏览器创建事件的时间，与1970年1月1日的时间差，以毫秒计。

event.type

描述事件的性质。

event.which

对于键盘或鼠标事件，该属性标明了指定的键或者按钮是否被按下
了。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objec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obje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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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表单

亦位于	表单

亦位于	表单

亦位于	表单

亦位于	表单

亦位于	表单

表单事件表单事件

.blur()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blur”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hange()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hange”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focus()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上，或在某
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focusin()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事件“focusin”上。

.focusout()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out”上。

.select()



亦位于	表单

上一页：事件对象 下一页：键盘事件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elect”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ubmit()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ubmit”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orm-event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orm-even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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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表单事件 下一页：鼠标事件

键盘事件键盘事件

.keydown()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down”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keypress()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press”上，或
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keyup()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up”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keyboard-event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keyboard-event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鼠标事件鼠标事件

.click()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lick”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ontextmenu()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ontextmenu”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dblclick()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dblclick”上，或
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hover()

给匹配的元素绑定一个或现金个处理函数，在鼠标指针进入这个元
素、鼠标指针离开这个元素的时候执行它们。

.mousedown()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down”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enter()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一个元素上，当鼠标进入这个元素时引
发该函数，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leave()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一个元素上，当鼠标离开这个元素时引
发该函数，，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move()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move”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out()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out”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over()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over”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up()

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up”上，或者在某
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已删除

上一页：键盘事件 下一页：表单

.toggle()

把两个或更多的处理函数绑定到匹配的元素上，当交替点击的时候
执行它们。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ouse-event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ouse-even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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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表单表单

这些方法和事件处理函数处理了表单和它们的各种各样的元素。

.blur()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blur”上，或者在
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hange()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hange”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focus()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上，或在某
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focusin()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事件“focusin”上。

.focusout()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out”上。



亦位于	杂项	>	集合操纵	|	Ajax	>	辅助函数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亦位于	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亦位于	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亦位于	事件	>	表单事件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jQuery.param()

为一个数组、一个纯对象或者一个jQuery对象创建一个序列化的
代表，适合于用在一个URL查询字符串中，或者用在Ajax请求中。
万一要传递jQuery对象，它必须用名/值属性包含<input>元素。

.select()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elect”上，或者
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erialize()

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字符串，用于提交。

.serializeArray()

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名值对数组。

.submit()

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ubmit”上，或者
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va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值，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
素设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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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orm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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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10	|	属性	>	jQuery对象
实例的属性

亦位于	属性	>	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内部内部

虽然这个类别被称为“内部”，但是在这些API中的任何一个方法文
档必须被视为公共方法，可以自由使用的。

.context

传递给jQuery()的原始DOM节点的上下文；如果没有传递任何上
下文，则该上下文很有可能就是document。

.jquery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jQuery版本数字。

jQuery.error()

取用一个字符串，并抛出一个包含它的异常。

.pushStack()

把一个DOM元素集合添加到jQuery栈。

.selector

一个选择器，代表在创建原始集合时，传递给jQuery()的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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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的话。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internal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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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亦位于	操纵	>	DOM外部插入

亦位于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亦位于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操纵操纵

本部分的所有的方法都以一些方式操纵了DOM。有一些可以简单改
变元素的某个元素属性（亦在元素属性中列出），与此同时，另一部分
是设置元素的样式属性（亦在CSS中列出）。还有一些是修改整个元素
（或者一组元素）本身——插入、复制、删除，等等。所有的这些方法
都被称为“设置器”，因为它们改变了属性的值。

这些方法中有一些——比如说 .attr()、 .html()和 .val()也被称为“
读取器”，它们从DOM元素上检索信息，用于后来的使用。

.addClass()

把指定的样式类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

.after()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后面，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append()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末尾，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appendTo()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末尾。

.attr()

取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元素属性的值，或者针对



亦位于	操纵	>	DOM外部插入

亦位于	操纵	>	复制

亦位于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DOM删除

亦位于	操纵	>	DOM删除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亦位于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元素属性。

.before()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的前面，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clone()

给匹配的元素集合创建一个深复制副本。

.css()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一个计算过的样式属性
的值；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CSS属性。

.detach()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

.empty()

从DOM上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所有的子元素节点。

.hasClass()

确定匹配元素中是否有一些元素带有指定样式类。

.height()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亦位于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DOM外部插入

亦位于	操纵	>	DOM外部插入

亦位于	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高度。

.htm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HTML内容，或者针对每个匹配
的元素设置HTML内容。

.innerHeight()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高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高度。

.innerWidth()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宽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宽度。

.insertAfter()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后面。

.insertBefore()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前面。

jQuery.cssNumber



亦位于	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亦位于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一个对象，包含了所有的可以不带单位使用的CSS属性。.css()方
法使用这个对象来查看它是否可以向无单位值追加px。

.offse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相对于document的当前坐
标，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相对于document的坐标。

.outerHeigh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包括padd
ing和border，视情况还包括margin。返回一个数字（不带px）
，代表这个值，或者如果在一个元素的空集合上调用它，则返回nu
ll。

.outerWidth()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包括padd
ing和border。

.position()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坐标，相对于最接近的有
定位的祖先元素。

.prepend()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开头，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prependTo()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DOM删除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DOM替代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开头。

.prop()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属性的值，或者为每个匹
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属性。

.remove()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

.removeAttr()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元素属性。

.removeClass()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样式类、多个样式类或者
所有样式类。

.removeProp()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删除一个属性。

.replaceAll()

用匹配的元素集合替代每一个目标元素。



亦位于	操纵	>	DOM替代

亦位于	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亦位于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亦位于	操纵	>	DOM周围插入	|	操纵	>	DOM删除

.replaceWith()

用提供的新内容替换掉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并返回已经
被删除的元素的集合。

.scrollLeft()

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水平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水平位置。

.scrollTop()

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垂直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垂直位置。

.tex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文本内容的串联结果，包括它们
的后代元素中的文本，或者设置匹配元素的文本内容。

.toggleClass()

给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添加一个或多个样式类，或从匹配
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或多个样式类，取决于样式类是
否存在，或者取决于状态参数的值。

.unwrap()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的父元素，把匹配的元素留在它们原
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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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内部 下一页：类属性

.va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值，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
素设置值。

.width()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宽度。

.wrap()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周围包裹一个HTML结构。

.wrapAll()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所有元素周围包裹一个HTML结构。

.wrapInner()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内部包裹一个HTML结构。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anipulatio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anipul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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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属性类属性

这些方法检查并操纵了分配给元素的CSS样式类。

.addClass()

把指定的样式类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

.hasClass()

确定匹配元素中是否有一些元素带有指定样式类。

.removeClass()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样式类、多个样式类或者
所有样式类。

.toggleClass()

给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添加一个或多个样式类，或从匹配
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或多个样式类，取决于样式类是
否存在，或者取决于状态参数的值。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lass-attribut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lass-attribu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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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复制

这个方法允许我们给元素制作副本。

.clone()

给匹配的元素集合创建一个深复制副本。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opying.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opy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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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DOM周围插入周围插入

这些方法允许我们在已有的元素周围插入新内容。

.unwrap()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的父元素，把匹配的元素留在它们原
来的位置。

.wrap()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周围包裹一个HTML结构。

.wrapAll()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所有元素周围包裹一个HTML结构。

.wrapInner()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内部包裹一个HTML结构。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om-insertion-aroun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om-insertion-arou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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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元素属性

DOMDOM内部插入内部插入

这些方法允许我们在一个已有的元素内中插入新内容。

.append()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末尾，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appendTo()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末尾。

.htm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HTML内容，或者针对每个匹配
的元素设置HTML内容。

.prepend()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开头，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prependTo()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开头。

.tex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文本内容的串联结果，包括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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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代元素中的文本，或者设置匹配元素的文本内容。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om-insertion-insid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om-insertion-insid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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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DOM外部插入外部插入

这些方法允许我们在一个已有的元素外部插入新内容。

.after()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后面，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before()

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的前面，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insertAfter()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后面。

.insertBefore()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前面。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om-insertion-outsid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om-insertion-outsid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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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DOM删除删除

这些方法允许我们从DOM上删除元素。

.detach()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

.empty()

从DOM上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所有的子元素节点。

.remove()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

.unwrap()

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的父元素，把匹配的元素留在它们原
来的位置。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om-remova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om-remov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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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DOM替代替代

这些方法用来从DOM上删除内容，并用新内容代替它。

.replaceAll()

用匹配的元素集合替代每一个目标元素。

.replaceWith()

用提供的新内容替换掉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并返回已经
被删除的元素的集合。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om-replacemen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om-replacem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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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元素属性

亦位于	元素属性	|	表单

上一页：DOM替代 下一页：样式属性

一般元素属性一般元素属性

这些方法用来读取并设置DOM的元素属性。

.attr()

取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元素属性的值，或者针对
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元素属性。

.prop()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属性的值，或者为每个匹
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属性。

.removeAttr()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元素属性。

.removeProp()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删除一个属性。

.va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值，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
素设置值。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general-attribute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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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CSS

样式属性样式属性

这些方法用来读取并设置与CSS相关的属性。

.css()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一个计算过的样式属性
的值；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CSS属性。

.heigh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高度。

.innerHeight()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高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高度。

.innerWidth()

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内部宽
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或者针对每个匹配的
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宽度。

jQuery.cssNumber

一个对象，包含了所有的可以不带单位使用的CSS属性。.css()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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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CSS	|	偏移

法使用这个对象来查看它是否可以向无单位值追加px。

.offse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相对于document的当前坐
标，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相对于document的坐标。

.outerHeigh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包括padd
ing和border，视情况还包括margin。返回一个数字（不带px）
，代表这个值，或者如果在一个元素的空集合上调用它，则返回nu
ll。

.outerWidth()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包括padd
ing和border。

.position()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坐标，相对于最接近的有
定位的祖先元素。

.scrollLeft()

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水平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水平位置。

.scroll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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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垂直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垂直位置。

.width()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或者针
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宽度。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tyle-propertie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tyle-properti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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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亦位于	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亦位于	核心	|	杂项	>	安装方法

亦位于	杂项	>	集合操纵	|	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杂项杂项

.data()

存储与匹配的元素相关的任何数据，或者返回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
一个元素的某段已存储的命名数据值。

.each()

遍历一个jQuery对象，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执行一个函数。

.get()

取回jQuery对象所匹配的DOM元素。

.index()

从匹配的元素之中搜索一个给定的元素。

jQuery.noConflict()

放开jQuery对$变量的控制。

jQuery.param()

为一个数组、一个纯对象或者一个jQuery对象创建一个序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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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杂项	>	DOM元素的方
法

亦位于	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上一页：样式属性 下一页：集合操纵

代表，适合于用在一个URL查询字符串中，或者用在Ajax请求中。
万一要传递jQuery对象，它必须用名/值属性包含<input>元素。

.removeData()

删除一条之前存储的数据段。

.size()

返回jQuery对象中的元素的数量。

.toArray()

取回包含在该jQuery集合中的所有元素，作为一个数组。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iscellaneou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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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操纵集合操纵

.each()

遍历一个jQuery对象，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执行一个函数。

jQuery.param()

为一个数组、一个纯对象或者一个jQuery对象创建一个序列化的
代表，适合于用在一个URL查询字符串中，或者用在Ajax请求中。
万一要传递jQuery对象，它必须用名/值属性包含<input>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ollection-manipulatio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ollection-manipulation.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数据	|	杂项	>	数据存储

亦位于	数据	|	杂项	>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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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数据存储

这些方法允许你把任意数据关联到特定的DOM元素上。

.data()

存储与匹配的元素相关的任何数据，或者返回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
一个元素的某段已存储的命名数据值。

.removeData()

删除一条之前存储的数据段。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ata-storag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ata-stor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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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DOM元素的方法元素的方法

.get()

取回jQuery对象所匹配的DOM元素。

.index()

从匹配的元素之中搜索一个给定的元素。

.size()

返回jQuery对象中的元素的数量。

.toArray()

取回包含在该jQuery集合中的所有元素，作为一个数组。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om-element-method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om-element-metho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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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方法安装方法

jQuery.noConflict()

放开jQuery对$变量的控制。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etup-method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etup-metho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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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偏移

.offse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相对于document的当前坐
标，或者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相对于document的坐标。

.offsetParent()

返回最接近的有定位的祖先元素（有定位的元素是指css属性posi
tion的值为relative、absolute或fixed的元素--译者注）。

.position()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坐标，相对于最接近的有
定位的祖先元素。

.scrollLeft()

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水平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水平位置。

.scrollTop()

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垂直位置，
或者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垂直位置。



上一页：安装方法 下一页：属性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ffse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ffse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10	|	内部	|	属性	>	jQu
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亦位于	内部	|	属性	>	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
性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

属性属性

.context

传递给jQuery()的原始DOM节点的上下文；如果没有传递任何上
下文，则该上下文很有可能就是document。

.jquery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jQuery版本数字。

jQuery.browser

包含用户代理的标志，读取自navigator.userAgent。在jQuer
y	1.9中删除了该属性，只有通过jQuery.migrate插件才可以使
用它。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jQuery.fx.interval

动画引发时，动画的刷新速率（以毫秒计）。



性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9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属性	>	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内部	|	属性	>	全局j
Query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上一页：偏移 下一页：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jQuery.fx.off

全局性地禁用所有动画。

jQuery.support

一个属性的集合，它代表不同的浏览器功能的存在情况或者缺陷情
况。用于jQuery内部使用；当特定属性不再内部需要的时候，它
们可能被删除，以提高网页启动性能。为了你自己的项目的功能侦
测需要，我们强烈推荐你使用一个外部的库，比如说Modernizr，
代替对jQuery.support中的属性的依赖。

.length

jQuery对象中的元素数量。

.selector

一个选择器，代表在创建原始集合时，传递给jQuery()的选择器
，如果有的话。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ropertie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ropertie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10	|	内部	|	属性	>	jQu
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亦位于	内部	|	属性	>	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亦位于	属性	>	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上一页：属性 下一页：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jQuery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对象实例的属性

每个用 jQuery()函数创建的jQuery对象都包含了一些属性以及方
法。这些属性允许我们检查对象的多种多样的元素属性。

.context

传递给jQuery()的原始DOM节点的上下文；如果没有传递任何上
下文，则该上下文很有可能就是document。

.jquery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jQuery版本数字。

.length

jQuery对象中的元素数量。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object-instance-propertie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object-instance-propertie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
性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
性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9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实用工具

全局全局jQueryjQuery对象的属性对象的属性

这些属性关联到全局jQuery对象。

jQuery.browser

包含用户代理的标志，读取自navigator.userAgent。在jQuer
y	1.9中删除了该属性，只有通过jQuery.migrate插件才可以使
用它。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jQuery.fx.interval

动画引发时，动画的刷新速率（以毫秒计）。

jQuery.fx.off

全局性地禁用所有动画。

jQuery.support

一个属性的集合，它代表不同的浏览器功能的存在情况或者缺陷情
况。用于jQuery内部使用；当特定属性不再内部需要的时候，它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内部	|	属性	>	全局j
Query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上一页：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下一页：已删除

们可能被删除，以提高网页启动性能。为了你自己的项目的功能侦
测需要，我们强烈推荐你使用一个外部的库，比如说Modernizr，
代替对jQuery.support中的属性的依赖。

.selector

一个选择器，代表在创建原始集合时，传递给jQuery()的选择器
，如果有的话。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global-jquery-object-propertie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global-jquery-object-propertie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亦位于	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
物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实用工具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实用工具

已删除已删除

deferred.isReject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拒绝。

deferred.isResolved()

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解决。

.die()

从元素上删除之前用.live()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jQuery.boxModel

标明当前网页在用户浏览器中是否是使用W3C	CSS盒模型来呈现的
。在jQuery	1.8中删除了该属性。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

jQuery.browser



亦位于	核心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
物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内部	|	属性	>	全局j
Query对象的属性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鼠标事件

上一页：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下一页：选择器

包含用户代理的标志，读取自navigator.userAgent。在jQuer
y	1.9中删除了该属性，只有通过jQuery.migrate插件才可以使
用它。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jQuery.sub()

创建一个jQuery的新副本，可以修改它的属性和方法，而且不会
影响原来的jQuery对象。

.live()

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匹配当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无论是现
在匹配当前选择器，还是未来匹配当前选择器。

.selector

一个选择器，代表在创建原始集合时，传递给jQuery()的选择器
，如果有的话。

.toggle()

把两个或更多的处理函数绑定到匹配的元素上，当交替点击的时候
执行它们。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move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move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选择器选择器

借用自CSS	1到CSS	3的选择器，并添加了一些自己的选择器，jQ
uery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集合，用来在document中匹配元素的
集合。
要想使用任何元字符（比如说 	!"#$%&'()*+,./:;<=>?@[\]^`{|}~）作
为名称的字面部分，必须用两个反斜杠 \\转义它们。举个例子，有
个元素带有 id="foo.bar"，可以使用选择器 $("#foo\\.bar")。W3C	
的CSS规范文档包含了关于有效的CSS选择器的一套完整的规则。M
athias	Bynens在他的博客上写的《用于标识符的CSS字符转义
序列》也很有用。

全选中选择器	(“*”)

选择所有元素。

:animated	选择器

选择当选择器运行时，所有的正在动画进行中的元素。

元素属性值包含前缀选择器	[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该元素属性的值要么
等于给定的字符串，要么以该字符串开头，后面跟着一个短横（-
）。

http://www.w3.org/TR/CSS21/syndata.html#value-def-identifier
http://mathiasbynens.be/notes/css-escapes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元素属性值包含选择器	[name
*=”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包
含了某个给定的子字符串。

元素属性值包含词语选择器	[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包含了某个给定的词，并用空格作界定。

元素属性值末端匹配选择器	[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以某个给定的字符串结束。该对比是大小写敏感的。

元素属性值相等选择器	[name
=”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等于某个值。

元素属性值不相等选择器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要么不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要么指具有指
定的元素属性，但是该元素属性的值不是某个值。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元素属性值前端匹配选择器	[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以某个给定的字符串开头。

:button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button元素，以及type="button"的<input>元素
。

:checkbox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勾选框类型的<input>元素。

:checked	选择器

匹配所有已经勾中或者选中的<input>元素。

子元素选择器	(“parent	>	
child”)

选择用“parent”指定的元素下面所有的用“child”指定的直接子
元素。

样式类选择器	(“.class”)



亦位于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选择所有带给定样式类的元素。

:contains()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包含指定的文本文件的元素。

后代元素选择器	(“ancestor
descendant”)

选择给定的祖先元素的所有的后代元素。

:disabl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已经被禁用的元素。

元素标签名选择器	(“element”)

选择所有的用给定的元素标签名的元素。

:empty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没有子元素的元素（子元素包括文本节点）。

:enabl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可用的元素。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eq()	选择器

在匹配的集合内，选择索引为n的那个元素。

:even	选择器

选择偶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odd。

:fil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file"的<input>元素。

:first-child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父元素中的第一个子元素。

:first-of-type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同名的同辈元素中的第一个。

:first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	选择器	>	可见性筛

选择第一个匹配的元素。

:focus	选择器

选择当前正获得焦点的那个元素

:gt()	选择器

选择匹配的集合内，所有索引号大于index的元素。

侦测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

选择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的元素，该元素属性可以是任意值。

:has()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至少包含一个匹配指定选择器的元素。

:header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header元素，比如说h1、h2、h3等等。



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hidden	选择器

选择所有隐藏的元素。

ID	选择器	(“#id”)

选择一个带有给定的元素id属性的元素。

:imag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image"的<input>元素。

:inpu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input>输入框、<textarea>文本框、<select>下
拉选择框以及<button>按钮元素。

:lang()	选择器

选择指定语言的所有元素。

:last-child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父元素中的最后一个子元素。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last-of-type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同名的同辈元素中的最后一个。

:last	选择器

选择最后一个匹配的元素。

:lt()	选择器

在匹配的集合内部，选择索引号小于某个索引数字的所有元素。

多重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
”value”][name2=”value2″]

匹配元素，匹配所有的指定的元素属性筛选器的元素。

多重选择器	(“selector1,	sel
ector2,	selectorN”)

选择所有的指定选择器的组合结果。

下一个相邻选择器	(“prev	+
next”)

选择所有紧挨在“prev”元素后的“next”元素。



亦位于	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下一个同辈选择器	Selector
(“prev	~	siblings”)

选择跟在“prev”	元素后面的所有同辈元素。具有相同的父元素，
并匹配筛选的“siblings”选择器。

:no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不匹配给定选择器的元素。

:nth-child()	选择器

选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第n个子元素。

:nth-last-child()	选
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倒数第n个子元素，
即从最后的元素往前数。

:nth-last-of-type()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中的倒数第n个子元素
，即从最后的元素往前数，相对于具有相同元素名的同辈元素，。

:nth-of-type()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中的第n个子元素，相
对于具有相同元素名的同辈元素。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odd	选择器

选择奇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even。

:only-child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唯一子元素。

:only-of-typ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这样的元素：它们没有同名的同辈元素。

:paren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至少有一个子节点的元素（子节点包括元素或者文本）
。

:password	选择器

选择所有type="password"的<input>元素。

:radio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radio"的<input>元素。

:rese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reset"的<input>元素和button元素。

:root	选择器

选择document的根节点元素。

:select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select>被选中的<option>元素。

:submi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submit"的<input>元素和<button>元素。

:target	选择器

选择用文档的URI标识符的片段标识的目标元素。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	选择器	>	可见性筛
选选择器

上一页：已删除 下一页：元素属性选择器

:tex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text"的<input>元素。

:visibl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可见的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elector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electo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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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属性选择器元素属性选择器

CSS规范文档允许元素通过它们的元素属性来识别。与此同时，有
些旧的浏览器不支持样式文档的目的，jQuery允许你不管使用了
哪种浏览器都可以使用它们。
当使用任一个后面的元素属性选择器时，你应当考虑元素属性有很
多个用空格隔开的值。因为这些选择器会把元素属性值视为一个单
一的字符串，比如说，选择器 $("a[rel='nofollow']")将选中 <a	hre

f="example.html"	rel="nofollow">Some	text</a>，但是不能选中 <a	

href="example.html"	rel="nofollow	foe">Some	text</a>。

选择器表达式中的元素属性值必须遵守W3C	CSS选择器的规则；一
般来说，这意味着除了有效的标识符之外的别的东西用引号包围起
来。

双引号在单引号里面： $('a[rel="nofollow	self"]')

单引号在双引号里面： $("a[rel='nofollow	self']")

在单引号里面转义单引号： $('a[rel=\'nofollow	self\']')

在双引号里面转义双引号： $("a[rel=\"nofollow	self\"]")

你所选择的这些变体通常关乎风格或便利性。
注意：在jQuery	1.3中， [@attr]样式选择器被删除了（之前在j
Query	1.2中建议弃用它）。只要从你的选择器中删除“@”就能使
它们又能起作用了。

元素属性值包含前缀选择器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该元素属性的值要么
等于给定的字符串，要么以该字符串开头，后面跟着一个短横（-
）。

元素属性值包含选择器	[name*=”value”]

http://www.w3.org/TR/CSS21/syndata.html#value-def-identifier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包
含了某个给定的子字符串。

元素属性值包含词语选择器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包含了某个给定的词，并用空格作界定。

元素属性值末端匹配选择器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以某个给定的字符串结束。该对比是大小写敏感的。

元素属性值相等选择器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等于某个值。

元素属性值不相等选择器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要么不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要么指具有指
定的元素属性，但是该元素属性的值不是某个值。

元素属性值前端匹配选择器	[na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以某个给定的字符串开头。



上一页：选择器 下一页：基本选择器

侦测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

选择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的元素，该元素属性可以是任意值。

多重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value”][name2=”value2″]

匹配元素，匹配所有的指定的元素属性筛选器的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ttribute-selector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selector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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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元素属性选择器 下一页：基本筛选选择器

基本选择器基本选择器

下面的选择器基于W3C提出大纲构想的CSS	1规范文档。欲了解更
多关于这个规范文档的信息，请参见http://www.w3.org/Style/C
SS/#specs。

全选中选择器	(“*”)

选择所有元素。

样式类选择器	(“.class”)

选择所有带给定样式类的元素。

元素标签名选择器	(“element”)

选择所有的用给定的元素标签名的元素。

ID	选择器	(“#id”)

选择一个带有给定的元素id属性的元素。

多重选择器	(“selector1,	selector2,	selectorN”)

选择所有的指定选择器的组合结果。

http://www.w3.org/Style/CSS/#specs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basic-css-selector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basic-css-selecto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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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基本筛选选择器基本筛选选择器

:animated	选择器

选择当选择器运行时，所有的正在动画进行中的元素。

:eq()	选择器

在匹配的集合内，选择索引为n的那个元素。

:even	选择器

选择偶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odd。

:first	选择器

选择第一个匹配的元素。

:focus	选择器

选择当前正获得焦点的那个元素

:gt()	选择器

选择匹配的集合内，所有索引号大于index的元素。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header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header元素，比如说h1、h2、h3等等。

:lang()	选择器

选择指定语言的所有元素。

:last	选择器

选择最后一个匹配的元素。

:lt()	选择器

在匹配的集合内部，选择索引号小于某个索引数字的所有元素。

:no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不匹配给定选择器的元素。

:odd	选择器

选择奇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even。

:root	选择器

选择document的根节点元素。

:target	选择器



上一页：基本选择器 下一页：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选择用文档的URI标识符的片段标识的目标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basic-filter-selector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basic-filter-selecto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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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素筛选选择器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first-child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父元素中的第一个子元素。

:first-of-type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同名的同辈元素中的第一个。

:last-child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父元素中的最后一个子元素。

:last-of-type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同名的同辈元素中的最后一个。

:nth-child()	选择器

选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第n个子元素。

:nth-last-child()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倒数第n个子元素，
即从最后的元素往前数。



上一页：基本筛选选择器 下一页：内容筛选选择器

:nth-last-of-type()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中的倒数第n个子元素
，即从最后的元素往前数，相对于具有相同元素名的同辈元素。

:nth-of-type()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中的第n个子元素，相
对于具有相同元素名的同辈元素。

:only-child	选择器

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唯一子元素。

:only-of-typ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这样的元素：它们没有同名的同辈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hild-filter-selector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hild-filter-selecto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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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上一页：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下一页：表单选择器

内容筛选选择器内容筛选选择器

:contains()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包含指定的文本文件的元素。

:empty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没有子元素的元素（子元素包括文本节点）。

:has()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至少包含一个匹配指定选择器的元素。

:paren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至少有一个子节点的元素（子节点包括元素或者文本）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ontent-filter-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ontent-filter-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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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表单选择器表单选择器

:button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button元素，以及type="button"的<input>元素
。

:checkbox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勾选框类型的<input>元素。

:checked	选择器

匹配所有已经勾中或者选中的<input>元素。

:disabl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已经被禁用的元素。

:enabl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可用的元素。

:fil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file"的<input>元素。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focus	选择器

选择当前正获得焦点的那个元素

:imag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image"的<input>元素。

:inpu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input>输入框、<textarea>文本框、<select>下
拉选择框以及<button>按钮元素。

:password	选择器

选择所有type="password"的<input>元素。

:radio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radio"的<input>元素。

:rese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reset"的<input>元素和button元素。

:select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select>被选中的<option>元素。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上一页：内容筛选选择器 下一页：层次结构选择器

:submi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submit"的<input>元素和<button>元素。

:tex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text"的<input>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orm-selector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orm-selecto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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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表单选择器 下一页：jQuery扩展选择器

层次结构选择器层次结构选择器

子元素选择器	(“parent	>	child”)

选择用“parent”指定的元素下面所有的用“child”指定的直接子
元素。

后代元素选择器	(“ancestor	descendant”)

选择给定的祖先元素的所有的后代元素。

下一个相邻选择器	(“prev	+	next”)

选择所有紧挨在“prev”元素后的“next”元素。

下一个同辈选择器	Selector	(“prev	~	siblings”)

选择跟在“prev”	元素后面的所有同辈元素。具有相同的父元素，
并匹配筛选的“siblings”选择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ierarchy-selector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ierarchy-selecto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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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jQueryjQuery扩展选择器扩展选择器

jQuery用以下选择器扩展了CSS3选择器。因为这些选择器是jQu
ery的扩展，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所以使用它们查询，不能充
分利用原生DOM提供的 querySelecto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
用这些选择器的时候获得最佳性能，请先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一些
元素，然后使用 .filter()方法来筛选它们。

:animated	选择器

选择当选择器运行时，所有的正在动画进行中的元素。

元素属性值不相等选择器	[na
me!=”value”]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要么不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要么指具有指
定的元素属性，但是该元素属性的值不是某个值。

:button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button元素，以及type="button"的<input>元素
。

:checkbox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勾选框类型的<input>元素。

:eq()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可见性筛选选择器

在匹配的集合内，选择索引为n的那个元素。

:even	选择器

选择偶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odd。

:fil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file"的<input>元素。

:first	选择器

选择第一个匹配的元素。

:gt()	选择器

选择匹配的集合内，所有索引号大于index的元素。

:has()	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至少包含一个匹配指定选择器的元素。

:header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header元素，比如说h1、h2、h3等等。

:hidden	选择器

选择所有隐藏的元素。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imag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image"的<input>元素。

:inpu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input>输入框、<textarea>文本框、<select>下
拉选择框以及<button>按钮元素。

:last	选择器

选择最后一个匹配的元素。

:lt()	选择器

在匹配的集合内部，选择索引号小于某个索引数字的所有元素。

:odd	选择器

选择奇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even。

:paren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至少有一个子节点的元素（子节点包括元素或者文本）
。

:password	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可见性筛选选择器

上一页：层次结构选择器 下一页：可见性筛选选择器

选择所有type="password"的<input>元素。

:radio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radio"的<input>元素。

:rese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reset"的<input>元素和button元素。

:selected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select>被选中的<option>元素。

:submi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submit"的<input>元素和<button>元素。

:text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type="text"的<input>元素。

:visibl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可见的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selector-extensions.htm


ryAPI/jquery-selector-extension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亦位于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上一页：jQuery扩展选择器 下一页：遍历

可见性筛选选择器可见性筛选选择器

:hidden	选择器

选择所有隐藏的元素。

:visible	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可见的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visibility-filter-selector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visibility-filter-selecto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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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sprain.cn/


亦位于	遍历	>	杂项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杂项遍历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遍历	>	杂项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杂项遍历

遍历遍历

.add()

创建一个jQuery对象，把元素添加到匹配元素的集合里。

.addBack()

把推栈中的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视情况用一个选择
器作筛选。

.andSelf()

把堆栈中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

.children()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子元素，视情况用一个选择器作
筛选。

.closest()

针对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通过测试元素本身以及在DOM树中遍历它
的后代元素，获得第一个匹配选择器的元素。

.contents()



亦位于	杂项	>	集合操纵	|	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杂项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子元素，包括文本节点和注释节
点。

.each()

遍历一个jQuery对象，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执行一个函数。

.end()

结束当前连缀中最近的一个筛选操作，并把匹配的元素集合返回到
它的上一个状态。

.eq()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指定索引数的那一个。

.filter()

把匹配元素的集合缩小到只剩下匹配选择器的那些元素，或者通得
过函数测试的那些元素。

.find()

获得当前所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后代元素，用一个选择器
、jQuery对象，或者元素作筛选。

.first()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集合中的第一个。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has()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这样的元素：它拥有匹配该选择器或者DO
M元素的后代元素。

.is()

根据一个选择器、元素或者jQuery对象，检查当前元素的匹配集
合，如果这些元素中至少有一个匹配了给定的参数，则返回true。

.last()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集合中的最后一个。

.map()

把当前匹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传递给一个函数，制造出一个包含返
回的值的新jQuery对象。

.nex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后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如果提供
了一个选择器，它会取得只有匹配该选择器的下一个同辈元素。

.nextAl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所有后面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	遍历	>	杂项遍历

亦位于	偏移	|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nextUntil()

获得每个元素所有后面的同辈元素，向后直到遇到匹配选择器、DO
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这个匹配的元素）
。

.not()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删除元素。

.offsetParent()

返回最接近的有定位的祖先元素（有定位的元素是指css属性posi
tion的值为relative、absolute或fixed的元素--译者注）。

.parent()

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父元素，视情况用一个
选择器作筛选。

.parents()

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祖先元素，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parentsUntil()

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祖先元素，向上直到遇
到匹配选择器、DO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
这个匹配的元素）。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树遍历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上一页：可见性筛选选择器 下一页：筛选

.prev()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前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
一个选择器作筛选。

.prevAl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所有前面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prevUntil()

获得每个元素所有前面的同辈元素，向前直到遇到匹配选择器、DO
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这个匹配的元素）
。

.siblings()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个选择器
作筛选。

.slice()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一个子集，子集用一个索引范围指定。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raversing.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raversing.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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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筛选

.eq()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指定索引数的那一个。

.filter()

把匹配元素的集合缩小到只剩下匹配选择器的那些元素，或者通得
过函数测试的那些元素。

.first()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集合中的第一个。

.has()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这样的元素：它拥有匹配该选择器或者DO
M元素的后代元素。

.is()

根据一个选择器、元素或者jQuery对象，检查当前元素的匹配集
合，如果这些元素中至少有一个匹配了给定的参数，则返回true。

.last()



亦位于	遍历	>	杂项遍历

上一页：遍历 下一页：杂项遍历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集合中的最后一个。

.map()

把当前匹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传递给一个函数，制造出一个包含返
回的值的新jQuery对象。

.not()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删除元素。

.slice()

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一个子集，子集用一个索引范围指定。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iltering.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ilter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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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亦位于	遍历	>	筛选

杂项遍历杂项遍历

.add()

创建一个jQuery对象，把元素添加到匹配元素的集合里。

.addBack()

把推栈中的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视情况用一个选择
器作筛选。

.andSelf()

把堆栈中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

.contents()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子元素，包括文本节点和注释节
点。

.end()

结束当前连缀中最近的一个筛选操作，并把匹配的元素集合返回到
它的上一个状态。

.not()



上一页：筛选 下一页：树遍历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删除元素。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iscellaneous-traversa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iscellaneous-travers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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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遍历树遍历

.children()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子元素，视情况用一个选择器作
筛选。

.closest()

针对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通过测试元素本身以及在DOM树中遍历它
的后代元素，获得第一个匹配选择器的元素。

.find()

获得当前所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后代元素，用一个选择器
、jQuery对象，或者元素作筛选。

.next()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后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如果提供
了一个选择器，它会取得只有匹配该选择器的下一个同辈元素。

.nextAl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所有后面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亦位于	偏移

.nextUntil()

获得每个元素所有后面的同辈元素，向后直到遇到匹配选择器、DO
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这个匹配的元素）
。

.offsetParent()

返回最接近的有定位的祖先元素（有定位的元素是指css属性posi
tion的值为relative、absolute或fixed的元素--译者注）。

.parent()

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父元素，视情况用一个
选择器作筛选。

.parents()

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祖先元素，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parentsUntil()

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祖先元素，向上直到遇
到匹配选择器、DO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
这个匹配的元素）。

.prev()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前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



上一页：杂项遍历 下一页：实用工具

一个选择器作筛选。

.prevAll()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所有前面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prevUntil()

获得每个元素所有前面的同辈元素，向前直到遇到匹配选择器、DO
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这个匹配的元素）
。

.siblings()

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个选择器
作筛选。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ree-traversa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ree-travers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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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已删除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3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实用工具实用工具

.clearQueue()

从队列中删除所有还没有运行过的项目。

.dequeue()

针对匹配的元素，执行队列中下一个函数。

jQuery.boxModel

标明当前网页在用户浏览器中是否是使用W3C	CSS盒模型来呈现的
。在jQuery	1.8中删除了该属性。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

jQuery.browser

包含用户代理的标志，读取自navigator.userAgent。在jQuer
y	1.9中删除了该属性，只有通过jQuery.migrate插件才可以使
用它。请尝试使用功能检测来代替它。

jQuery.contains()

检查一个DOM元素是否是另一个DOM元素的后代元素。



亦位于	数据

亦位于	数据

jQuery.data()

存储和指定元素有关的任意数据，或者返回已设置的数据值。

jQuery.dequeue()

针对匹配的元素，执行队列中的下一个函数。

jQuery.each()

一个通用的迭代函数，它可以用来无缝地迭代对象和数组。数组以
及带有length属性的类数组对象（比如说一个函数的arguments
对象）可以用数字索引来迭代，从0到length-1。别的对象可以通
过它们的命名属性来迭代。

jQuery.extend()

把两个或更多的对象合并到一起，放到第一个对象中。

jQuery.fn.extend()

把一个对象的内容合并到jQuery原型中，以提供一个新的jQuery
实例方法。

jQuery.globalEval()

全局地执行一些JavaScript代码。



jQuery.grep()

找到一个数组中的一些满足某个筛选器函数的元素。原来的数据不
受影响。

jQuery.inArray()

在一个数组中搜索指定的值，并返回它的索引数（如果没找到就返
回-1）。

jQuery.isArray()

确定该参数是否是一个数组。

jQuery.isEmptyObject()

检查一个对象是否是空的（没有包含可列举的属性）。

jQuery.isFunction()

确定传递入的参数是否是一个JavaScript函数对象

jQuery.isNumeric()

确定参数是否是一个数字。

jQuery.isPlainObject()

检查一个对象是否是一个纯对象（使用“{}”或“new	Object”创



建的对象）。

jQuery.isWindow()

确定参数是否是一个窗口。

jQuery.isXMLDoc()

检查一个DOM节点是否在一个XML	document的内部，或者它本身
就是一个XML	document。

jQuery.makeArray()

把一个类数组对象转换成一个真正的JavaScript数组。

jQuery.map()

把数组或对象中的所有项目翻译成一个新数组的项目。

jQuery.merge()

把两个数组的内容合并到第一个数组中。

jQuery.noop()

一个空函数。

jQuery.now()



亦位于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亦位于	数据

亦位于	数据

返回一个代表当前时间的数字。

jQuery.parseHTML()

把字符串解析成一个DOM节点的数组。

jQuery.parseJSON()

取用格式完好的JSON字符串，并返回输出的JavaScript值。

jQuery.parseXML()

把一个字符串解析成一个XML	document。

jQuery.proxy()

取得一个函数，并返回一个新的函数，该新函数总是具有特定的上
下文。

jQuery.queue()

显示或操作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

jQuery.removeData()

删除之前存储的数据片段。



亦位于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9	|	属性	>	全局jQuery
对象的属性

亦位于	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上一页：树遍历 下一页：版本

jQuery.support

一个属性的集合，它代表不同的浏览器功能的存在情况或者缺陷情
况。用于jQuery内部使用；当特定属性不再内部需要的时候，它
们可能被删除，以提高网页启动性能。为了你自己的项目的功能侦
测需要，我们强烈推荐你使用一个外部的库，比如说Modernizr，
代替对jQuery.support中的属性的依赖。

jQuery.trim()

删除一个字符串开头和末尾的空白。

jQuery.type()

确定一个对象的内部JavaScript类。

jQuery.unique()

对一个DOM元素的数组进行排序，根据它们的位置排序，并删除重
复的项。注意这只对DOM元素的数组起作用，对字符串和数字都不
起作用。

.queue()

显示或操纵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utilities.htm


ryAPI/utilitie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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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实用工具 下一页：版本	1.0

版本版本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versio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version.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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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下一页：版本	1.0.4

版本版本	1.0	1.0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0.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0.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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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0 下一页：版本	1.1

版本版本	1.0.4	1.0.4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0.4.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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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上一页：版本	1.0.4 下一页：版本	1.1.2

版本版本	1.1	1.1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1.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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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sprain.cn/


上一页：版本	1.1 下一页：版本	1.1.3

版本版本	1.1.2	1.1.2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1.2.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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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1.2 下一页：版本	1.1.4

版本版本	1.1.3	1.1.3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1.3.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1.3.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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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1.3 下一页：版本	1.2

版本版本	1.1.4	1.1.4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1.4.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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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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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1.4 下一页：版本	1.2.3

版本版本	1.2	1.2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2.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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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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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2 下一页：版本	1.2.6

版本版本	1.2.3	1.2.3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2.3.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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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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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2.3 下一页：版本	1.3

版本版本	1.2.6	1.2.6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2.6.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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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2.6 下一页：版本	1.4

版本版本	1.3	1.3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3.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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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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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3 下一页：版本	1.4.1

版本版本	1.4	1.4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4.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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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4 下一页：版本	1.4.2

版本版本	1.4.1	1.4.1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4.1.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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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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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4.1 下一页：版本	1.4.3

版本版本	1.4.2	1.4.2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4.2.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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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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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4.2 下一页：版本	1.4.4

版本版本	1.4.3	1.4.3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4.3.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4.3.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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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4.3 下一页：版本	1.5

版本版本	1.4.4	1.4.4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4.4.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4.4.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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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4.4 下一页：版本	1.5.1

版本版本	1.5	1.5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5.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5.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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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5 下一页：版本	1.6

版本版本	1.5.1	1.5.1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5.1.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5.1.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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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5.1 下一页：版本	1.7

版本版本	1.6	1.6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6.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6.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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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6 下一页：版本	1.8

版本版本	1.7	1.7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7.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7.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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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7 下一页：版本	1.9

版本版本	1.8	1.8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8.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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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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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版本	1.8 下一页：.add()

版本版本	1.9	1.9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1.9.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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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Promise

deferred.then()deferred.then()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8

加入于:	1.5，删除于：1.8

deferred.then(	doneFilter	[,	

failFilter	]	[,	progressFilte

r	]	)

描述：添加一个处理函数，当一个Deferred对象被解决、被拒绝
或者依然在进程中时调用它。

deferred.then(	doneFilter	[,	failFi

lter	]	[,	progressFilter	]	)

doneFilter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它。
failFilter

类型：Function()
一个可选的函数，在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调用它。
progressFilter

类型：Function()
一个可选的函数，当进程通知发送到Deferred对象时调用
它。

deferred.then(	doneCallb

acks,	failCallbacks	)

done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或者函数数组，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
它。.
fail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或者函数数组，当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调用
它。



加入于:	1.7，删除于：1.8deferred.then(	doneCallb

acks,	failCallbacks	[,	progressCallbacks	]	)

done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或者函数数组，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
它。.
fail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或者函数数组，当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调用
它。
progress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或者函数数组，当Deferred通用进程时调用它
。

在jQuery	1.8以前的版本中，这些参数必须是一个函数或者多个
函数的数组。
对于这个签名，如果不想要那种类型的回调函数，参数可以是 null

。作为替代选择，使用 .done()、 .fail()或者 .progress()可以只
设置一种类型的回调函数，而不需要筛选状态或者值。
自从jQuery	1.8， deferred.then()方法返回一个新的promise对
象，它可以通过一个函数筛选Deferred对象的状态和值，以代替
现在已经被建议弃用的 defered.pipe()方法。该 doneFilter和 failF

ilter函数筛选了原始的Deferred对象的被解决、被拒绝状态以及
值。 progressFilter函数筛选了任何对原始的Deferred对象的 .no

fity()方法或 .notifyWith()方法的调用。筛选器函数可以返回一个
新修正，传递给promise对象的 .done()回调函数或者 .fail()回调
函数，或者它们可以返回另一个可观察的对象（Deferred对象或P
romise对象等），它们把它们的已解决、已拒绝状态和值传递给p
romise对象的回调函数。如果所使用的筛选函数是null，或者没
有指定筛选函数，Promise对象被解决或被拒绝时，会用和原始值
相同的值。
会按照添加回调函数的顺序执行回调函数。因为 deferred.then()方
法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别的Promise对象的方法可以连缀到这



个后面，包括额外的 .then()方法。

示例

因为 jQuery.get()方法返回一个jqXHR对象，它派生自一个Deferr
ed对象，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then()方法附加处理函数。

$.get(	"test.php"	).then(
		function()	{
				alert(	"$.get	succeeded"	);
		},	function()	{
				alert(	"$.get	failed!"	);
		}
);

筛选解决值：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eferred.then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Filter	Resolve</button>
<p></p>
	
<script>
var	filterResolve	=	function()	{
		var	defer	=	$.Deferred(),
				filtered	=	defer.then(function(	value	)	{
						return	value	*	2;
				});
	
		defer.resolve(	5	);
		filtered.done(function(	value	)	{
				$(	"p"	).html(	"Value	is	(	2*5	=	)	10:	"	+	



value	);
		});
};
	
$(	"button"	).on(	"click",	filterResolv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筛选拒绝的值：

var	defer	=	$.Deferred(),
		filtered	=	defer.then(	null,	function(	value	
)	{
				return	value	*	3;
		});
	
defer.reject(	6	);
filtered.fail(function(	value	)	{
		alert(	"Value	is	(	3*6	=	)	18:	"	+	value	);
});

连缀任务：

var	request	=	$.ajax(	url,	{	dataType:	"json"	}



上一页：deferred.state() 下一页：.delay()

	),
		chained	=	request.then(function(	data	)	{
				return	$.ajax(	url2,	{	data:	{	user:	data.u
serId	}	}	);
		});
	
chained.done(function(	data	)	{
		//	检索自url2的数据，由第一个请求提供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ferred.the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th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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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eferred

deferred.done()deferred.done()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5

deferred.done(	doneCallbacks	

[,	doneCallbacks	]	)

描述：添加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它。

deferred.done(	doneCallbacks	[,	don

eCallbacks	]	)

done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或者函数数组，在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
它。
done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可选的附加函数、或者函数的数组，在Deferred对象被解
决时调用它。

deferred.done()方法接受一个或多个参数，所有的参数要么是一个
函数，要么是多个函数构成的数组。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
会调用 doneCallbacks。会按添加的顺序执行回调函数。因为 deferr

ed.done()方法返回Deferred对象，所以别的Deferred对象的方
法可以连缀在这个后面，包括额外的 .done()方法。一旦Deferred
被解决了，会按照添加它们的顺序执行doneCallbacks回调函数
，使用提供给调用 .resolve()方法或 .resolveWith()方法的参数。
欲得更多信息，参见Deferred对象。

示例

因为 jQuery.get方法返回一个jQXHR对象，它派生自一个Deferre
d对象，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done()方法给它附加一个success回调
函数。

javascript



$.get(	"test.php"	).done(function()	{
		alert(	"$.get	succeeded"	);
});

当用户点击一个按钮时，解决一个Deferred对象，触发一些回调
函数：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eferred.done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Go</button>
<p>Ready...</p>
	
<script>
//	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三个函数
function	fn1()	{
		$(	"p"	).append(	"	1	"	);
}
function	fn2()	{
		$(	"p"	).append(	"	2	"	);
}
function	fn3(	n	)	{
		$(	"p"	).append(	n	+	"	3	"	+	n	);
}
	
//	创建一个Deferred对象
var	dfd	=	$.Deferred();
	
//	添加要在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的处理函数
dfd
//	.done()可以取用任何数量的函数，或者函数的数组
		.done(	[	fn1,	fn2	],	fn3,	[	fn2,	fn1	]	)
//	我们也可以连缀done()方法
		.done(function(	n	)	{
				$(	"p"	).append(	n	+	"	we're	done."	);



上一页：deferred.always() 下一页：deferred.fail()

		});
	
//	当按钮被点击时，解决Deferred对象
$(	"button"	).on(	"click",	function()	{
		dfd.resolve(	"and"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ferred.don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do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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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eferred

deferred.fail()deferred.fail()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5

deferred.fail(	failCallbacks	

[,	failCallbacks	]	)

描述：添加一个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调用它。

deferred.fail(	failCallbacks	[,	fai

lCallbacks	]	)

fail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或者函数数组，在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调用
它。
fail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可选的附加函数、或者函数的数组，在Deferred对象被拒
绝时调用它。

deferred.fail()方法接受一个或多个参数，所有的参数要么是一个
函数，要么是多个函数构成的数组。当一个Deferred对象被拒绝
时，会调用failCallbacks回调函数。会按添加的顺序执行回调
函数。因为 deferred.fail()返回一个Deferred对象，所以别的De
ferred对象的方法可以连缀在这个后面，包括额外的 deferred.fai

l()方法。会按照添加回调函数的顺序执行failCallbacks回调函
数，使用提供给调用 deferred.reject()方法或 deferred.rejectWith(

)方法的参数。欲得更多信息，参见Deferred对象。

示例

因为 .jQuery.get()方法返回一个jqXHR对象，它派生自Deferred
对象，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deferred.done()方法和 deferred.fail()方
法给它附加一个success回调函数和failure回调函数。

javascript



上一页：deferred.done()

下一页：deferred.isRejected()

$.get(	"test.php"	)
		.done(function()	{
				alert(	"$.get	succeeded"	);
		})
		.fail(function()	{
				alert(	"$.get	failed!"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
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fail.
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fai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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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eferred

deferred.always()deferred.always()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6

deferred.always(	alwaysCallba

cks	[,	alwaysCallbacks	]	)

描述：添加一个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或者被拒绝的
时候调用它。

deferred.always(	alwaysCallbacks	[,

alwaysCallbacks	]	)

always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或者函数数组，在Deferred对象被解决或被拒
绝时调用它。
always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可选的附加函数、或者函数的数组，在Deferred对象被解
决或被拒绝时调用它们。

参数可以要么是一个函数，要么是多函数构成的数组。当Deferre
d对象被解决或被拒绝时，会调用 alwaysCallbacks。因为 deferred.

always()会返回Deferred对象，所以Deferred对象的别的方法可
以连缀到这个后面，包括额外的 .always()方法。当一个Deferred
对象被解决或被拒绝了的时候，会按添加的顺序执行回调函数，使
用提供给调用 resolve方法、 reject方法、 resolveWith方法或者 re

jectWith方法的参数。欲得更多信息，参见Deferred对象。

注意：该 deferred.always()方法接收用于该 Deferred对象的 .resolv

e()方法或 .reject()方法的参数，它们通常是很不一样的。出于这
个原因，最好只在并非必须检查参数的操作中使用它。在别的情况
中，使用显式的 .done()或者 .fail()处理函数，因为那样的话参数
将会有众所周知的次序。

示例

javascript



上一页：.dblclick() 下一页：deferred.done()

因为 .jQuery.get()方法返回一个 jqXHR对象，它派生自 Deferred对
象，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deferred.always()方法给它附加一个succe
ss回调函数和error回调函数。

$.get(	"test.php"	).always(function()	{
		alert(	"$.get	completed	with	success	or	error
	callback	arguments"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ferred.alway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alway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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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Promise弃用于：1.8

deferred.pipe()deferred.pipe()

分类：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加入于:	1.6

加入于:	1.7

deferred.pipe(	[doneFilter	]	

[,	failFilter	]	)

描述：实用工具方法，用来筛选并/或连缀多个Deferred对象。

deferred.pipe(	[doneFilter	]	[,	fai

lFilter	]	)

doneFilter

类型：Function()
一个可选的函数，在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它。
failFilter

类型：Function()
一个可选的函数，在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调用它。

deferred.pipe(	[doneFilter	]	[,	fai

lFilter	]	[,	progressFilter	]	)

doneFilter

类型：Function()
一个可选的函数，在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调用它。
failFilter

类型：Function()
一个可选的函数，在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调用它。
progressFilter

类型：Function()
一个可选的函数，当进程通知发送到Deferred对象时调用
它。

弃用提醒：自从jQuery	1.8，该 deferred.pipe()方法已经被建议
弃用了。请使用 deferred.then()方法代替它。

deferred.pipe()方法会返回一个新的promise对象，用来通过一个
函数筛选deferred对象的状态和值。该 doneFilter函数和 failFil



ter函数筛选了原始的Deferred对象的被解决/被拒绝的状态和值
。自从jQuery	1.7，该方法也接受一个 progressFilter函数，用
来筛选任何对原始Deferred对象的 notify方法或 notifyWith方法
的调用。这些筛选函数可以返回一个新值，新值会传递给被传送的
promise对象的 done()回调函数或者 fail()回调函数，或者它们会
返回别的可观察的对象（Deferred对象、Promise对象，等等）
，它们将向被传递的Promise对象的回调函数传递它们的被解决/
被拒绝状态以及值。如果所使用的筛选函数是null，或者没有指定
筛选函数，那么被传送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或被拒绝时，会用和
原始值相同的值。

示例

筛选解决的值：

var	defer	=	$.Deferred(),
		filtered	=	defer.pipe(function(	value	)	{
				return	value	*	2;
		});
	
defer.resolve(	5	);
filtered.done(function(	value	)	{
		alert(	"Value	is	(	2*5	=	)	10:	"	+	value	);
});

筛选拒绝的值：

var	defer	=	$.Deferred(),
		filtered	=	defer.pipe(	null,	function(	value	
)	{
				return	value	*	3;
		});
	
defer.reject(	6	);
filtered.fail(function(	value	)	{
		alert(	"Value	is	(	3*6	=	)	18:	"	+	value	);
});



上一页：deferred.notifyWith()

下一页：deferred.progress()

连缀任务：

var	request	=	$.ajax(	url,	{	dataType:	"json"	}
	),
		chained	=	request.pipe(function(	data	)	{
				return	$.ajax(	url2,	{	data:	{	user:	data.u
serId	}	}	);
		});
	
chained.done(function(	data	)	{
		//	来自url2的数据检索由第一个请求提供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
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pipe.htm
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pip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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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eferred

deferred.progress()deferred.progress()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7

上一页：deferred.pipe() 下一页：deferred.promise()

deferred.progress(	progressCa

llbacks	[,	progressCallbacks	

]	)

描述：添加处理函数，当Deferred对象生成进度通时时调用它。

deferred.progress(	progressCallback

s	[,	progressCallbacks	]	)

progress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or	Array
一个函数，或者函数数组，当Deferred对象生成进程通知
时调用它。
progress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or	Array
可选的额外的函数，或者几个函数的数组，当Deferred对
象生成进程通知时调用它们。

该 deferred.progress()方法接受一个或更多的参数，所有的参数都
要么是一个函数，要么是多个函数构成的数组。当该Deferred对
象通过调用 .notify()方法和 .notifyWith()方法生成进程通知时，
会调用 progressCallbacks回调函数。因为 deferred.progress()方法
返回一个Deferred对象，所以别的Deferred对象的方法可以连
缀在这个后面。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或被拒绝时，就不能再调
用进程回调函数，例外情况是在Deferred对象进入到被解决或被
拒绝状态后，添加任何 progressCallbacks会在添加时被立即执行，
使用传递给调用 .notify()方法或 .nitifyWith()方法的参数。欲得
更多信息，参见jQuery.Deferre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progress.htm


ryAPI/deferred.progres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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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String

deferred.state()deferred.state()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7

上一页：deferred.resolveWith()

下一页：deferred.then()

deferred.state()

描述：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的当前状态。

deferred.state()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deferred.state()方法返回一个字符串，它代表了该Deferred
对象的当前状态。Deferred对象可以处于三种状态之一：

挂起（"pending"）：该Deferred对象还处于未结束状态（
既不是“被拒绝”也不是“被解决”）。
被解决（"resolved"）该Deferred对象正处于被解决状态
，意味着该对象要么已经调用了 deferred.resolve()方法，要
么已经调用了 deferred.resolveWith()方法，而且已经调用了d
oneCallback回调函数（或者正处于调用doneCallbacks过
程中）。
被拒绝（"rejected"）该Deferred对象正处于被拒绝状态
，意味着该对象要么已经调用了 deferred.reject()方法，要么
已经调用了 deferred.rejectWith()方法，而且已经调用了fail
Callback回调函数（或者正处于调用failCallbacks过程
中）。

这些方法在调试时相当有用，比如说用来确定一个Deferred对象
是否已经被解决，哪怕你在代码内部打算拒绝它。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
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state.htm查看
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st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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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Promise

deferred.promise()deferred.promise()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5

deferred.promise(	[target	]	)

描述：返回某个Deferred对象的Promise对象。

deferred.promise(	[target	]	)

target

类型：Object
要附加promise方法的对象

deferred.promise()方法允许传入一个同步函数，以防止别的代码
干预它的内部请进程或状态。Promise对象只会泄露了Deferred
对象用来附加额外的处理函数或确定状态的方法（ .then()、 .done

()、 .always()、 .pipe()、 .progress()、 .state()和 .promise()）
，但是不会泄露用来改变Deferred对象的状态的方法（ .resolve(

)、 .reject()、 .notify()、 .resolveWith()、 .rejectWith()和 .no

tifyWith()）。

如果提供了 target，则 deferred.promise()将把该方法附加到 targe

t上，并返回该对象，而不是创建一个新对象。这个方法可以用来
把Promise行为附加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对象上。
如果你正在创建一个Deferred对象，为这个Deferred对象保存
了个引用，从而它可以在某一时点上被解决或被拒绝。利用 deferre

d.promise()方法可以只返回Promise对象，从而别的代码可以注册
一个回调函数或者检查当前状态。
欲得更多信息，参见Deferred对象。

示例

创建一个Deferred对象，并分别向解决该Deferred对外和拒绝
该Deferred对象设置两个基于定时器的函数，定时在一个随机时
长后面。无论哪个引发了第一个“wins”，都会调用回调函数之一
。第二个超时没有效果，因为Deferred已经在第一个超时操作中
完成了（要么是被解决状态要么是被拒绝状态）。同样，设置一个

javascript



基于定时器的进程通知函数，并调用一个进程处理函数，向docum
ent.body添加“working...”。

function	asyncEvent()	{
		var	dfd	=	jQuery.Deferred();
	
		//	在一个随机时长之后解决Deferred对象
		setTimeout(function()	{
				dfd.resolve(	"hurray"	);
		},	Math.floor(	400	+	Math.random()	*	2000	)	)
;
	
		//	在一个随机时长之后拒绝Deferred对象
		setTimeout(function()	{
				dfd.reject(	"sorry"	);
		},	Math.floor(	400	+	Math.random()	*	2000	)	)
;
	
		//	Show	a	"working..."	message	every	half-sec
ond
		setTimeout(function	working()	{
				if	(	dfd.state()	===	"pending"	)	{
						dfd.notify(	"working...	"	);
						setTimeout(	working,	500	);
				}
		},	1	);
	
		//	返回Promise对象，从而调用器不能改变Deferred对象
了
		return	dfd.promise();
}
	
//	针对asyncEvent附加done、fail、progress处理函数
$.when(	asyncEvent()	).then(
		function(	status	)	{
				alert(	status	+	",	things	are	going	well"	)
;
		},
		function(	status	)	{
				alert(	status	+	",	you	fail	this	time"	);
		},
		function(	status	)	{
				$(	"body"	).append(	status	);



上一页：deferred.progress()

下一页：deferred.reject()

		}
);

使用目标参数以将一个已有的对象转变成Promise对象：

//	Existing	object
var	obj	=	{
				hello:	function(	name	)	{
						alert(	"Hello	"	+	name	);
				}
		},
		//	创建一个Deferred对象
		defer	=	$.Deferred();
	
//	把一个对象设置为promise对象
defer.promise(	obj	);
	
//	解决该Deferred对象
defer.resolve(	"John"	);
	
//	把该对象用作一个promise对象
obj.done(function(	name	)	{
		obj.hello(	name	);	//	Will	alert	"Hello	John"
}).hello(	"Karl"	);	//	Will	alert	"Hello	Karl"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promise.htm
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promi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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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dd().add()

分类：遍历	>	杂项遍历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3.2

加入于:	1.4

.add(	selector	)

描述：创建一个jQuery对象，把元素添加到匹配元素的集合里。

.add(	selector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代表选择器表达式的字符串，用来寻找附加的元素，
以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里。

.add(	elements	)

elements

类型：Element
一个或更多的要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元素。

.add(	html	)

html

类型：htmlString
一段要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HTML片段。

.add(	selection	)

selection

类型：jQuery
一个要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已有的jQuery对象。

.add(	selector,	context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代表选择器表达式的字符串，用来寻找附加的元素，
以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
context

类型：Element
document中的一个位点，选择器必须从那里开始匹配；类
似于 $(selector,	context)中的context参数。

给定一个代表DOM元素集合的jQuery对象， .add()方法从那些元
素以及传给这个方法的元素的并集中构造了一个新的jQuery对象
。传给 .add()的参数可以是任何$()可接受的参数，包括jQuery
选择器表达式、DOM元素的引用，以及一个HTML片段。
不要以为只要把元素传递给$.add()方法，这个方法就能把元素追
加到已有的集合中。当所有的元素都是同一个document的成员时
， .add()方法会根据document中的次序，理顺产生的集合中的元
素；也就是说，根据每个元素在文档中出现的顺序排序。如果集合
由来自不同的document的元素构成，或者有一些元素不在任何do
cument中，排序方式还没有作定义。要想给已明确定义次序的元
素创建一个jQuery对象，省掉排序的花销，请使用 $(array_of_DOM

_elements)符号。

更新过的元素集合可用于后面的（连缀的）方法，或者分配给它一
个变量以供后面使用。举个例子：

$(	"p"	).add(	"div"	).addClass(	"widget"	);
var	pdiv	=	$(	"p"	).add(	"div"	);

下面的代码不会保存刚添加的元素，因为 .add()方法创建了一个新
集合，并在pdiv中留下还没变过的原始集合。

var	pdiv	=	$(	"p"	);
pdiv.add(	"div"	);	//	WRONG,	pdiv	will	not	chan
ge

设想有一个网页，带有一个简单的<li>列表，还有一个<p>段落文
本跟着它：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list	item	3</li>
</ul>
<p>a	paragraph</p>

我们可以要么利用一个选择器，要么利用一个对DOM元素本身的引
用，作为 .add()方法的参数，来选择列表项目，再选择段落文本：

$(	"li"	).add(	"p"	).css(	"background-color",	"
red"	);

Or:

$(	"li"	).add(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	"
p"	)[	0	]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红色的背景在所有四个元素后面。使用一个HTML
片段作为 .add()方法的参数（根据第三版），我们可以快速创建额
外的元素，并把那些元素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比如说：我们
想要改变列表项目以及刚刚创建的段落文本的背景色：

$(	"li"	).add(	"<p	id='new'>new	paragraph</p>"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虽然已经创建了这个新的文本段落，而且改变了它的背景色，但是
它依然没有出现在网页上。要想把它放到网页上，我们可以给连缀
添加一个插入方法。
自从jQuery	1.4版， .add()方法的结果总是会按document的顺
序返回（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合并）。
注意：提示：要想颠倒 .add()方法，你可以使用 .not(	elements	|	s

elector	)方法，以从jQuery结果中删除元素，或者用 .end()方法
，的返回你添加之前的选择集。



示例

找到所有的div，给它加边框。然后把所有的段落文本添加到jQue
ry对象中，把它们的背景色设置成黄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dd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height:	60px;
				margin:	10px;
				float:	left;
		}
		p	{
				clear:	left;
				font-weight:	bold;
				font-size:	16px;
				color:	blue;
				margin:	0	10px;
				padding:	2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p>Added	this...	(notice	no	border)</p>
	
<script>



$(	"div"	).css(	"border",	"2px	solid	red"	)
		.add(	"p"	)
		.css(	"background",	"yellow"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添加更多的元素，用给定的表达式匹配它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dd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span>Hello	Again</span>
	
<script>
$(	"p"	).add(	"span"	).css(	"background",	"yell
ow"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添加更多的快速创建的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dd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script>
$(	"p"	).clone().add(	"<span>Again</span>"	).ap
pendTo(	document.body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添加一个或更多的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dd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span	id="a">Hello	Again</span>
	
<script>
$(	"p"	).add(	document.getElementById(	"a"	)	).
css(	"background",	"yellow"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演示如何向已有的集合中添加（跟加）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dd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span	id="a">Hello	Again</span>
	
<script>
var	collection	=	$(	"p"	);
//	Capture	the	new	collection
collection	=	collection.add(	document.getElemen
tById(	"a"	)	);
collection.css(	"background",	"yellow"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版本	1.9 下一页：.addBack()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d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d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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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fter().after()

分类：操纵	>	DOM外部插入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10

.after(	content	[,	content	]	

)

描述：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后面，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容
。

.after(	content	[,	content	]	)

content

类型：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rray	or	jQue
ry

要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后面的HTML字符串、
DOM元素，元素的数组，或者jQuery对象。
content

类型：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rray	or	jQue
ry

一个或更多的额外的DOM元素、元素数组、HTML字符串，
或者jQuery对象，用来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
素后面。

.after(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	=>	htmlStrin
g	or	Element	or	jQuery

一个返回HTML字符串、DOM元素或者jQuery对象的函数，
返回值将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后面。检索
元素在集合中的索引位置作为参数。在函数内部， this引
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after(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html	)



=>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jQuery

一个返回HTML字符串、DOM元素或者jQuery对象的函数，
返回值将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后面。检索
元素在集合中的索引位置以及元素的旧HTML值作为参数。
在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after()方法和 .insertAfter()方法执行了同样的任务。主要区别
是在句法中——具体地说，是内容和目标的位置。利用 .after()方法
，被插入的内容来自方法的参数： $(target).after(contentToBeInse

rted)。相较之下，利用 .insertAfter()方法，要插入的内容在方法
的前面，插入到目标的后面，目标是传递给 .insertAfter()方法的
参数： $(contentToBeInserted).insertAfter(target)

使用以下HTML：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可以创建内容并一次性插入到若干个元素后面：

$(	".inner"	).after(	"<p>Test</p>"	);

每个 div.inner得到这些新内容：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div	class="inner">Hello</div>
		<p>Test</p>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p>Test</p>
</div>

也可以选中一个DOM中的元素并把它插入到另一个元素后面：



$(	".container"	).after(	$(	"h2"	)	);

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一个元素选中并插入到DOM中另一个位置，它会
被移走，而不是被克隆。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h2>Greetings</h2>

重要：然而，如果有超过一个目标元素，将创建插入元素的克隆副
本，以用于每个目标，除了最后一个目标。

传递一个函数

自从jQuery	1.4， .after()方法支持一个返回要插入的元素的函
数。

$(	"p"	).after(function()	{
		return	"<div>"	+	this.className	+	"</div>";
});

该示例在每个段落文本后面插入了一个 <div>，而且每个新的 <div>

包含了它前面的段落文本文件的类名。

附加参数

类似于别的添加内容的方法，比如说 .prepend()和 .before()， .aft

er()也支持传递多个参数，作为输入。支持的输入包括了DOM元素
、jQuery对象、HTML字符串和DOM元素数组。
举个例子，下面的代码将在第一个段落文本后面插入两个新的 <div

>和一个已有的 <div>。

var	$newdiv1	=	$(	"<div	id='object1'/>"	),
		newdiv2	=	document.createElement(	"div"	),
		existingdiv1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foo"
	);



	
$(	"p"	).first().after(	$newdiv1,	[	newdiv2,	ex
istingdiv1	]	);

因为 .after()方法可以接受任意数量的附加参数，传入三个 <div>

作为三个独立的参数，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结果，像这样： $(	"p"	).

first().after(	$newdiv1,	newdiv2,	existingdiv1	)。参数的类型和
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代码中被收集起来的元素。

其它说明
在jQuery	1.9以前的版本中，如果集合中的第一个节点没有
联系到一个document， .after()方法会试图添加或改当前jQ
uery集合中的节点，那样的话，会返回一个新jQuery集合，
而不是返回原始的集合。这个方法不一定能够返回一个新的结
果，取决于它的参数的数量或者它的参数的连接性。自从jQue
ry	1.9版以来， .after()、 .before()和 .replaceWith()方法
将总是返回原始的未修改的集合。试图在没有父元素的节点上
使用这些方法没有什么效果那是说，集合以及它包含的节点都
没有改变。
根据设计意图，任何可以接受一个HTML字符串的jQuery构造
器或者方法—— jQuery()、 .append()、 .after()等等——都可以
潜在地执行代码。这可能发生脚本标签注入，或者使用HTML元
素属性执行代码（例如， <img	onload="">）。千万不要用这些
方法来插入从不可信任的来源获得的字符串，比如说URL查询
参数、cookies，或者表单输入。这样做会导致跨站脚本缺陷
（XSS）。在往document添加内容之前要删除或转义一切的
用户输入。

示例

在所有的段落文本后面插入一些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fter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I	would	like	to	say:	</p>
	
<script>
$(	"p"	).after(	"<b>Hello</b>"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所有的段落文本后面插入一个DOM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fter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I	would	like	to	say:	</p>
	
<script>
$(	"p"	).after(	document.createTextNode(	"Hello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所有的段落文本后面插入一个jQuery对象（近似于一个DOM元素
的数组）。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上一页：.addClass() 下一页：.ajaxComplete()

		<meta	charset="utf-8">
		<title>after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Hello</b>
<p>I	would	like	to	say:	</p>
	
<script>
$(	"p"	).after(	$(	"b"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fter.htm查看示例。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fter.htm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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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选中选择器全选中选择器	(“*”)	(“*”)

分类：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version	added:	1.0

all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元素。

jQuery(	"*"	)

小心：全选中选择器，或者普遍选择器，非常缓慢，除非是在它自
己使用的时候。

示例

找到document中的每个元素（包括head、body，等等）。注意
，如果你的浏览器具有一个扩展/附加项，启用了向DOM插入一个 <

script>或者 <link>元素，这个元素也会被点数进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ll	demo</title>
		<style>
		h3	{
				margin:	0;
		}
		div,	span,	p	{
				width:	80px;
				height:	40px;
				float:	left;
				padding:	10px;
				margin:	10px;
				background-color:	#EEEEE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xml



	
<div>DIV</div>
<span>SPAN</span>
<p>P	<button>Button</button></p>
	
<script>
var	elementCount	=	$(	"*"	).css(	"border",	"3px
	solid	red"	).length;
$(	"body"	).prepend(	"<h3>"	+	elementCount	+	"	
elements	found</h3>"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找到document.body内部的所有元素，从而一些元素，比如说he
ad、script等等被排除在外。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ll	demo</title>
		<style>
		h3	{
				margin:	0;
		}



		div,	span,	p	{
				width:	80px;
				height:	40px;
				float:	left;
				padding:	10px;
				margin:	10px;
				background-color:	#EEEEEE;
		}
		#test	{
				width:	auto;
				height:	auto;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test">
		<div>DIV</div>
		<span>SPAN</span>
		<p>P	<button>Button</button></p>
</div>
	
<script>
var	elementCount	=	$(	"#test"	).find(	"*"	).css
(	"border",	"3px	solid	red"	).length;
$(	"body"	).prepend(	"<h3>"	+	elementCount	+	"	
elements	found</h3>"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ajaxSuccess() 下一页：.andSelf()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ll-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ll-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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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nimate().animate()

分类：效果	>	自定义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animate(	properties	[,	durat

ion	]	[,	easing	]	[,	complete

]	)

描述：实施某个CSS属性集合的自定义动画。

.animate(	properties	[,	duration	]	

[,	easing	]	[,	complete	]	)

propertie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CSS属性和值的对象，动画将根据这组对象移动。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animate(	properties,	options	)

propertie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CSS属性和值的对象，动画将根据这组对象移动。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animate()方法允许我们在任意数量的CSS属性上创建动画效果。
唯一必不可少的参数是一个CSS属性的纯对象。该对象近似于设置
给 .css()方法的那个对象，除了属性的范围更严格。

动画属性和值

所有变动的属性必须变动到一个单一数字值，除了下面的提醒；大
多数非数字的属性是不能使用基本jQuery功能变动的（比如说， w

idth属性、 height属性或者 left属性可以变动，但是 background-co

lor属性不能，除非使用了jQuery.Color插件）。属性值会被视
为一个数字，除非另有指定。单位 em和 %可以在适用的地方指定它
们。
除了样式属性，有些非样式属性，比如说 scrollTop和 scrollLeft，
以及自定义属性，也可以变动。
缩写的CSS属性（例如，font、background、border）还没有
完全支持。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要变动呈现的边框宽度，至少bord
er-style和border-color，必须先设置为除了auto之外的值。
或者，如果你想变动font-size，你可以使用 fontSize或者它的C
SS等价物 'font-size'，而不是简单地使用 'font'。

除了数字值，每个属性可以取字符串 'show'、 'hide'以及 'toggle'

。这些简写允许考虑到元素的显示类型，自定义隐藏和显示动画。

https://github.com/jquery/jquery-color


为了使用jQuery内建的交替状态跟踪，必须一致地给出 'toggle'

关键词，作为变动的属性的值。
变动的属性可以是相对的。如果一个值的前面加了 +=或者 -=这些
字符，则目标值会根据属性的当前值累加或连减给定的数字计算出
来。

注意：与某些简写动画方法，比如说 .slideDown()和 .fadeIn()

不一样， .animate()方法并不把显示出隐藏的元素作为效果的
一部分。举个例子，给定 $("someElement").hide().animte({heig

ht:"20px"},	500)，动画将运行，但是元素依然保持隐藏。

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持续时间的默认值是 200毫秒。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
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毫秒的持续时间。

回调函数

如果提供了回调函数，几个回调函数 start、 step、 progress、 com

plete、 done、 fail和 always都是在每个元素上调用的； this被设
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集合中没有元素，就不会调用任何
回调函数。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
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执行一次。使用 .promise()方法可
以获得一个promise对象，让你能够附加回调函数，该回调函数只
对任何数量的变动集合引发一次，包括零个元素。

基础用法

要想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变动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style="position:	relative;	left:	10px;">

要想同步地变动图像的opacity、left偏移和height：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animate({
				opacity:	0.25,
				left:	"+=50",
				height:	"toggle"
		},	5000,	function()	{
				//	动画完成。
		});
});

插图1

注意 height属性的目标值是 'toggle'。因为图像之前是可视的，动
画把图像的高度收缩到0以隐藏它。第二次点击会逆转这个过渡：

插图2

图像的 opacity已经在它的目标值，所以第二次点击时该属性不会
变动。因为针对 left属性的目标值是一个相对值，在第二次动画过
程中，图像会向右移动更远。
如果元素的 position样式属性是默认值 static，方向属性（ top、
right、 bottom、 left）在该元素上没有可辨别的效果。



jQuery	UI项目扩展了 .animate()方法，允许任何非数字的样
式，比如说color变动起来。该项目还包括了通过CSS类指定动
画的机制，而不只是指定独立的元素属性。

注意：如果试图变动一个height或width为0px的元素，因为
overflow属性，元素的内容是可视的，在动画过程中，jQuer
y将裁剪overflow属性。然而，通过固定被隐藏的原始元素的
维度，可以确保动画平滑地运行。clearfix可以用来自动固定
你的主元素的维度，不需要人为设置它（请自动百度什么是cle
arfix）。

阶函数

.animate()的第二版提供了一个 step选项——它是一个回调函数，会
在动画的每个阶中引发。这个函数可以用来启用自定义动画类型或
者在动画发生时变更动画。它接受两个参数（ now和 fx），而且 th

is被设置为被执行动画的DOM元素。

now：在每个阶中属性变动的次数。
fx对 jQuery.fx原形对象的引用，该对象包含了属性的数量，
比如说针对变动元素的 elem、分别针对变动的属性的最初值和
最末值的 start和 end，以及针对变动的属性和 prop。

注意，每个变动的元素上的每个变动的属性都会调用 step函数。举
个例子，给定两个列表项，在动画的每个阶上， step函数被引发了
四次：

$(	"li"	).animate({
		opacity:	.5,
		height:	"50%"
},	{
		step:	function(	now,	fx	)	{
				var	data	=	fx.elem.id	+	"	"	+	fx.prop	+	":	
"	+	now;
				$(	"body"	).append(	"<div>"	+	data	+	"</div
>"	);
		}

http://jqueryui.com.htm


});

缓动

.animate()方法的剩下的参数是一个字符串，命名了所用的缓动函
数。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画推进的速度。
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情况下，称为 swi

ng ,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多的缓动函数要
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插件。

针对每个属性的缓动

自从jQuery	1.4，你可以在一个 .animate()调用中，设置针对每
个属性的缓动函数。在 .animate()方法的第一版中，每个属性可以
取一个数组作为它的值：数组中的第一个成员是CSS属性，第二个
成员是一个缓动函数。如果没有针对特定的属性定义一个针对属性
的缓动函数，它会使用 .animate()方法的可选的easing参数的值
。如果easing参数也没有定义，会使用默认的 swing值。

举个例子：要想用 swing缓函数同步变动宽度和高度，同时用 linea

r缓动函数变动不透明度，只要这么写：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animate({
				width:	[	"toggle",	"swing"	],
				height:	[	"toggle",	"swing"	],
				opacity:	"toggle"
		},	5000,	"linear",	function()	{
				$(	this	).after(	"<div>Animation	complete.<
/div>"	);
		});
});

在 .animate()的第二版中，options对象可以包含 specialEasing属
性，它本身是一个CSS属性以及它们所对应的缓动函数的对象。举
个例子，要想用 swing缓动函数变动宽度，同时用 easeOutBounce缓
动函数变动高度，只要这么写：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http://jqueryui.com.htm


		$(	"#book"	).animate({
				width:	"toggle",
				height:	"toggle"
		},	{
				duration:	5000,
				specialEasing:	{
						width:	"linear",
						height:	"easeOutBounce"
				},
				complete:	function()	{
						$(	this	).after(	"<div>Animation	complete
.</div>"	);
				}
		});
});

如前面所提醒的，要用 easeOutBounce函数，必须要用到一个插件。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animate()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设
置 j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要
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示例

点击按钮，让div的几个不动的属性变动起来。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nimate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color:	#bca;
				width:	100px;
				border:	1px	solid	green;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go">&raquo;	Run</button>
<div	id="block">Hello!</div>
	
<script>
//	在一个动画内使用多个单元类型
	
$(	"#go"	).click(function()	{
		$(	"#block"	).animate({
				width:	"70%",
				opacity:	0.4,
				marginLeft:	"0.6in",
				fontSize:	"3em",
				borderWidth:	"10px"
		},	15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以一个相对的值变动一个div的left属性。在按钮上点击若干次，
以看到相对动画队列进行。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nimate	demo</title>
		<style>
		div	{
				position:	absolute;
				background-color:	#abc;
				left:	50px;
				width:	90px;
				height:	90px;
				margin:	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left">&laquo;</button>
<button	id="right">&raquo;</button>
<div	class="block"></div>
	
<script>
$(	"#right"	).click(function()	{
		$(	".block"	).animate({	"left":	"+=50px"	},	"
slow"	);
});
	
$(	"#left"	).click(function(){
		$(	".block"	).animate({	"left":	"-=50px"	},	"
slow"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第一个按钮显示了一个非队列的动画如何起作用。它把div展开到9
0%宽度，与此同时font-size增加了。一旦font-size改变结束
，边框动画将开始了。第二个按钮开始了一个传统的连缀动画，在
那里，每个动画将在该元素上的前一个动画结束的时候开始。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nimate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color:	#bca;
				width:	200px;
				height:	1.1em;
				text-align:	center;
				border:	2px	solid	green;
				margin:	3px;
				font-size:	14px;
		}
		button	{
				font-size:	1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go1">&raquo;	Animate	Block1</button
>
<button	id="go2">&raquo;	Animate	Block2</button
>



<button	id="go3">&raquo;	Animate	Both</button>
<button	id="go4">&raquo;	Reset</button>
<div	id="block1">Block1</div>
<div	id="block2">Block2</div>
	
<script>
$(	"#go1"	).click(function()	{
		$(	"#block1"	)
				.animate({
						width:	"90%"
				},	{
						queue:	false,
						duration:	3000
				})
				.animate({	fontSize:	"24px"	},	1500	)
				.animate({	borderRightWidth:	"15px"	},	1500
	);
});
	
$(	"#go2"	).click(function()	{
		$(	"#block2"	)
				.animate({	width:	"90%"	},	1000	)
				.animate({	fontSize:	"24px"	},	1000	)
				.animate({	borderLeftWidth:	"15px"	},	1000	
);
});
	
$(	"#go3"	).click(function()	{
		$(	"#go1"	).add(	"#go2"	).click();
});
	
$(	"#go4"	).click(function()	{
		$(	"div"	).css({
				width:	"",
				fontSize:	"",
				borderWidth: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变动第一个div的left属性，并同步另一个div，使用step函数以
在动画的每个阶段设置它们的left属性。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nimate	demo</title>
		<style>
		div	{
				position:	relative;
				background-color:	#abc;
				width:	40px;
				height:	40px;
				float:	left;
				margin:	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button	id="go">Run	»</button></p>
<div	class="block"></div>
<div	class="block"></div>
<div	class="block"></div>
<div	class="block"></div>
<div	class="block"></div>



<div	class="block"></div>
	
<script>
$(	"#go"	).click(function()	{
		$(	".block:first"	).animate({
				left:	100
		},	{
				duration:	1000,
				step:	function(	now,	fx	){
						$(	".block:gt(0)"	).css(	"left",	now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变动所有的段落文本，以交替height和opacity，在600毫秒内
结束动画。

$(	"p"	).animate({
		height:	"toggle",
		opacity:	"toggle"
},	"slow"	);

变动所有的段落文本，left属性变成50，opacity属性变成1（完



全不透明、可视），在500毫秒内结束动画。

$(	"p"	).animate({
		left:	50,
		opacity:	1
},	500	);

变动所有段落文本的left和opacity样式属性；在队列外面运行
该动画，从而它会自动开始，不需要等待轮到它。

$(	"p"	).animate({
		left:	"50px",
		opacity:	1
},	{
		duration:	500,
		queue:	false
});

一个使用“easein”函数的示例，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动画样式。这
只有在你用了一个提供缓动函数的插件的时候才能起作用。注意，
只有在段落文本元素隐藏情况下这段代码才能起作用。

$(	"p"	).animate({
		opacity:	"show"
},	"slow",	"easein"	);

变动所有的段落文本，以交替height和opacity，在600毫秒内
结束动画。

$(	"p"	).animate({
		height:	"toggle",
		opacity:	"toggle"
},	{
		duration:	"slow"
});

使用一个缓动函数，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动画样式。这只有在你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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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提供缓动函数的插件的时候才能起作用。

$(	"p"	).animate({
		opacity:	"show"
},	{
		duration:	"slow",
		easing:	"easein"
});

让所有的段落文本动起来，并在动画结束时执行一个回调函数。第
一个参数是一个CSS属性的对象，第二个参数指定了动画将耗时50
0毫秒才能结束，第三个参数声明了缓动类型，第四个参数是一个
匿名的回调函数。

$(	"p"	).animate({
		height:	200,
		width:	400,
		opacity:	0.5
},	1000,	"linear",	function()	{
		alert(	"all	done"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nimat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nim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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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ted	:animate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2

animated	selector

描述：选择当选择器运行时，所有的正在动画进行中的元素。

jQuery(	":animated"	)

注意：如果你使用了一个自定义jQuery，没有使用effects模块
，则 :animated选择器将抛出一个错误。

其它说明
因为 :animated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
部分，所以使用 :animated查询，就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提供
的 querySelectorAll()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animated选择
元素时获得最好的性能，首先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中一个元
素，然后使用 .filter(":animated")作筛选。

示例

改变任何变动着的div的字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nimated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1px	solid	#AAA;
				width:	80px;
				height:	80px;
				margin:	0	5px;
				float:	left;
		}
		div.colored	{

xml



				background:	green;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run">Run</button>
	
<div></div>
<div	id="mover"></div>
<div></div>
	
<script>
$(	"#run"	).click(function()	{
		$(	"div:animated"	).toggleClass(	"colored"	);
});
	
function	animateIt()	{
		$(	"#mover"	).slideToggle(	"slow",	animateIt	
);
}
	
animateIt();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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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nimate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nimated-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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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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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ppend().append()

分类：操纵	>	DOM内部插入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append(	content	[,	content	]

)

描述：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末尾，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
容。

.append(	content	[,	content	]	)

content

类型：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rray	or	jQue
ry

用来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末尾的DOM元素、
元素的数组、HTML字符串，或者jQuery对象
content

类型：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rray	or	jQue
ry

用来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末尾的一个或更多
的额外的DOM元素、元素的数组、HTML字符串，或者jQue
ry对象。

.append(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html	)
=>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jQuery

一个返回HTML字符串、DOM元素或者jQuery对象的函数，
返回值将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末尾。检索
元素在集合中的索引位置作为参数。在函数内部， this引
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该 .append()方法插入指定的内容作为jQuery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最
后一个子元素（要想插入为第一个子元素，请使用 .prepend()方法
）。



.append()方法和 .appendTo()方法执行了同样的任务。主要区别是
在句法中——具体地说，是内容和目标的位置。利用 .append()方法
，方法前面的选择器或者表达式是要插入的内容的容器。相较之下
，利用 .appendTo()方法，方法前面的内容，无论是选择器表达式还
是快速创建的元素标签，都会被插入到目标容器中。
设想以下的HTML：

<h2>Greetings</h2>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你可以创建内容，并把它一次性插入到了若干个元素中：

$(	".inner"	).append(	"<p>Test</p>"	);

每个 <div>元素内部获得了新内容：

<h2>Greetings</h2>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Hello
				<p>Test</p>
		</div>
		<div	class="inner">
				Goodbye
				<p>Test</p>
		</div>
</div>

你还可以选择一个页面上的元素并把它插入到另一个里面：

$(	".container"	).append(	$(	"h2"	)	);

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一个元素选中并插入到DOM中另一个位置，它会
被移到目标位置，而不是被克隆到目标位置。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h2>Greetings</h2>
</div>

重要：然而，如果有超过一个目标元素，将创建插入元素的克隆副
本，以用于重组个目标，除了最后一个目标。

额外的参数

类似于别的添加内容的方法，比如说 .prepend()和 .before()， .app

end()也支持传递多个参数，作为输入。支持的输入包括了DOM元素
、jQuery对象、HTML字符串和DOM元素数组。
举个例子，下面的代码将插入两个新的 <div>以及一个已有的 <div>

，作为body的最后三个子节点：

var	$newdiv1	=	$(	"<div	id='object1'/>"	),
		newdiv2	=	document.createElement(	"div"	),
		existingdiv1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foo"
	);
	
$(	"body"	).append(	$newdiv1,	[	newdiv2,	existi
ngdiv1	]	);

因为 .append()可以接受任意数量的额外参数，传入三个 <div>作为
三个独立的参数，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结果，像这样： $('body').app

end(	$newdiv1,	newdiv2,	existingdiv1	)。参数的类型和数量将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在代码中如何收集元素。

其它说明
根据设计意图，任何可以接受一个HTML字符串的jQuery构造
器或方法—— jQuery()、 .append()、 .after()等等——都可以潜
在地执行代码。这可能发生注入脚本标签，或者使用HTML元素
属性执行代码（例如， <img	onload="">）。千万不要用这些方
法来插入从不可信任的来源获得的字符串，比如说URL查询参
数、cookies，或者表单输入。这样做会导致跨站脚本缺陷（
XSS）。在往document添加内容之前要删除或转义一切的用



户输入。

示例

向所有的段落文本追加一些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ppend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I	would	like	to	say:	</p>
	
<script>
$(	"p"	).append(	"<strong>Hello</strong>"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所有的段落文本追加一个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ppend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I	would	like	to	say:	</p>
	
<script>
$(	"p"	).append(	document.createTextNode(	"Hell
o"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所有的段落文本追加一个jQuery对象（近似于一个DOM元素的数
组）：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ppend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trong>Hello	world!!!</strong>
<p>I	would	like	to	say:	</p>
	
<script>
$(	"p"	).append(	$(	"strong"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animated	选择器 下一页：.appendTo()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ppen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ppen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String

.attr().attr()

分类：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加入于:	1.0

.attr(	attributeName	)

描述：取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元素属性的值。

.attr(	attributeName	)

attributeName

类型：String
要获得的元素属性的名称。

.attr()方法只获得匹配的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该元素属性值。要
想逐个获得第个元素的值，请使用循环结构，比如说jQuery的 .ea

ch()方法或者 .map()方法。

使用jQuery的 .attr()方法获得一个元素元素属性值，有两个优点
：
1.	方便性它可以直接在jQuery对象上调用，并连缀到别的jQue

ry方法。
2.	跨浏览器一致性：一些元素属性的值被报告会为跨浏览器不一

致，甚至在同一个浏览器的不同的版本也不一致。该 .attr()

方法消除了这些不一致。

注意：元素属性值是一个字符串，除了个别元素属性是例外，
比如说tabindex和value的值。

自从jQuery	1.6版，对于还没有设置的元素属性， .attr()方法
返回 undefined。要检索并改变DOM属性，比如说表单元素的 checke

d、 selected或者 disabled的状态，请使用 .prop()方法。

Attributes对比Properties

attributes和 properties两个概念的区别，在某些特定场景中很重
要。自从jQuery	1.6版， .attr()方法有时候在企图取得一些att
ributes的时候，会读取property的值，它导致了一些不一致的
行为。自从jQuery	1.6版， .prop()方法提供了一个明确检索pro



perty值的方法，与此同时 .attr()只读取attributes。

举个例子， selectedIndex、 tagName、 nodeName、 nodeType、 owner

Document、 defaultChecked和 defaultSelected必须通过 .prop()方法
来检索或设置。在jQuery	1.6以前的版本中，这些属性曾经用 .a

ttr()方法获取，但是这并不在 attr的范围内。这些没有对象的at
tributes，只有properties。
对于布尔元素属性，考虑一个用HTML元素标签 <input	type="checkb

ox"	checked="checked"	/>定义DOM元素，假定它在JavaScript变
量elem中：

elem.checked true 	(Boolean)	将改变勾选框的状态
$(	elem	).prop(

"checked"	)
true 	(Boolean)	将改变勾选框的状态

elem.getAttribu

te(	"checked"	)

"checked" 	(String)	勾选框的初始状态，不
改变

$(	elem	).attr(

"checked"	) 	(1

.6)

"checked" 	(String)	勾选框的初始状态，不
改变

$(	elem	).attr(

"checked"	) 	(1

.6.1+)
"checked" 	(String)	将改变勾选框的状态

$(	elem	).attr(

"checked"	) 	(p

re-1.6)
true 	(Boolean)	与勾选框的状态一起改变

根据W3C表单规范文档， checked属性是一个布尔元素属性，这意味
着如果相应的元素属性存在的话，它对应的属性值是True也就是说
，如果该元素属性没有值或者被设置为空字符串，该属性值就是fa
lse。对所有的布尔元素属性都是这样的。
>

然而，关于元素属性 checked最需要记住的概念是它并不对应于 che

cked属性。该元素属性实际上对应于 defaultChecked属性，而且只
能用来设置勾选框的初始值。元素属性 checked的值并不会改变勾
选框的状态，与此同时， checked属性能够改变勾选框的状态。因
此，要确定勾选框是否被勾选中的跨浏览器兼容的方法是使用属性
：

if	(	elem.checked	)

if	(	$(	elem	).prop(	"checked"	)	)

if	(	$(	elem	).is(	":checked"	)	)

http://www.w3.org/TR/html401/interact/forms.html#h-17.4


对于动态的元素属性也一样，比如说 selected和 value的属性。

其它说明
在Internet	Explorer	9以前的版本中，使用 .prop()把一
个DOM元素的属性设置成除了简单的原始值（数字、字符串或
者布尔值）之外的值，如果在DOM元素从document删除之前
，该属性还没有被删除（用 .removeProp()方法），可能导致内
存泄漏。要想安装地在一个DOM对象上设置值，而不导致内存
泄漏，请使用 .data()方法。

示例

在勾选框的勾选状态改变的时候，显示元素属性checked和属性ch
ecked。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20px	0	0;
		}
		b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id="check1"	type="checkbox"	checked="che
cked">
<label	for="check1">Check	me</label>
<p></p>
	



<script>
$(	"input"	)
		.change(function()	{
				var	$input	=	$(	this	);
				$(	"p"	).html(	".attr(	'checked'	):	<b>"	+	
$input.attr(	"checked"	)	+	"</b><br>"	+
						".prop(	'checked'	):	<b>"	+	$input.prop(	
"checked"	)	+	"</b><br>"	+
						".is(	':checked'	):	<b>"	+	$input.is(	":c
hecked"	)	+	"</b>"	);
		})
		.change();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找到网页中第一个<em>的元素title属性。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	demo</title>
		<style>
		em	{
				color:	blue;



返回:	jQuery

				font-weight:	bold;
		}
		div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Once	there	was	a	<em	title="huge,	gigantic">
large</em>	dinosaur...</p>
	
The	title	of	the	emphasis	is:<div></div>
	
<script>
var	title	=	$(	"em"	).attr(	"title"	);
$(	"div"	).text(	titl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1

.attr(	attributeName,	value	)

描述：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元素属性

.attr(	attributeName,	value	)

attributeName

类型：String
要设置的元素属性名
value

类型：String	or	Number
要设置的元素属性值

.attr(	attributes	)

attributes

类型：PlainObject
要设置的元素属性名值对对象

.attr(	attributeName,	function	)

attributeName

类型：String
要设置的元素属性名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attr	)
=>	String	or	Number

一个函数，其返回值是要设置的值。 this是当前元素。检
索元素在集合中的位置索引，以及相应的旧元素属性值作
为参数。

.attr()方法是一个用来设置元素属性值的便利的方法——特别是在
设置多个元素属性或者使用由函数返回的值的时候。设想下面的图

xml



像：

<img	id="greatphoto"	src="brush-seller.jpg"	alt
="brush	seller">

设置一个属性

要想改变元素属性 alt，只要向 .attr()方法传递元素属性名以及它
的新值：

$(	"#greatphoto"	).attr(	"alt",	"Beijing	Brush	
Seller"	);

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添加一个元素属性：

$(	"#greatphoto"	).attr(	"title",	"Photo	by	Kel
ly	Clark"	);

一次性设置多个属性

要想改变元素属性 alt并同时添加元素属性 title，只要利用一个纯
JavaScript对象一次性向该方法传递两个名值集合。在对象中的
每个键值对添加或者修改了一个元素属性：

$(	"#greatphoto"	).attr({
		alt:	"Beijing	Brush	Seller",
		title:	"photo	by	Kelly	Clark"
});

在设置多个元素属性的时候，元素属性名周围的引号是可有可无的
。
警告：在设置元素属性“class”时，你必须总是使用引号。

注意：试图改变一个通过 document.createElement()方法创建的
input或者 button元素上面的元素属性 type，在Internet	Ex
plorer	8以及更早的版本中，将抛出一个异常。



计算元素属性值

通过使用一个用来设置元素属性的函数，你可以基于元素别的属性
来计算这个值。举个例子：要想把一个将值和一个已有的值联接起
来：

$(	"#greatphoto"	).attr(	"title",	function(	i,	
val	)	{
		return	val	+	"	-	photo	by	Kelly	Clark";
});

当要一次性修改很多元素的元素属性时，这个计算元素属性的值的
功能可能特别有用。
注意：如果在设置器函数（亦即， function(index,	attr){}）中没
有返回什么值，或者返回了 undefined，当前的值不会改变。当只
需要对部分满足条件的元素有选择地设置值时，这个功能特别有用
。

示例

为网页中所有的<img>设置元素属性值。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	demo</title>
		<style>
		img	{
				padding:	10px;
		}
		div	{
				color:	red;
				font-size:	2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mg>
<img>
<img>
	
<div><b>Attribute	of	Ajax</b></div>
	
<script>
$(	"img"	).attr({
		src:	"sources/hat.gif",
		title:	"jQuery",
		alt:	"jQuery	Logo"
});
$(	"div"	).text(	$(	"img"	).attr(	"al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根据div在网页中的位置，为div设置id值。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blue;
		}
		span	{
				color:	red;
		}
		b	{
				font-weight:	bold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Zero-th	<span></span></div>
<div>First	<span></span></div>
<div>Second	<span></span></div>
	
<script>
$(	"div"	)
		.attr(	"id",	function(	arr	)	{
				return	"div-id"	+	arr;
		})
		.each(function()	{
				$(	"span",	this	).html(	"(id	=	'<b>"	+	this
.id	+	"</b>')"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根据图像的title元素属性设置src元素属性。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mg	title="hat.gif">
	
<script>
$(	"img"	).attr(	"src",	function()	{
		return	"sources/"	+	this.titl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appendTo()

下一页：元素属性值包含前缀选择器	[name|=”value”]
如果网
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
/att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元素属性值包含前缀选择器元素属性值包含前缀选择器	[nam	[nam

e|=”value”]e|=”value”]

分类：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加入于:	1.0

attributeContainsPrefix	selec

tor

描述：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该元素属性的
值要么等于给定的字符串，要么以该字符串开头，后面跟着一个短
横（-）。

jQuery(	"[attribute|='value']"	)

attribute:	一个元素属性名。
value:	一个元素属性值。可以是不用引号的单词，或者用引
号括起的字符串。

CSS规范文档中引入了这个选择器，以处理元素语言属性。

示例

找到所有的元素属性hreflang值是english的链接。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ibuteContainsPrefix	demo</title>
		<style>
		a	{
				display:	inline-block;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a	href="example.html"	hreflang="en">Some	text<

xml



上一页：.attr()

下一页：元素属性值包含选择器	[name*=”value”]

/a>
<a	href="example.html"	hreflang="en-UK">Some	ot
her	text</a>
<a	href="example.html"	hreflang="english">will	
not	be	outlined</a>
	
<script>
$(	"a[hreflang|='en']"	).css(	"border",	"3px	do
tted	gree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
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
ribute-contains-prefix-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contains-prefix-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元素属性值包含选择器元素属性值包含选择器	[name*=”	[name*=”

value”]value”]

分类：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version	added:	1.0

attributeContains	selector

描述：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
的值包含了某个给定的子字符串。

jQuery(	"[attribute*='value

']"	)

attribute:	一个元素属性名。
value:	一个元素属性值。可以是不用引号的单词，或者用引
号括起的字符串。

这是最常用的针对值作匹配的jQuery元素属性选择器。如果选择
器的字符串出现在某个元素的元素属性值的任何位置，该选择器将
选中这个元素。和元素属性值包含词语选择器（即 [attr~="word"]

）相比，本选择器在很多情况下更适用。

示例

找到所有的元素属性name中包含了“man”的<input>，并把它的
值设置为一些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ibuteContains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name="man-news">
<input	name="milkman">
<input	name="letterman2">

xml



上一页：元素属性值包含前缀选择器	[name|=”value”]

下一页：元素属性值包含词语选择器	[name~=”value”]

<input	name="newmilk">
	
<script>
$(	"input[name*='man']"	).val(	"has	man	in	i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
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
/attribute-contains-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contains-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元素属性值包含词语选择器元素属性值包含词语选择器	[nam	[nam

e~=”value”]e~=”value”]

分类：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version	added:	1.0

attributeContainsWord	selecto

r

描述：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
性的值包含了某个给定的词，并用空格作界定。

jQuery(	"[attribute~='value

']"	)

attribute:	一个元素属性名。
value:	一个元素属性值。可以是不用引号的单词，或者用引
号括起的字符串。

该选择器针对元素属性值中的每个单词匹配测试字符串，其中“单
词”被定义为用一个空格隔开的字符串。如果测试字符串严格等于
其中的任一个词，选择器将匹配上。

示例

找到所有的元素属性name中包含了“man”的<input>，并把它的
值设置为一些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ibuteContainsWord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name="man-news">
<input	name="milk	man">
<input	name="letterman2">

xml



上一页：元素属性值包含选择器	[name*=”value”]

下一页：元素属性值末端匹配选择器	[name$=”value”]

<input	name="newmilk">
	
<script>
$(	"input[name~='man']"	).val(	"mr.	man	is	in	i
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
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
/attribute-contains-wor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contains-word-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元素属性值末端匹配选择器元素属性值末端匹配选择器	[nam	[nam

e$=”value”]e$=”value”]

分类：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version	added:	1.0

attributeEndsWith	selector

描述：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
性的值严格以某个给定的字符串结束。该对比是大小写敏感的。

jQuery(	"[attribute$='value

']"	)

attribute:	一个元素属性名。
value:	一个元素属性值。可以是不用引号的单词，或者用引
号括起的字符串。

示例

找到所有的带有一个元素属性名以“letter”结束的<input>并把
它的值设置为一些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ibuteEndsWith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name="newsletter">
<input	name="milkman">
<input	name="jobletter">
	
<script>
$(	"input[name$='letter']"	).val(	"a	letter"	);
</script>
	

xml



上一页：元素属性值包含词语选择器	[name~=”value”]

下一页：元素属性值相等选择器	[name=”value”]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
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
ibute-ends-with-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ends-with-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元素属性值相等选择器元素属性值相等选择器	[name=”v	[name=”v

alue”]alue”]

分类：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等于某个值。



version	added:	1.0

attributeEquals	selector

描述：Selects	elements	that	have	the	specified	att
ribute	with	a	value	exactly	equal	to	a	certain	va

lue.

jQuery(	"[attribute='value'

]"	)

attribute:	一个元素属性名。
value:	一个元素属性值。可以是不用引号的单词，或者用引
号括起的字符串。

示例

找到所有的带有“Hot	Fuzz”值的<input>，并改变它后面的同辈
元素<span>中的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ibuteEquals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label>
				<input	type="radio"	name="newsletter"	value
="Hot	Fuzz">
				<span>name?</span>
		</label>
</div>

xml



上一页：元素属性值末端匹配选择器	[name$=”value”]

下一页：元素属性值不相等选择器	[name!=”value”]

<div>
		<label>
				<input	type="radio"	name="newsletter"	value
="Cold	Fusion">
				<span>value?</span>
		</label>
</div>
<div>
		<label>
				<input	type="radio"	name="newsletter"	value
="Evil	Plans">
				<span>value?</span>
		</label>
</div>
	
<script>
$(	"input[value='Hot	Fuzz']"	).next().text(	"Ho
t	Fuzz"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



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
ttribute-equals-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equals-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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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属性值不相等选择器元素属性值不相等选择器	[name!	[name!

=”value”]=”value”]

分类：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要么不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要么指具有指
定的元素属性，但是该元素属性的值不是某个值。



version	added:	1.0

attributeNotEqual	selector

描述：Select	elements	that	either	don't	have	the	s
pecified	attribute,	or	do	have	the	specified	attr

ibute	but	not	with	a	certain	value.

jQuery(	"[attribute!='value

']"	)

attribute:	一个元素属性名。
value:	一个元素属性值。可以是不用引号的单词，或者用引
号括起的字符串。

该选择器等同于 :not([attr='value'])。

其它说明
因为 [name!="value"]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
档的一部分，使用 [name!="value"]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
M的 querySelecto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
获得更好的性能，请使用 $("your-pure-css-selector").not("[na

me='value']")来代替它。

示例

查找所有的name不是"newslstter"的<input>，并在它后面追
加小段文本文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ibuteNotEqual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xml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nput	type="radio"	name="newsletter"	value="
Hot	Fuzz">
		<span>name	is	newsletter</span>
</div>
<div>
		<input	type="radio"	value="Cold	Fusion">
		<span>no	name</span>
</div>
<div>
		<input	type="radio"	name="accept"	value="Evil
	Plans">
		<span>name	is	accept</span>
</div>
	
<script>
$(	"input[name!='newsletter']"	).next().append(
	"<b>;	not	newsletter</b>"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元素属性值相等选择器	[name=”value”]

下一页：元素属性值前端匹配选择器	[name^=”value”]如果网
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
/attribute-not-equal-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not-equal-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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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属性值前端匹配选择器元素属性值前端匹配选择器	[nam	[nam

e^=”value”]e^=”value”]

分类：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而且该元素属性的值

严格以某个给定的字符串开头。



version	added:	1.0

attributeStartsWith	selector

描述：Selects	elements	that	have	the	specified	att
ribute	with	a	value	beginning	exactly	with	a	give

n	string.

jQuery(	"[attribute^='value

']"	)

attribute:	一个元素属性名。
value:	一个元素属性值。可以是不用引号的单词，或者用引
号括起的字符串。

这个选择器可以用来识别网页上由服务器端框架产生的HTML制作的
、带有语义化的元素ID的元素。然而，它比使用样式类选择器要慢
很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这些元素上生成相同的class，之
后使用样式类选择器来选中它们。

示例

查找所有的其元素属性name以“news”开头的<input>元素，并在
它里面放置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ibuteStartsWith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name="newsletter">
<input	name="milkman">

xml



上一页：元素属性值不相等选择器	[name!=”value”]

下一页：.before()

<input	name="newsboy">
	
<script>
$(	"input[name^='news']"	).val(	"news	her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
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starts-with-selec
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ttribute-starts-with-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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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before().before()

分类：操纵	>	DOM外部插入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10

.before(	content	[,	content	]

)

描述：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的前面，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
容。

.before(	content	[,	content	]	)

content

类型：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rray	or	jQue
ry

用来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前面的HTML字符串
、DOM元素、元素的数组，或者jQuery对象。
content

类型：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rray	or	jQue
ry

一个或更多的额外的DOM元素、元素数组、HTML字符串，
或者jQuery对象，用来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
素前面。

.before(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	=>	htmlStrin
g	or	Element	or	jQuery

一个返回HTML字符串、DOM元素或者jQuery对象的函数，
返回值将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前面。检索
元素在集合中的索引位置作为参数。在函数内部， this引
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before(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html	)



=>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jQuery

一个返回HTML字符串、DOM元素或者jQuery对象的函数，
返回值将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前面。检索
元素在集合中的索引位置以及元素的旧HTML值作为参数。
在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before()方法和 .insertBefore()方法执行了同样的任务。主要区
别是在句法中——具体地说，是内容和目标的位置。利用 .before()

方法，被插入的内容来自方法的参数： $(target).before(contentToB

eInserted)。相较之下，利用 .insertBefore()方法，要插入的内容
在方法的前面，插入到目标的前面，目标是传递给 .insertBefore()

方法的参数： $(contentToBeInserted).insertBefore(target)

设想下面的HTML：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你可以创建内容，并把它们一次性插入到若干个元素前面：

$(	".inner"	).before(	"<p>Test</p>"	);

每个 div.inner得到这些新内容：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p>Test</p>
		<div	class="inner">Hello</div>
		<p>Test</p>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你可以在网页上选择一个元素，并把它插入到另一个元素前面：



$(	".container"	).before(	$(	"h2"	)	);

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一个元素选中并插入到DOM中另一个位置，它会
被移到目标前面，而不是被克隆到目标前面。

<h2>Greetings</h2>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重要：然而，如果有超过一个目标元素，将创建插入元素的克隆副
本，以用于每个目标，除了最后一个目标。

附加参数

类似于别的添加内容的方法，比如说 .prepend()和 .after()， .befo

re()也支持传入多个参数作为输入。支持的输入包括了DOM元素，j
Query对象、HTML字符串和DOM元素数组。
举个例子，下成的代码将把两个新的 <div>以及一个已有的 <div>插
入到第一个段落文本前面：

var	newdiv1	=	$(	"<div	id='object1'/>"	),
		newdiv2	=	document.createElement(	"div"	),
		existingdiv1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foo"
	);
	
$(	"p"	).first().before(	newdiv1,	[	newdiv2,	ex
istingdiv1	]	);

因为 .before()方法可以接受任意数量的附加参数，传入三个 <div>

作为三个独立的参数，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结果，像这样： $(	"p"	).

first().before(	$newdiv1,	newdiv2,	existingdiv1	)。参数的类型和
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代码中被收集起来的元素。

其它说明
在jQuery	1.9以前的版本中，如果集合中的第一个节点没有



联系到一个document， .before()方法会试图添加或改当前j
Query集合中的节点，那样的话，会返回一个新jQuery集合
，而不是返回原始的集合。这个方法不一定能够返回一个新的
结果，取决于它的参数的数量或者它的参数的连接性。自从jQ
uery	1.9版以来， .after()、 .before()和 .replaceWith()方
法将总是返回原始的未修改的集合。试图在没有父元素的节点
上使用这些方法没有什么效果那是说，集合以及它包含的节点
都没有改变。
根据设计意图，任何可以接受一个HTML字符串的jQuery构造
器或者方法—— jQuery()、 .append()、 .after()等等——都可以
潜在地执行代码。这可能发生脚本标签注入，或者使用HTML元
素属性执行代码（例如， <img	onload="">）。千万不要用这些
方法来插入从不可信任的来源获得的字符串，比如说URL查询
参数、cookies，或者表单输入。这样做会导致跨站脚本缺陷
（XSS）。在往document添加内容之前要删除或转义一切的
用户输入。

示例

在所有段落文本之前插入一些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before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is	what	I	said...</p>
	



<script>
$(	"p"	).before(	"<b>Hello</b>"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所有段落文本文件之前插入一个DOM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before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is	what	I	said...</p>
	
<script>



$(	"p"	).before(	document.createTextNode(	"Hell
o"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所有的段落文本前面插入一个jQuery对象（近似于一个DOM元素
的数组）。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before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is	what	I	said...</p><b>Hello</b>
	



上一页：元素属性值前端匹配选择器	[name^=”value”]

下一页：.bind()

<script>
$(	"p"	).before(	$(	"b"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
.asprain.cn/jQueryAPI/befor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befo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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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bind().bind()

分类：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bind(	eventType	[,	eventData

],	handler	)

描述：针对元素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到某个事件。

.bind(	eventType	[,	eventData	],	ha

ndler	)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或多个DOM事件类型，比如说“
click”或者“submit”，或者自定义事件名称。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每次触发该事件时执行它。

.bind(	eventType	[,	eventData	]	[

,	preventBubble	]	)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或多个DOM事件类型，比如说“
click”或者“submit”，或者自定义事件名称。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preventBubble

类型：Boolean
把第三个参数设置为false，将附加一个函数，以防止默
认的行为发生，并阻止事件冒泡。默认值是true。



加入于:	1.4.bind(	events	)

events

类型：Object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一个或多个DOM事件类型，以及要对它
们执行的函数。

自从jQuery	1.7版， .on()方法成了把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docu
ment的首先方法。对于早前的版本， .binid()方法用来把事件处理
函数直接附加到元素上。处理函数附加到jQuery对象中当前选中
的元素上，所以在在对 .bind()的调用发生的时候，必须已经存在
。要想实现更灵活的绑定，请参见 .on()或者 .delegate()页面中对
事件委托的讨论。
任何可用为 eventType的字符串都是合法的；如果字符串不是一个
原生DOM事件的名称，处理函数会绑定到一个自定义事件上。浏览
器不会调用这些事件，但是可以从别的JavaScript代码中，使用
.trigger()方法或者 .triggerHandler()方法人为触发。

如果 eventType字符串包含了一个点 .，则该事件就有了命名空间。
点字符把事件名与它的命名空间分隔开。举个例子，在调用 .bind(	

"click.name",	handler	)时，字符串 click是事件类型，而字符串 na

me是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允许我们解绑或者触发一些事件类型，而
不需要影响其它的。参见 .unbind()中的讨论以了解更多信息。

有一些用于标准浏览器事件的简写方法，比如说 .click()，它们可
以用来附加或者触发相应的事件处理函数。要想得到完整的简写方
法的列表，参见事件。
如果一个事件抵达了一个元素，所有的绑定到该元素上该事件类型
上的处理函数都会被引发。如果已经注册了多个处理函数，则它们
会按照它们被绑定的顺序执行。所有的处理函数执行完后，事件继
续沿着常规的事件传播路径传播。
一个 .bind()的基本用法是：

$(	"#foo"	).bind(	"click",	function()	{
		alert(	"User	clicked	on	'foo.'"	);
});



代码将导致带有ID“foo”的元素响应 click事件。当用户在元素范
围内点击时，将显示一条提醒。

多个事件

多个事件类型可以一次性绑定，只要在每两个事件名之间用空格隔
开：

$(	"#foo"	).bind(	"mouseenter	mouseleave",	func
tion()	{
		$(	this	).toggleClass(	"entered"	);
});

<div	id="foo">（它初始时并不还有“entered”样式类）上的该效
果是在鼠标进入到 <div>的时候添加“entered”样式类，在鼠标离
开的时候删除该样式类。
自从jQuery	1.4，我们可以同时绑定多个事件处理函数，只要传
出一个事件类型-处理函数对的对象：

$(	"#foo"	).bind({
		click:	function()	{
				//	Do	something	on	click
		},
		mouseenter:	function()	{
				//	Do	something	on	mouseenter
		}
});

事件处理函数

handler参数取用了一个回调函数，如上所示。在该处理函数内部
，关键词 this引用了绑定该处理函数的DOM元素。要想在jQuery
中使用该元素，只要把它传递给常规的 $()函数就行了。举个例子
：

$(	"#foo"	).bind(	"click",	function()	{
		alert(	$(	this	).text()	);
});



在代码执行之后，当用户在一个还有id为“foo”的元素上点击时，
它的文本内容将显示为一个提醒。
自从jQuery	1.4.2，再制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一个元素上，
而不是被丢弃。如果使用了该事件的data功能，或者当别的独一无
二的数据居留在一个闭包中且闭包位于事件处理函数外面，这个功
能会很有用。
在jQuery	1.4.3中，你可以在事件处理函数的位置传入false。
这将绑定一个等同于 function(){	return	false;	}的事件处理函数
。可以在以后删除这个函数，只要调用： .unbind(	eventName,	fals

e	)。

事件对象

回调函数 handler也可以取一些参数。在调用函数时，事件对象将
传递到第一个参数。
该事件对象通常是不必要的，而且该参数常被省略掉。然而，在需
要收集更多关于该事件被初始化时的用户环境信息时候，它会变得
十分必要。点此浏览完整的事件对象。
在一个处理函数中返回false等同于在事件对象上调用了 .preventD

efault()和 .stopPropagation()。

使用在一个处理函数上使用事件对象，如下所示：

$(	document	).ready(function()	{
		$(	"#foo"	).bind(	"click",	function(	event	)	
{
				alert(	"The	mouse	cursor	is	at	("	+
						event.pageX	+	",	"	+	event.pageY	+
						")"	);
		});
});

注意添加到匿名函数的参数。这些代码将导致在一个带ID“foo”的
元素上单击时，报告鼠标指针在网页上的坐标。

传递事件数据

eventData参数是可选的，它不太常用。如果提供了这个参数，它
允许你向处理函数传递额外的信息。该参数的一个方便的用法是变
通地解决由闭包产生的问题。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有两个事件处理



函数，都提供了同样的外部变量：

var	message	=	"Spoon!";
$(	"#foo"	).bind(	"click",	function()	{
		alert(	message	);
});
message	=	"Not	in	the	face!";
$(	"#bar"	).bind(	"click",	function()	{
		alert(	message	);
});

因为处理函数是闭包，两个处理函数的环境中都有 message变量，
在触发它们时都将显示这条消息

Not	in	the	face!

。该变量的值已经改变了。要想绕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使用 eventDa

ta来传递这条消息：

var	message	=	"Spoon!";
$(	"#foo"	).bind(	"click",	{
		msg:	message
},	function(	event	)	{
		alert(	event.data.msg	);
});
message	=	"Not	in	the	face!";
$(	"#bar"	).bind(	"click",	{
		msg:	message
},	function(	event	)	{
		alert(	event.data.msg	);
});

这时候，不再是直接在处理函数中引用变量；而是，变量通过 even

tData，依值传递给处理函数，它在绑定事件的时候就固定了这个
值。现在，第一个处理函数将显示提醒

Spoon!

，而第二个处理函数会显示提醒

Not	in	the	face!



注意，对象是通过引用传递给函数的，它在情形中更加复杂。

如果存在 eventData参数，它是 .bind()方法的第二个参数；如果没
有额外的数据需要发送给处理函数，则callback作为第二个参数
也是最后一个参数。

参见 .trigger()方法，介绍了一个在事件发生时向处理函数传
递数据方法，该方法并不是在事件绑定的时候向处理函数传递
数据。

自从jQuery	1.4版，我们不能再把数据（因此，事件）附加到<o
bject>、<embed>或者<applet>元素上，因为当向Java	appl
ets附加数据的时候会发生致命的错误。
注意：虽然在下个示例中作了演示，但是不建议把处理函数同时绑
定到同一个元素的 click事件和 dblclick事件上。事件的触发顺序
会因浏览器而不同，有些浏览器在 dblclick事件之前会接收到两次
单击，而另一些浏览器只接收到一次单击。“双击敏感性”（两次单
击会被侦测为一次双击的最大间隔时长）也会因操作系统而异、因
浏览器而异，而且通常是可用户配置的。

示例

处理对段落文本的点击和双击。注意：该坐标系统是相对于窗口的
，在下面的案例中是相对于演示文档的iframe。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bind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font-weight:	bold;
				cursor:	pointer;
				padding:	5px;



		}
		p.over	{
					background:	#ccc;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Click	or	double	click	here.</p>
<span></span>
	
<script>
$(	"p"	).bind(	"click",	function(	event	)	{
		var	str	=	"(	"	+	event.pageX	+	",	"	+	event.p
ageY	+	"	)";
		$(	"span"	).text(	"Click	happened!	"	+	str	);
});
$(	"p"	).bind(	"dblclick",	function()	{
		$(	"span"	).text(	"Double-click	happened	in	"
	+	this.nodeName	);
});
$(	"p"	).bind(	"mouseenter	mouseleave",	functio
n(	event	)	{
		$(	this	).toggleClass(	"over"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要想在点击每个段落的时候，在一个提示框中显示这个段落中的文
本：

$(	"p"	).bind(	"click",	function()	{
		alert(	$(	this	).text()	);
});

在事件处理函数之前，你可以传递一些额外的数据：

function	handler(	event	)	{
		alert(	event.data.foo	);
}
$(	"p"	).bind(	"click",	{
		foo:	"bar"
},	handler	);

只要返回false，就能取消默认行为，并防止它向上冒泡：

$(	"form"	).bind(	"submit",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使用 .preventDefault()方法可以只取消事件的默认行为：

$(	"form"	).bind(	"submit",	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使用 .stopPropagation()方法能够阻止事件向上冒泡，但是不阻止
事件的默认行为。



$(	"form"	).bind(	"submit",	function(	event	)	{
		event.stopPropagation();
});

绑定自定义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bind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red;
		}
		span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as	an	attached	custom	event.</p>
<button>Trigger	custom	event</button>
<span	style="display:	none;"></span>
	
<script>
$(	"p"	).bind(	"myCustomEvent",	function(	e,	my
Name,	myValue	)	{
		$(	this	).text(	myName	+	",	hi	there!"	);
		$(	"span"	)
				.stop()
				.css(	"opacity",	1	)
				.text(	"myName	=	"	+	myName	)
				.fadeIn(	30	)
				.fadeOut(	1000	);
		});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trigger(	"myCustomEvent",	[	"Joh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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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同时绑定多个事件。

$(	"div.test"	).bind({
		click:	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active"	);
		},
		mouseenter:	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inside"	);
		},
		mouseleave: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inside"	);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bind.htm查看示例。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bind.htm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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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blur().blur()

分类：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blur(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blur”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blur(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每次触发该事件的时候会执行它。

.blur(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将传递给该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每次触发该事件的时候会执行它。

.blur()

该签名不能接受任何参数。

在前两种变体中，该方法是 .on(	"blur",	handler	)的简写，在第三
种变体中，是 .trigger(	"blur"	)的简写。

当一个元素失去焦点的时候，会发送 blur事件。最初，这个事件只
适用于表单元素，比如说 <input>。但是在最近的浏览器中，该事
件的域被扩展到包括所有的元素类型。键盘命令，比如说Tab键，
可以让一个元素失去，鼠标在网页的别处点击也会使一个元素失去
焦点。
举个例子，设想以下HTML：

xml



<form>
		<input	id="target"	type="text"	value="Field	1
">
		<input	type="text"	value="Field	2">
</form>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第一个输入字段：
$(	"#target"	).blur(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blur()	called."	);
});

现在，如果第一个字段得到了焦点，点击别的地方，或者在别的地
方轻触，将显示一条提醒：

Handler	for	.blur()	called.

要想程序化地触发该事件，请应用 .blur()，不带任何参数。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blur();
});

在代码执行之后，点击

Trigger	the	handler

也将跳出提示消息。
该 blur事件在Internet	Explorer上不会冒泡。因此，依赖于 b

lur事件的事件传播的脚本不能跨浏览器一致地起作用。然而，自
从jQuery	1.4.2，jQuery通过在它的事件委托方法 .live()和 .

delegate()中，把 blur映射到 focusout事件，变通地解决了这个限
制。

其它说明
因为 .blur()方法是 .on(	"blur",	handler	)的简写，所以可以
使用 .off(	"blur"	)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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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要想在所有的段落文本上触发blur事件：

$(	"p"	).blur();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blu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blu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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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on	:button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button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button元素，以及type="button"的<input
>元素。

jQuery(	":button"	)

还有一个使用合法的CSS，且等同于 $(	":button"	)的选择器是 $(	

"button,	input[type='button']"	)。

其它说明
因为 :button是一个jQuery扩展，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所以使用 :button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的DOM querySelec

to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button选择元素的时候
获得最佳的性能，先要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
使用 .filter(":button")作筛选。

示例

找到所有的按钮型的<input>并标记它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button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35px;
		}
		div	{
				color:	red;
		}
		fieldset	{
				margin:	0;

xml



				padding:	0;
				border-width:	0;
		}
		.marked	{
				background-color:	yellow;
				border:	3px	red	soli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fieldset>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file">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image">
	
				<input	type="password">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eset">
	
				<input	type="submit">
				<input	type="text">
				<select>
						<option>Option</option>
				</select>
	
				<textarea></textarea>
				<button>Button</button>
		</fieldset>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nput	=	$(	":button"	).addClass(	"marked"	)
;
$(	"div"	).text(	"For	this	type	jQuery	found	"	
+	input.lengt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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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ent	the	form	from	submitting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button-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button-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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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Callbacks

callbacks.add()callbacks.add()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callbacks.add(	callbacks	)

描述：把一个回调函数或者回调函数集合添加到某个回调函数列表
。

callbacks.add(	callbacks	)

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or	Array
一个可以添加到回调函数列表中的函数、或函数的数组。

该方法返回它要附加到的Callbacks对象（ this）。

示例

使用 callbacks.add()以向一个回调函数列表添加新的回调函数。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	)	{
		console.log(	"foo:	"	+	value	);
};
	
//	另一个函数也被添加到列表中
var	bar	=	function(	value	)	{
		console.log(	"bar:	"	+	value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向列表添加函数“foo”
callbacks.add(	foo	);
	
//	引发列表中的项目
callbacks.fire(	"hello"	);
//	输出："foo:	hello"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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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列表添加函数“bar”
callbacks.add(	bar	);
	
//	再次引发列表中的项目
callbacks.fire(	"world"	);
	
//	输出：
//	"foo:	world"
//	"bar:	worl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allbacks.ad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ad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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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Callbacks

callbacks.disable()callbacks.disable()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callbacks.disable()

描述：禁用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使它不能再做任何事情。

callbacks.disable()

该方法不能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返回它要附加到的Callbacks对象（ this）。

示例

使用 callbacks.disable()以禁用对一个回调函数列表的进一步调用
。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	)	{
		console.log(	value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把上面的函数添加到列表中
callbacks.add(	foo	);
	
//	引发列表中的项目
callbacks.fire(	"foo"	);
//	Outputs:	foo
	
//	禁止进一步调用回调函数
callbacks.disable();
	
//	试图引发回调函数列表，用“foobar”作为参数。
callbacks.fire(	"foobar"	);
//	foobar没有输出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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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callbacks.disable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
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disabl
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disab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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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callbacks.disabled()callbacks.disabled()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callbacks.disabled()

描述：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被禁用了。

callbacks.disabled()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示例

使用 callbacks.disabled()在确定该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被禁用了
：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	)	{
		console.log(	"foo:"	+	value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向回调函数列表添加记录函数
callbacks.add(	foo	);
	
//	引发列表中的项目，传入一个参数
callbacks.fire(	"hello"	);
//	输出"foo:	hello"
	
//	禁用回调函数列表
callbacks.disable();
	
//	测试列表的禁用状态
console.log	(	callbacks.disabled()	);
//	输出：true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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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callbacks.empty()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disabled.
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disable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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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Callbacks

callbacks.empty()callbacks.empty()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callbacks.empty()

描述：从回调函数列表中删除所有回调函数。

callbacks.empty()

该方法不能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返回它要附加到的Callbacks对象（ this）。

示例

使用 callbacks.empty()方法以清空一个回调函数列表：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1,	value2	)	{
		console.log(	"foo:	"	+	value1	+	","	+	value2	
);
};
	
//	另一个函数也被添加到列表中
var	bar	=	function(	value1,	value2	)	{
		console.log(	"bar:	"	+	value1	+	","	+	value2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添加两个函数
callbacks.add(	foo	);
callbacks.add(	bar	);
	
//	清空回调函数列表
callbacks.empty();
	
//	检查所有的回调函数是否已经被删除
console.log(	callbacks.has(	foo	)	);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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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console.log(	callbacks.has(	bar	)	);
//	false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
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empty.htm查
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emp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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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Callbacks

callbacks.fire()callbacks.fire()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callbacks.fire(	arguments	)

描述：用给定的参数调用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中所有的回调函数。

callbacks.fire(	arguments	)

arguments

类型：Anything
传递回回调函数列表的参数或者参数列表。

该方法返回它要附加到的Callbacks对象（ this）。

示例

使用 callbacks.fire()以用任何传递给它的参数调用执行列表中的
回调函数：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	)	{
		console.log(	"foo:"	+	value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向列表添加函数“foo”
callbacks.add(	foo	);
	
//	引发列表中的项目
callbacks.fire(	"hello"	);	//	Outputs:	"foo:	he
llo"
callbacks.fire(	"world"	);	//	Outputs:	"foo:	wo
rld"
	
//	向列表添加另一个函数
var	bar	=	function(	value	){
		console.log(	"bar:"	+	value	);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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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该函数添加到列表中
callbacks.add(	bar	);
	
//	再次引发列表中项目
callbacks.fire(	"hello	again"	);
//	输出：
//	"foo:	hello	again"
//	"bar:	hello	again"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fire.htm查
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fi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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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callbacks.fired()callbacks.fired()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上一页：callbacks.fire()

下一页：callbacks.fireWith()

callbacks.fired()

描述：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至少已经被调用了一次。

callbacks.fired()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示例

使用 callbacks.fired()以确定列表中的回调函数是否已经至少被调
用了一次：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	)	{
		console.log(	"foo:"	+	value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把函数“foo”添加到列表中
callbacks.add(	foo	);
	
//	引发列表中的项目
callbacks.fire(	"hello"	);	//	输出"foo:	hello"
callbacks.fire(	"world"	);	//	输出"foo:	world"
	
//	测试回调函数是否已经被调用了
console.log(	callbacks.fired()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
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fired.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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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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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callbacks.has()callbacks.has()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callbacks.has(	[callback	]	)

描述：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附加了一些回调函数。如果
提供一个回调函数作为参数，确定它是否在列表中。

callbacks.has(	[callback	]	)

callback

类型：Function()
要搜索的回调函数。

示例

callbacks.has()用来检查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中是否包含了一个特定
的回调函数：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1,	value2	)	{
		console.log(	"Received:	"	+	value1	+	","	+	va
lue2	);
};
	
//	第二个函数不会添加到列表中
var	bar	=	function(	value1,	value2	)	{
		console.log(	"foobar"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向回调函数列表添加记录方法
callbacks.add(	foo	);
	
//	确定哪个回调函数在列表中。
console.log(	callbacks.has(	foo	)	);
//	true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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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callbacks.lock()

console.log(	callbacks.has(	bar	)	);
//	false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
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has.htm查看
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ha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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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Callbacks

callbacks.lock()callbacks.lock()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callbacks.lock()

描述：把某个回调函数锁定在当前状态。

callbacks.lock()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返回它要附加到的Callbacks对象（ this）。

如果创建该Callbacks对象时，带了 "memory"标志作为它的参数，
可以在该回调函数列表被锁定之后添加额外的函数，并再次引发。

示例

使用 callbacks.lock()以锁定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以避免对该列表
的状态作进一步改变。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	)	{
		console.log(	"foo:"	+	value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把记录方法添加到回调函数列表
callbacks.add(	foo	);
	
//	引发列表中的项目，传入一个参数
callbacks.fire(	"hello"	);
//	输出"foo:	hello"
	
//	锁定回调函数列表
callbacks.lock();
	
//	尝试再次引发该项目
callbacks.fire(	"world"	);

javascript



	
//	因为列表被锁定了，所以没有调用任何项目
//	所以没有记录“world”

使用 callbacks.lock()以带“memory”锁定一个回调函数列表，然后
恢复使用该列表：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allbacks.lock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log"></div>
	
<script>
//	用来记录结果的函数
var	log	=	function(	value	)	{
		$(	"#log"	).append(	"<p>"	+	value	+	"</p>"	);
};
	
//	两个添加到回调函数列表中的示例函数
var	foo	=	function(	value	)	{
		log(	"foo:	"	+	value	);
};
var	bar	=	function(	value	)	{
		log(	"bar:	"	+	value	);
};
	
//	带“memory”标志创建callbacks对象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memory"	);
	
//	向回调函数列表添加foo记录函数
callbacks.add(	foo	);
	
//	引发列表中的项目，传入一个参数
callbacks.fire(	"hello"	);
//	输出"fo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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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架设函数列表
callbacks.lock();
	
//	再次尝试引发该项目
callbacks.fire(	"world"	);
//	因为列表被锁定了，所以没有调用任何项目
//	所以没有记录“foo:	world”
	
//	再次把foo函数添加到回调函数列表中
callbacks.add(	foo	);
	
//	再次尝试引发它
callbacks.fire(	"silentArgument"	);
//	输出“foo:	hello”因为参数值没有保存在内存中
	
//	把bar函数添加到回调函数列表中
callbacks.add(	bar	);
	
callbacks.fire(	"youHadMeAtHello"	);
//	输出“bar:	hello”因为列表依然被锁定着
//	而且参数值依然保存在内存中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allbacks.lock.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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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callbacks.locked()callbacks.locked()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上一页：callbacks.lock()

callbacks.locked()

描述：确定某个回调函数列表是否已经被锁定了。

callbacks.locked()

该方法不能接受任何参数。

示例

使用 callbacks.locked()以确定一个回调函数列表的锁定状态。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	)	{
		console.log(	"foo:	"	+	value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向回调函数列表添加该记录函数
callbacks.add(	foo	);
	
//	引发列表中的项目，传入一个参数
callbacks.fire(	"hello"	);
//	输出"foo:	hello"
	
//	锁定回调函数列表
callbacks.lock();
	
//	测试列表中的锁定状态
console.log	(	callbacks.locked()	);
//	true

javascript



下一页：callbacks.remove()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
击http://www.asprain.cn/
jQueryAPI/callbacks.locke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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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Callbacks

callbacks.remove()callbacks.remove()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callbacks.remove(	callbacks	)

描述：从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删除一个回调函数，或者删除一个回
调函数集合。

callbacks.remove(	callbacks	)

callbacks

类型：Function()	or	Array
一个函数，或者几个函数的数组，将从回调函数列表中删
除它们。

该方法返回它要附加到的Callbacks对象（ this）。

示例

使用 callbacks.remove()以从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删除一个架设函
数。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foo	=	function(	value	)	{
		console.log(	"foo:	"	+	value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把函数“foo”添加到列表中
callbacks.add(	foo	);
	
//	引发列表中的该项目
callbacks.fire(	"hello"	);
//	输出"foo:	hello"
	
//	从回调函数列表中删除“foo”
callbacks.remove(	foo	);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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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引发列表中的该项目
callbacks.fire(	"world"	);
	
//	没有输出，因为“foo”不再在列表中了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allbacks.remov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remov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change().change()

分类：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change(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hange”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hange(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change(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每次事件触发时执行它。

.change()

该签名不能接受任何参数。

在前两种变体中，该方法是 .on(	"change",	handler	)的简写，在第
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change"	)的简写。

当某个元素的值改变的时候，该 change事件被发送到这个元素。该
事件被限制到 <input>元素、 <textarea>文本输入框和 <select>元
素上。对于下拉选框、勾选框和单选钮，该事件会在用户用鼠标作
了一个选择之后立即引发，但是对于别的元素类型，事件会推迟到
元素失去焦点之后才引发。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xml



<form>
		<input	class="target"	type="text"	value="Fiel
d	1">
		<select	class="target">
				<option	value="option1"	selected="selected"
>Option	1</option>
				<option	value="option2">Option	2</option>
		</select>
</form>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事件处理函数被绑定到文本输入框和选择框上：

$(	".target"	).change(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change()	called."	);
});

现在当从下拉菜单中选中第二个选项时，出现了提醒。如果你改变
文本输入域中的文本，并在别的地方点击，它也会出现。然而，如
果文本域失去焦点的同时，它的内容没有改变，就不会触发该事件
。要想人为触发该事件，请应用不带参数的 .change()。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change();
});

在执行这条代码之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也会跳出
提醒消息。该消息会出现两次，因为处理函数也被绑定到两个表单
元素的 change事件上了。

自从jQuery	1.4， change事件会在Internet	Explorer中冒泡
，行为与别的现代浏览器一致。

注意：使用JavaScript改变<input>元素的值，比如说使用
.val()方法改变化，不会引发该事件。



其它说明
因为 .change()方法是 .on(	"change",handler	)的简写，所以可
以使用 .off("change")来分离。

示例

把一个change事件附加到<select>上，以获得每个被选中的选项
的文本文件，并把它们写到div中。然后它触发了初始化文本绘制
的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ange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elect	name="sweets"	multiple="multiple">
		<option>Chocolate</option>
		<option	selected="selected">Candy</option>
		<option>Taffy</option>
		<option	selected="selected">Caramel</option>
		<option>Fudge</option>
		<option>Cookie</option>
</select>
<div></div>
	
<script>
$(	"select"	)
		.change(function	()	{
				var	st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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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	option:selected"	).each(function
()	{
						str	+=	$(	this	).text()	+	"	";
				});
				$(	"div"	).text(	str	);
		})
		.change();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所有的文本输入元素添加一个有效性校验测试

$(	"input[type='text']"	).change(function()	{
		//	在这里检查input(	$(	this	).val()	)，看看是否
有效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hang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han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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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box	:checkbox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checkbox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勾选框类型的<input>元素。

jQuery(	":checkbox"	)

$(	":checkbox"	)等同于 $(	"[type=checkbox]"	)。与别的伪类选择
器一样（它们以一个“:”开头），建议在它前面用一个标签名或者
别的选择器，否则，会潜在地使用普遍选择器（ "*"）。换句话说
，光是用 $(':checkbox')，等于使用了 $("*:checkbox")，所以必须
改用 $(	"input:checkbox"	)来代替它。

其它说明
因为 :chackbox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
部分，使用 :checkbox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

ecto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
性能，请使用 [type="checkbox"]来代替它。

示例

找到所有的勾选框<inpu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eckbox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2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xml



</head>
<body>
	
<form>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file">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image">
		<input	type="password">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eset">
		<input	type="submit">
		<input	type="text">
	
		<select>
				<option>Option</option>
		</select>
	
		<textarea></textarea>
		<button>Button</button>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nput	=	$(	"form	input:checkbox"	)
		.wrap(	"<span></span>"	)
		.parent()
		.css({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3px	red	solid"
		});
	
$(	"div"	)
		.text(	"For	this	type	jQuery	found	"	+	input.
length	+	"."	)
		.css(	"color",	"red"	);
	
//	Prevent	the	form	from	subm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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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heckbox-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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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ed	:checke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匹配所有已经勾中或者选中的<input>元素。



加入于:	1.0

checked	selector

描述：匹配所有已经勾中或者选中的<input>元素。

jQuery(	":checked"	)

该 :checked选择器只对勾选框、单选钮和下拉选框元素起作用。要
想只选择下拉选框元素，请使用 :selected选择器。

示例

确定有多少个<input>元素被勾选中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ecked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p>
				<input	type="checkbox"	name="newsletter"	va
lue="Hourly"	checked="checked">
	
				<input	type="checkbox"	name="newsletter"	va
lue="Daily">
				<input	type="checkbox"	name="newsletter"	va
lue="Weekly">
	

xml



				<input	type="checkbox"	name="newsletter"	va
lue="Monthly"	checked>
				<input	type="checkbox"	name="newsletter"	va
lue="Yearly">
		</p>
</form>
<div></div>
	
<script>
var	countChecked	=	function()	{
		var	n	=	$(	"input:checked"	).length;
		$(	"div"	).text(	n	+	(n	===	1	?	"	is"	:	"	are
")	+	"	checked!"	);
};
countChecked();
	
$(	"input[type=checkbox]"	).on(	"click",	countC
heck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识别单选钮被选中的输出。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ecked	demo</title>
		<style>
		input,	label	{
				line-height:	1.5em;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div>
				<input	type="radio"	name="fruit"	value="ora
nge"	id="orange">
				<label	for="orange">orange</label>
		</div>
		<div>
				<input	type="radio"	name="fruit"	value="app
le"	id="apple">
				<label	for="apple">apple</label>
		</div>
		<div>
				<input	type="radio"	name="fruit"	value="ban
ana"	id="banana">
				<label	for="banana">banana</label>
		</div>
		<div	id="log"></div>
</form>
	
<script>
$(	"input"	).on(	"click",	function()	{
		$(	"#log"	).html(	$(	"input:checked"	).val()	
+	"	is	checked!"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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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子元素选择器	(“parent	>	chil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
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hecked-
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hecked-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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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素选择器子元素选择器	(“parent	>	chi	(“parent	>	chi

ld”)ld”)

分类：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加入于:	1.0

child	selector

描述：选择用“parent”指定的元素下面所有的用“child”指定的
直接子元素。

jQuery(	"parent	>	child"	)

parent:	任何有效的选择器。
child:	一个用来过滤子元素的选择器。

作为一个CSS选择器，子元素组合器受所有的现代web浏览器支持
，包括Safari、Firefox、Opera、Chrome以及Internet	Ex
plorer	7以之后的版本，但是不受Internet	Explorer	6及以
前的版本支持。然而，在jQuery中，该选择器（以及别的选择器
）能够跨所有支持的浏览器起作用，包括IE6。
该子元素组合器（E	>	F）可以被想象成一个特殊的形式的后代元
素组合器（E	F），它只选择第一级的后代元素。

示例

给所有的作为<ul	class="topnav">的子元素的列表项目加个边
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ild	demo</title>
		<style>
		body	{
				font-size:	1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xml



上一页：:checked	选择器 下一页：.children()

</head>
<body>
	
<ul	class="topnav">
		<li>Item	1</li>
		<li>Item	2
				<ul>
				<li>Nested	item	1</li>
				<li>Nested	item	2</li>
				<li>Nested	item	3</li>
				</ul>
		</li>
		<li>Item	3</li>
</ul>
	
<script>
$(	"ul.topnav	>	li"	).css(	"border",	"3px	doubl
e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hild-selector.htm


ryAPI/chil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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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children().children()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0

.children(	[selector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子元素，视情况用一个选
择器作筛选。

.children(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它代表了一个DOM元素集合， .children()

方法允许我们在DOM树中搜索遍这些元素的子元素，并从匹配的元
素构造一个新的jQuery对象。 .children()方法不同于 .find()方
法之处是， .children()方法只遍历DOM树中的一级，与此同时 .fin

d()可以遍历多级，选中后代元素（孙代元素，等等）。注意，和
大多数jQuery方法那样， .children()并不返回文本节点；要想获
得所有的子元素，包括文本节点和注释节点，请使用 .contents()方
法。
.children()方法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品茶，类型与传给 $()

函数的相同。如果提供了该选择器，将筛选子元素，测试它们是否
匹配该选择器。
设想一个网页，上面有一个基本嵌套的列表：

<ul	class="level-1">
		<li	class="item-i">I</li>
		<li	class="item-ii">II
				<ul	class="level-2">
						<li	class="item-a">A</li>
						<li	class="item-b">B
								<ul	class="level-3">
										<li	class="item-1">1</li>
										<li	class="item-2">2</li>
										<li	class="item-3">3</li>

xml



								</ul>
						</li>
						<li	class="item-c">C</li>
				</ul>
		</li>
		<li	class="item-iii">III</li>
</ul>

如果我们从第二层列表开始，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子元素：

$(	"ul.level-2"	).children().css(	"background-c
olor",	"red"	);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在项目A、B、C后面有一个红色的背景。因为我
们并不提供一个选择器表达式，所有的子元素都是返回的晚对象的
一部分。如果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三个项目中只有匹配
的项目包含在返回的jQuery对象中。

示例

找到被点击元素所有的子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ildren	demo</title>
		<style>
		body	{
				font-size:	16px;
				font-weight:	bolder;
		}
		div	{
				width:	130px;
				height:	82px;
				margin:	10px;
				float:	left;
				border:	1px	solid	blue;
				padding:	4px;



		}
		#container	{
				width:	auto;
				height:	105px;
				margin:	0;
				float:	none;
				border:	none;
		}
		.hilite	{
				border-color:	red;
		}
		#results	{
				display:	block;
				color:	red;
		}
		p,	span,	em,	a,	b,	button	{
				border:	1px	solid	transparent;
		}
		p	{
				margin:	10px;
		}
		span	{
				color:	blue;
		}
		input	{
				width:	10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container">
		<div>
				<p>This	<span>is	the	<em>way</em>	we</span>
						write	<em>the</em>	demo,</p>
		</div>
	
		<div>
				<a	href="#"><b>w</b>rit<b>e</b></a>	the	<sp
an>demo,</span>	<button>write
				the</button>	demo,
		</div>



	
		<div>
				This	<span>the	way	we	<em>write</em>	the	<e
m>demo</em>	so</span>
				<input	type="text"	value="early">	in
		</div>
	
		<p>
				<span>t</span>he	<span>m</span>orning.
				<span	id="results">Found	<span>0</span>	chi
ldren	in	<span>TAG</span>.</span>
		</p>
</div>
	
<script>
$(	"#container"	).click(function	(	event	)	{
		$(	"*"	).removeClass(	"hilite"	);
		var	kids	=	$(	event.target	).children();
		var	len	=	kids.addClass(	"hilite"	).length;
	
		$(	"#results	span:first"	).text(	len	);
		$(	"#results	span:last"	).text(	event.target.
tagName	);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找到每个div中所有的子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ildren	demo</title>
		<style>
		body	{
				font-size:	16px;
				font-weight:	bolder;
		}
		span	{
				color:	blue;
		}
		p	{
				margin:	5px	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	(this	is	a	paragraph)</p>
	
<div><span>Hello	Again	(this	span	is	a	child	of
	the	a	div)</span></div>
<p>And	<span>Again</span>	(in	another	paragraph
)</p>
	
<div>And	One	Last	<span>Time</span>	(most	text	
directly	in	a	div)</div>
	
<script>
$(	"div"	).children().css(	"border-bottom",	"3p
x	double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找到每个div中所有的带有“selected”样式类的子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ildren	demo</title>
		<style>
		body	{
				font-size:	16px;
				font-weight:	bolder;
		}
		p	{
				margin:	5px	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span>Hello</span>
		<p	class="selected">Hello	Again</p>
		<div	class="selected">And	Again</div>
		<p>And	One	Last	Time</p>
</div>
	



上一页：子元素选择器	(“parent	>	child”)

下一页：样式类选择器	(“.class”)

<script>
$(	"div"	).children(	".selected"	).css(	"color"
,	"blu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
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hildren.htm查
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hildr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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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类选择器样式类选择器	(“.class”)	(“.class”)

分类：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加入于:	1.0

class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带给定样式类的元素。

jQuery(	".class"	)

class:	一个用来搜索的样式类。一个元素可能带有多个样式
类；只要有其中一个样式类匹配。

对于选择器，jQuery使用JavaScript的原生 getElementsByClassN

ame()函数，如果浏览器支持它的话。

示例

找到所有的带“myClass”样式类的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lass	demo</title>
		<style>
		div,	span	{
				width:	120px;
				height:	40px;
				float:	left;
				padding:	10px;
				margin:	10px;
				background-color:	#EEEEE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notMe">div	class="notMe"</div>

xml



<div	class="myClass">div	class="myClass"</div>
<span	class="myClass">span	class="myClass"</spa
n>
	
<script>
$(	".myClass"	).css(	"border",	"3px	solid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找到所有带“myclass”类以及“otherclass”类的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lass	demo</title>
		<style>
		div,	span	{
				width:	120px;
				height:	40px;
				float:	left;
				padding:	10px;
				margin:	10px;
				background-color:	#EEEEEE;



上一页：.children() 下一页：.clearQue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myclass">div	class="notMe"</div>
<div	class="myclass	otherclass">div	class="myCl
ass"</div>
<span	class="myclass	otherclass">span	class="my
Class"</span>
	
<script>
$(	".myclass.otherclass"	).css(	"border",	"13px
	solid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lass-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lass-selector.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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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click().click()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click(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lick”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lick(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click(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该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click()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在前两种变体中，该方法是 .on(	"click",	handler	)的简写，在第
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click"	)的简写。当鼠标指针在一个元
素上、鼠标键按下并释放时，该 click事件被发送到该元素。任何H
TML都可以接收该事件。举个例子，设想以下HTML：

<div	id="target">
		Click	here
</div>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xml



</div>

插图1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任何<div>上：

$(	"#target"	).click(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click()	called."	);
});

现在如果我们在元素上点击，将显示这么一条提醒：

Handler	for	.click()	called.

我们还可以在另一个元素被点击时触发该事件：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click();
});

在代码执行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也会跳出提醒消
息。
该 click事件只有这么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才会触发：

指针在元素内部的时候，鼠标键按下。
鼠标键释放的时候，指针还在元素内部。

这通常是所需的系列前的一个动作。如果这不是必不可少的， mous

edown或者 mouseup事件可能更适合。

其它说明
因为 .click()方法是 .on("click",	handler)的简写，所以可以
使用 .off("click");来分离它。



示例

在点击网页上的段落文本时隐藏该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lick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red;
				margin:	5px;
				cursor:	pointer;
		}
		p:hover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First	Paragraph</p>
<p>Second	Paragraph</p>
<p>Yet	one	more	Paragraph</p>
	
<script>
$(	"p"	).click(function()	{
		$(	this	).slideUp();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clearQueue() 下一页：.clone()

在网页上的所有的段落文本文件上触发器单击事件：

$(	"p"	).click();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lick.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lic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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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clone().clone()

分类：操纵	>	复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5

.clone(	[withDataAndEvents	]	

)

描述：给匹配的元素集合创建一个深复制副本。

.clone(	[withDataAndEvents	]	)

withDataAndEvents	(默认值： false )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标识了事件处理函数是否陪着元素一起复制
。自从jQuery	1.4，元素数据将一起复制。

.clone(	[withDataAndEvents	]	[,	dee

pWithDataAndEvents	]	)

withDataAndEvents	(默认值： false )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标识了事件处理函数是否陪着元素一起复制
。它的默认值是false。自从jQuery	1.5，该默认值被
修正为true，在jQuery	1.5.1及以后的版本中，又变回
false。
deepWithDataAndEvents	(默认值： value	of	withData

AndEvents )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表示着克隆元素的所有子元素上的事件处理
函数和数据是否也必须复制。它的默认值匹配它的第一个
参数（第一个参数的默认值是false）。

.clone()方法实施了对匹配元素的集合的深复制，意味着它复制了
匹配元素的副本以及它们的后代元素以及文本节点。

注意：出于性能原因，某些表单元素的动态状态（例如，键入
到<textarea>中的用户数据，以及用户对<select>所作的选



择）不会复制到克隆的元素中。在克隆 input元素时，元素的动
态状态（例如，键入到<textarea>中的用户数据，以及用户
对<select>所作的选择）保留在克隆的元素内。

在与一个插入方法并用的时候， .clone()是在网页上再次元素的一
个便利方法。设想以下HTML：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hello">Hello</div>
		<div	class="goodbye">Goodbye</div>
</div>

如在 append()页面中的讨论所显示的，通常当一个元素插入到DOM
中的别的地方，它是从旧位置移到新位置。所以，给定下面的代码
：

$(	".hello"	).appendTo(	".goodbye"	);

结果的DOM结构将会是：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goodbye">
				Goodbye
				<div	class="hello">Hello</div>
		</div>
</div>

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并创建一个元素的副本，你可以写成下面这样
：

$(	".hello"	).clone().appendTo(	".goodbye"	);

这将制作出：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hello">Hello</div>
		<div	class="goodbye">
				Goodbye
				<div	class="hello">Hello</div>
		</div>
</div>

注意：当使用 .clone()方法的时候，在把它们插入到文档中之
前，你可以修改克隆的元素，或者它们的内容。

通常，任何绑定到原始元素上的事件处理函数不会复制到克隆节点
上。但是可选的 withDataAndEvents参数允许我们改变这个行为，在
制作副本时也复制所有的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元素的新副本上。
自从jQuery	1.4，所有的元素数据（通过 .data()方法所附加的
数据）也被复制到新副本上。
然而，在元素数据内部对象和数组并不会复制，依然在克隆元素和
元素元素之间共享。要想深复制所有的数据，请手中复制每一个。

//	带附加数据的原始元素
var	$elem	=	$(	"#elem"	).data(	"arr":	[	1	]	),
				$clone	=	$elem.clone(	true	)
						//	Deep	copy	to	prevent	data	sharing
						.data(	"arr",	$.extend(	[],	$elem.data(	"
arr"	)	)	);

自从jQuery	1.5， withDataAndEvents可以视情况用 deepWithDataA

ndEvents加强，以针对克隆元素所有子元素复制事件和数据。

注意：使用 .clone()具有一个副作用，是制作元素上带了它的
元素属性id，而它本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有可能发生这种
事，建议避免克隆带这个元素属性的元素，或者改而使用元素
属性 class作为识别器。

示例



上一页：.click() 下一页：.closest()

克隆所有的<b>元素（并且选中这些克隆节点），把它们插入到所
有段落文本的前面。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lone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Hello</b><p>,	how	are	you?</p>
	
<script>
$(	"b"	).clone().prependTo(	"p"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lone.htm


ryAPI/clon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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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closest().closest()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3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6

加入于:	1.6

.closest(	selector	)

描述：针对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通过测试元素本身以及在DOM树中
遍历它的后代元素，获得第一个匹配选择器的元素。

.closest(	selector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closest(	selector	[,	context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context

类型：Element
一个DOM元素，可能在它内部找到匹配的元素。如果没有传
入context，则将取用jQuery集合的上下文来代替它。

.closest(	selection	)

selection

类型：jQuery
一个jQuery对象，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元素。

.closest(	element	)

element

类型：Element
一个元素，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集合， .closest()方法
在DOM树中搜索遍三个元素和它们的祖先元素，并从匹配的元素构
造了一个新的jQuery对象 .parents()方法和 .closest()方法很近似
，因为它们同样会沿着DOM树向上遍历。两者的区别，虽然很微妙
，但是很重要：

.closest() .parents()

从当前元素开
始

从父元素开始

向上遍历DOM
树，直到找到
一个匹配给定
选择器的元素
。

向上遍历DOM树，直到document的根元素，
加上每个祖先元素作为一个临时集合；然后它
根据一个选择器筛选这个集合，如果提供了选
择器的话。

返回的jQuer
y对象针对原
始集合中的每
个元素，包含
了零个或者一
个元素。

返回的jQuery对象针对原始集合中的每个元
素，包含零个或多个元素，以document顺序
的倒序。

<ul	id="one"	class="level-1">
		<li	class="item-i">I</li>
		<li	id="ii"	class="item-ii">II
				<ul	class="level-2">
						<li	class="item-a">A</li>
						<li	class="item-b">B
								<ul	class="level-3">
										<li	class="item-1">1</li>
										<li	class="item-2">2</li>
										<li	class="item-3">3</li>
								</ul>
						</li>
						<li	class="item-c">C</li>
				</ul>
		</li>
		<li	class="item-iii">III</li>
</ul>



假设我们对 <ul>元素实施了一个搜索，从项目A开始：

$(	"li.item-a"	)
		.closest(	"ul"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这将改变第二层 <ul>的字色，因为在沿着DOM树往上遍历时，它是
第一个遇到的。
假设我们改而对 <li>作搜索：

$(	"li.item-a"	)
		.closest(	"li"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这将改变列表项目A的字色。 .closest()方法在向上处理DOM树之前
，从它本身开始这个搜索，直到项目A匹配这个选择器。
我们可以传入一个DOM元素，作为上下文，在其内部搜索最接近的
元素。

var	listItemII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ii"	
);
$(	"li.item-a"	)
		.closest(	"ul",	listItemII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	"li.item-a"	)
		.closest(	"#one",	listItemII	)
		.css(	"background-color",	"green"	);

这将改变第二层 <ul>的字色，因为它既是项目A的第一个 <ul>祖先
元素，又是项目II的后代元素。然而，它不会改变第一层 <ul>的字
色，因为它不是列表项目II的后代元素。

示例

显示事件委托如何在最接近的元素上完成。最接近的列表元素，在



它的后代元素被点击时，切换到一个黄色的背景。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losest	demo</title>
		<style>
		li	{
				margin:	3px;
				padding:	3px;
				background:	#EEEEEE;
		}
		li.hilight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li><b>Click	me!</b></li>
		<li>You	can	also	<b>Click	me!</b></li>
</ul>
	
<script>
$(	document	).on(	"click",	function(	event	)	{
		$(	event.target	).closest(	"li"	).toggleClass
(	"hiligh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最接近的元素传递一个jQuery对象。最接近的列表元素，在它
或它的后代元素被点击时，切换到一个黄色的背景。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losest	demo</title>
		<style>
		li	{
				margin:	3px;
				padding:	3px;
				background:	#EEEEEE;
		}
		li.hilight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li><b>Click	me!</b></li>
		<li>You	can	also	<b>Click	me!</b></li>
</ul>
	
<script>
var	listElements	=	$(	"li"	).css(	"color",	"blu
e"	);
$(	document	).on(	"click",	function(	event	)	{
		$(	event.target	).closest(	listElements	).tog
gleClass(	"hilight"	);



返回:	Array弃用于：1.7，删除于：1.8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4

上一页：.clone() 下一页：:contains()	选择器

.closest(	selector	)

描述：以数组的形式返回与选择器相匹配的所有元素，从当前元素
开始，在	DOM	树中向上遍历。

.closest(	selectors	[,	context	]	)

selectors

类型：Array
一个数组或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
配所针对的元素（可以是一个jQuery对象）。
context

类型：Element
一个DOM元素，可能在它里面找到匹配的元素。如果没有传
入context，则将取用jQuery集合的上下文来代替它。

该签名（唯一！）自从jQuery	1.7版建议弃用，在jQuery	1
.8版中被删除。它主要是用来在内部或是插件作者使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loses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loses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contains()	:contains()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1.1.4

contains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包含指定的文本文件的元素。

jQuery(	":contains(text)"	)

text:	一个用来搜索的字符串。它是大小写敏感的。

这个匹配的文本可以直接在选中的元素内部出现，可以在元素的后
代元素的任何位置，或者是两者的组合。作为一个元素属性值选择
器， :contains()括号中的文本可以写成一个裸露的单词，或者用引
号包围起来。该文本必须是有匹配有匹配的情况下被选中。

示例

找到所有的包含了“John”的div，并给它们加下划线。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ontains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John	Resig</div>
<div>George	Martin</div>
<div>Malcom	John	Sinclair</div>
<div>J.	Ohn</div>
	
<script>
$(	"div:contains('John')"	).css(	"text-decorati
on",	"underline"	);
</script>
	

xml



上一页：.closest() 下一页：.contents()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ontains-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ontains-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contents().contents()

分类：遍历	>	杂项遍历



加入于:	1.2

.contents()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子元素，包括文本节点和
注释节点。

.contents()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它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contents(

)方法允许我们搜索遍DOM树中这些元素的紧挨着的子元素，并从
匹配的元素构造一个新的jQuery对象。The	 .contents() 	and	 .

children() 	methods	are	similar,	except	that	the	for

mer	includes	text	nodes	and	comment	nodes	as	well

as	HTML	elements	in	the	resulting	jQuery	object.	

Please	note	that	most	jQuery	operations	don't	sup

port	text	nodes	and	comment	nodes.	The	few	that	d

o	will	have	an	explicit	note	on	their	API	documen

tation	page.

The	 .contents() 	method	can	also	be	used	to	get	the	

content	document	of	an	iframe,	if	the	iframe	is	o

n	the	same	domain	as	the	main	page.

设想一个简单的 <div>它带有一些文本节点，每个文本节点之间用
两个断行元素（ <br>）分开：

<div	class="containe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
sicing	elit,	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
ore	magna	aliqua.
		<br><br>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d	exercit
ation	ullamco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x	ea	commodo	consequ
at.

xml



		<br><br>
		Duis	aute	irure	dolor	in	reprehenderit	in	vol
uptate	velit
		esse	cillum	dolore	eu	fugiat	nulla	pariatur.
</div>

我们可以利用 .contents()方法来帮助把这个文本的大二进制对象转
换成三个格式良好的段落文本：

$(	".container"	)
		.contents()
				.filter(function()	{
						return	this.nodeType	===	3;
				})
						.wrap(	"<p></p>"	)
						.end()
				.filter(	"br"	)
				.remove();

这个代码首先检索 <div	class="container">的内容，然后筛选它获
得文本节点，用段落文本标签包裹它们。这可以通过测试元素的 .n

odeType属性来完成。DOM属性保存了一个数字代码表示节点的类型
；文本节点使用代码3。内容再一次被筛选，这一次是滤掉了 <br	/

>元素，并删除了那些元素。

示例

在一个段落文本中查找所有的文本节点，并用加粗标签包裹它。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ontents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docs/en/DOM/Node.nodeType


	
<p>Hello	<a	href="http://ejohn.org/">John</a>,	
how	are	you	doing?</p>
	
<script>
$(	"p"	)
		.contents()
		.filter(function(){
				return	this.nodeType	!==	1;
		})
		.wrap(	"<b></b>"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改变一个iframe内中的链接的背景颜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ontents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上一页：:contains()	选择器 下一页：.context

	
<iframe	src="//api.jquery.com/"	width="80%"	hei
ght="600"	id="frameDemo"></iframe>
	
<script>
$(	"#frameDemo"	).contents().find(	"a"	).css(	"
background-color",	"#BADA55"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ontent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ontent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Element弃用于：1.10

.context.context

分类：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10	|	内部	|	属性	>	jQuer
y对象实例的属性

传递给jQuery()的原始DOM节点的上下文；如果没有传递任何上
下文，则该上下文很有可能就是document。



加入于:	1.3

context

描述：The	DOM	node	context	originally	passed	to	 jQ

uery() ;	if	none	was	passed	then	context	will	likel

y	be	the	document.

context

The	 .context 	property	was	deprecated	in	jQuery	1.1

0	and	is	only	maintained	to	the	extent	needed	for

supporting	 .live() 	in	the	jQuery	Migrate	plugin.	I

t	may	be	removed	without	notice	in	a	future	versi

on.

The	 .live() 	method	for	binding	event	handlers	uses

this	property	to	determine	the	root	element	to	us

e	for	its	event	delegation	needs.

The	value	of	this	property	is	typically	equal

to	 document ,	as	this	is	the	default	context	for	jQ

uery	objects	if	none	is	supplied.	The	context	may

differ	if,	for	example,	the	object	was	created	by

searching	within	an	 <iframe> 	or	XML	document.

Note	that	the	context	property	may	only	apply	to	

the	elements	originally	selected	by	 jQuery() ,	as	i

t	is	possible	for	the	user	to	add	elements	to	the

collection	via	methods	such	as	 .add() 	and	these	m

ay	have	a	different	context.

示例

Determine	the	exact	context	used.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xml



上一页：.contents() 下一页：.contextmenu()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ontex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Context:	<ul></ul>
	
<script>
$(	"ul"	)
		.append(	"<li>"	+	$(	"ul"	).context	+	"</li>"
	)
		.append(	"<li>"	+	$(	"ul",	document.body	).co
ntext.nodeName	+	"</li>"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ontex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ontext.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contextmenu().contextmenu()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contextmenu(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contextme
nu”（上下文菜单）上，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contextmenu(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contextmenu(	[eventData	],	handl

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contextmenu()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在前两种变体中，该方法是 .on(	"contextmenu",	handler	)的简写
，在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contextmenu"	)的简写。当鼠标
右击在一个元素上点击后，在显示上下文菜单之前，该 contextmenu

事件发送到该元素上。如果按下键盘上的上下文菜单按键，该事件
会在 html元素上触发。任何HTML元素都会接收到这个事件。举个
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div	id="target">

xml

javascript



		Right-click	here
</div>

可以用以下方式把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 <div>上：

$(	"#target"	).contextmenu(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contextmenu()	called."	)
;
});

现在右击该元素将显示这条提醒：

Handler	for	.contextmenu()	called.

要想人为触发该事件，请不带参数地调用 .contextmenu()：

$(	"#target"	).contextmenu();

其它说明
因为 .contextmenu()方法只是 .on(	"contextmenu",	handler	)的
简写，所以可以使用 .off(	"contextmenu"	)方法来分离它。

示例

当contextmenu（上下文菜单）事件在网页上的一个段落文本中
触发时显示一个“Hello	World!”提醒框：

$(	"p"	).contextmenu(function()	{
		alert(	"Hello	World!"	);
});

右击以切换背景颜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ontextmenu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blue;
				color:	white;
				height:	100px;
				width:	150px;
	}
		div.contextmenu	{
				background:	yellow;
				color:	black;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span>Right	click	the	block</span>
	
<script>
var	div	=	$(	"div:first"	);
div.contextmenu(function()	{
		div.toggleClass(	"contextmenu"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context 下一页：.css()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ontextmenu.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ontextmenu.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String

.css().css()

分类：CSS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9

.css(	propertyName	)

描述：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一个计算过的样
式属性的值。

.css(	propertyName	)

propertyName

类型：String
一个CSS属性

.css(	propertyNames	)

propertyNames

类型：Array
一个或多个CSS属性的数组。

.css()方法是一个便利的方法，从第一个匹配元素上获得经计算的
样式属性，尤其是考虑到不同浏览器对大部分的属性访问（在基于
标准的浏览器中的 getComputedStyle()方法，相当于Internet	Ex
plorer中的 currentStyle属性和 runtimeStyle元素）并且，某些CS
S属性，不同浏览器的写法不一。比如说，Internet	Explorer
的DOM编译器用 styleFloat指代 float属性，与此同时，服从W3C标
准的浏览器用 cssFloat指代它。为了统一性，你可以简单使用 "flo

at"，而且jQuery会把它转换成每种浏览器的当前值。

而且，jQuery还会平等地翻译多单词属性的CSS形式和DOM形式。
举个例子，jQuery理解并返回了 .css(	"background-color")和 .css

(	backgroundColor	)的正确值。这意味着混合大小写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说： .css(	"WiDtH"	)与 .css(	"width"	)并不相同。

注意，一个元素的计算样式可能不同于在样式表中对元素指定的那
个值。比如说，维度的计算样式总是以像素计的，但是在样式表中
它们可能是用em、ex、px或者%指定的。不同的浏览器可以返回逻
辑上相等但是字面上不等的CSS颜色值，例如，#FFF、#ffffff以



及rgb(255,255,255)。
检索CSS属性的简写（例如， margin、 background、 border），虽
然有些浏览器有这样的功能，但是不能保证。举个例子，如果你想
检索到呈现的 border-width，请使用 $(	elem	).css(	"borderTopWidt

h"	)、 $(	elem	).css(	"borderBottomWidth"	)，等等。

对一个元素调用 .css()方法时，它必须连接到DOM。否则，jQuer
y将抛出一个错误。
自从jQuery	1.9，向 .css()传递一个样式数据数组，将导致一个
属性-值对的对象。举个例子，要想检索 border-width的全部四个呈
现值，你可以使用 $(	elem	).css([	"borderTopWidth",	"borderRightW

idth",	"borderBottomWidth",	"borderLeftWidth"	])。

示例

获得一个点击过的div的背景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ss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height:	6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	id="result">&nbsp;</span>
<div	style="background-color:blue;"></div>
<div	style="background-color:rgb(15,99,30);"></
div>



<div	style="background-color:#123456;"></div>
<div	style="background-color:#f11;"></div>
	
<script>
$(	"div"	).click(function()	{
		var	color	=	$(	this	).css(	"background-color"
	);
		$(	"#result"	).html(	"That	div	is	<span	style
='color:"	+
				color	+	";'>"	+	color	+	"</span>."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获得一个点击过的div的宽度、高度、字色以及背景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ss	demo</title>
		<style>
		div	{
				height:	50px;
				margin:	5px;



				padding:	5px;
				float:	left;
		}
		#box1	{
				width:	50px;
				color:	yellow;
				background-color:	blue;
		}
		#box2	{
				width:	80px;
				color:	rgb(255,	255,	255);
				background-color:	rgb(15,	99,	30);
		}
		#box3	{
				width:	40px;
				color:	#fcc;
				background-color:	#123456;
		}
		#box4	{
				width:	70px;
				background-color:	#f11;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id="result">&nbsp;</p>
<div	id="box1">1</div>
<div	id="box2">2</div>
<div	id="box3">3</div>
<div	id="box4">4</div>
	
<script>
$(	"div"	).click(function()	{
		var	html	=	[	"The	clicked	div	has	the	followi
ng	styles:"	];
	
		var	styleProps	=	$(	this	).css([
				"width",	"height",	"color",	"background-col
or"
		]);
		$.each(	styleProps,	function(	prop,	value	)	{



返回:	jQuery

				html.push(	prop	+	":	"	+	value	);
		});
	
		$(	"#result"	).html(	html.join(	"<br>"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0

.css(	propertyName	)

描述：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一个或多个CSS属性。

.css(	propertyName,	value	)

propertyName

类型：String
一个CSS属性名称
value

类型：String	or	Number
一个值，用来设置给属性。

.css(	propertyName,	function	)

propertyName

类型：String
一个CSS属性名称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value	
)	=>	String	or	Number

一个函数，它返回要设置的值。 this是当前的元素。检索
在集合中该元素的索引值的位置，以及旧值作为参数。

.css(	properties	)

propertie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要设置的属性-值对对象。

就和 .prop()方法那样， .css()方法使设置元素的属性变得快速而
且简单。该方法可以取一个属性名和值，作为独立的参数，也可以
取一个键值对对象作为参数。



而且，jQuery还能平等地对待多单词属性的CSS形式和DOM形式。
举个例子，jQuery理解并返回了 .css({	"background-color":	"#ffe

",	"border-left":	"5px	solid	#ccc"	})和 .css({backgroundColor:	"#

ffe",	borderLeft:	"5px	solid	#ccc"	})的正确值。注意，利用DOM
记号法，属性名周围的引号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利用CSS记号法，
对于属性名中带短横的属性，引号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传递一个数字作为值，jQuery将把它转换成字符串，并在字
符串末尾添加 px。如果属性需要除了 px之外的单位，请在调用这
个方法之前把值转换成字符串，并添加合适的单位。
在将 .css()用作设置器的野外，jQuery修改了元素的 style属性。
举个例子， $(	"#mydiv"	).css(	"color",	"green"	)等同于 document.

getElementById(	"mydiv"	).style.color	=	"green"。把样式属性的值
设置为空字符串——例如， $(	"#mydiv"	).css(	"color",	""	) ——如果
它已经直接应用到该属性上了的话，会从这个元素上删除该属性，
无论它是在HTML	的元素属性style上，还是通过jQuery的 .css(

)方法应用这个属性，还是通过直接操纵DOM的 style属性。作为结
果，针对该属性的元素的样式将保存为被应用的值。因此，这个方
法可以用来撤消你之前实施的任何样式修改。然而，它并不会删除
已经用样式表文件或者 <style>元素中的CSS规则应用的样式。警告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对于IE	8及以前的版本，删除一个简写
的属性，比如说 border或者 background将从元素上删除整个样式，
无论在样式表文件或者 <style>元素中怎么设置它。

自从jQuery	1.8, .css设置器将自动照顾属性名的前缀。举个例
子，在Chrome/Safari中，取用 .css(	"user-select",	"none"	)会
自动设置为 -webkit-user-select，Firefox会使用 -moz-user-selec

t，而IE10会使用 -ms-user-select。

自从jQuery	1.6， .css()接受相对值，近似于 .animate()。相对
值是用 +=或 -=开头的字符串，用来递增或递减当前值。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元素的padding-left是10px， .css(	"padding-left",

"+=15"	)将产生一个padding-left:25px。

自从jQuery	1.4， .css()允许我们传入一个函数作为属性值。

$(	"div.example"	).css(	"width",	function(	inde
x	)	{
		return	index	*	50;



});

该示例把匹配的元素的宽度设置成一个逐渐增大的值。
注意：如果在设置函数中没有返回任何东西（亦即， function(	ind

ex,	style	){}	），或者如果返回了 undefined，当前的值并没有变
化。这可以用来有选择地设置只有满足某些标准的值。

示例

当鼠标移到任一个段落文本上时，改变它的字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ss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blue;
				width:	200px;
				font-size:	1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Just	roll	the	mouse	over	me.</p>
	
		<p>Or	me	to	see	a	color	change.</p>
	
<script>
$(	"p"	).on(	"mouseover",	function()	{
		$(	this	).css(	"color",	"red"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第一次点击 div#box的时候给它增加200像素宽度。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ss	demo</title>
		<style>
		#box	{
				background:	black;
				color:	snow;
				width:	100px;
				padding:	1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box">Click	me	to	grow</div>
	
<script>
$(	"#box"	).one(	"click",	function()	{
		$(	this	).css(	"width",	"+=2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段落文本中，高亮被点击的单词。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ss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blue;
				font-weight:	bold;
				cursor:	poi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man
		who	lived	in	a	pizza	parlor.	This
		man	just	loved	pizza	and	ate	it	all
		the	time.		He	went	on	to	be	the



		happiest	man	in	the	world.		The	end.
</p>
	
<script>
var	words	=	$(	"p"	).first().text().split(	/\s+
/	);
var	text	=	words.join(	"</span>	<span>"	);
$(	"p"	).first().html(	"<span>"	+	text	+	"</spa
n>"	);
$(	"span"	).on(	"click",	function()	{
		$(	this	).css(	"background-color",	"yellow"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当鼠标移进移出时，改变font-weight和background-color。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ss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green;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Move	the	mouse	over	a	paragraph.</p>
<p>Like	this	one	or	the	one	above.</p>
	
<script>
$(	"p"	)
		.on(	"mouseenter",	function()	{
				$(	this	).css({
						"background-color":	"yellow",
						"font-weight":	"bolder"
				});
		})
		.on(	"mouseleave",	function()	{
				var	styles	=	{
						backgroundColor	:	"#ddd",
						fontWeight:	""
				};
				$(	this	).css(	styles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点击一个div时增加它的尺寸。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ss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20px;
				height:	15px;
				background-color:	#f33;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click</div>
<div>click</div>
	
<script>
$(	"div"	).on(	"click",	function()	{
		$(	this	).css({
				width:	function(	index,	value	)	{
						return	parseFloat(	value	)	*	1.2;
				},
				height:	function(	index,	value	)	{
						return	parseFloat(	value	)	*	1.2;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contextmenu() 下一页：.data()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ss1.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ss1.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data().data()

分类：数据	|	杂项	>	数据存储



加入于:	1.2.3

加入于:	1.4.3

.data(	key,	value	)

描述：存储与匹配的元素相关的任意数据。

.data(	key,	value	)

key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用来命名要设置的数据段。
value

类型：Anything
新的数据值；这可以是任何JavaScript类型，除了 undef

ined。

.data(	obj	)

obj

类型：Object
一个用来更新数据的键值对对象。

.data()方法允许我们把任何数据类型附加到DOM元素上，不会循环
引用，因此不会内存泄漏。
我们可以为一个元素设置若干个不同的值，然后在以后检索它们：

$(	"body"	).data(	"foo",	52	);
$(	"body"	).data(	"bar",	{	myType:	"test",	coun
t:	40	}	);
$(	"body"	).data(	{	baz:	[	1,	2,	3	]	}	);
$(	"body"	).data(	"foo"	);	//	52
$(	"body"	).data();	//	{	foo:	52,	bar:	{	myType
:	"test",	count:	40	},	baz:	[	1,	2,	3	]	}

在jQuery	1.4.3中，利用 .data(obj)设置一个元素的数据对象，
扩展了先前存储在元素上的数据。

javascript



在jQuery	1.4.3以前的版本中（从jQuery	1.4开始）， .data(

)方法彻底代替了所有数据，而不是扩展数据对象。如果你正在使
用第三方的插件，可能不建议你完全替代元素的数据对象，因为插
件可能也设置了数据。
由于浏览器与插件和外部代码交互的方式， .data()方法不能用在 <

object>上（除非它是一个Flash插件），也不能用在 <applet>或 <

embed;>元素上。

其它说明
注意，这个方法目前不能为在XML	document上设置数据提供
一个跨平台的支持，因为Internet	Explorer不允许通过自
定义属性附加数据。
undefined不能被识别为一个数据值。调用诸如 .code(	"name",	

undefined	)将返回调用它的jQuery对象，允许连缀。

示例

在一个DIV元素上存储一个值，然后检索它。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ata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blue;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返回:	Object

<div>
		The	values	stored	were
		<span></span>
		and
		<span></span>
</div>
	
<script>
$(	"div"	).data(	"test",	{	first:	16,	last:	"pi
zza!"	}	);
$(	"span:first"	).text(	$(	"div"	).data(	"test"
	).first	);
$(	"span:last"	).text(	$(	"div"	).data(	"test"	
).las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2.3

加入于:	1.4

.data(	key,	value	)

描述：返回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段已存储的命名数据
值，通过 .data(	name,	value	)设置，或者通过HTML5元素属性 data

-*设置。

.data(	key	)

key

类型：String
存储的数据的名称。

.data()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data()方法允许我们把任何类型的数据附加到DOM元素上，不会循
环引用，因此不会内存泄漏。我们在同一时间里对一个元素可以检
索几个不同的值，或者设置几个不同的值：

alert(	$(	"body"	).data(	"foo"	)	);
alert(	$(	"body"	).data()	);

上面的行提醒了设置在 body元素上的数据值。如果根本没有数据设
置在那个元素上，将返回 undefined。

alert(	$(	"body"	).data(	"foo"	)	);	//	undefine
d
$(	"body"	).data(	"bar",	"foobar"	);
alert(	$(	"body"	).data(	"bar"	)	);	//	foobar

HTML5	data-*元素属性

自从jQuery	1.4.3，HTML	5的元素属性data-会自动推加到jQ

javascript

javascript

xml

http://ejohn.org/blog/html-5-data-attributes.htm
http://www.w3.org/TR/html5/dom.html#embedding-custom-non-visible-data-with-the-data-*-attributes


uery的数据对象上。带嵌入的破折号的元素属性的这种对待方式在
jQuery	1.6中被改变了，以顺从W3C	HTML5	规范文档。
举个例子，给定以下HTML：

<div	data-role="page"	data-last-value="43"	data
-hidden="true"	data-options='{"name":"John"}'><
/div>

所有下面的jQuery代码都能起作用：

$(	"div"	).data(	"role"	)	===	"page";
$(	"div"	).data(	"lastValue"	)	===	43;
$(	"div"	).data(	"hidden"	)	===	true;
$(	"div"	).data(	"options"	).name	===	"John";

上面代码中的第二句正确地写到了元素的 data-last-value元素属性
上了。万一没有数据通过关键词存储，jQuery会在元素的元素属
性中搜索，把驼峰大小写的字符串转换成一个破折号字符串，然后
在结果中前插入 data-。因此，字符串 lastValue被转换成了 data-l

ast-value。

会作各种尝试，以把字符串转换成一个JavaScript值（这包括了
布尔值、数字、对象、数组和null）。一个值一定会转换成数字，
如果这样做不会改变值的表达法。例如，“1E02”和“100.00”等同
于数字（数量值为100），但是把它们转换成数字会更改它们的表
达法，所以它们被留作字符串。字符串值“100”会被转换成数字10
0。
当data元素属性是一个对象时（以'{'开始）或者是一个数组时（
以'['开始），则 jQuery.parseJSON将用来解析这个字符串；它必须
遵守有效的JSON句法。如果这个值不能解析为一个JavaScript值
，它被留作一个字符串。
要想把元素属性的值检索为字符串，而不试图转换它，请使用 attr

()方法。

该data-元素属性在data属性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推加进去，然后不
再访问或者改变（所有的data值都存储在jQuery内部对象中）。
不带参数地调用 .data()会检索所有的值，作是一个JavaScript

http://en.wikipedia.org/wiki/JSON#Data_types.2C_syntax_and_example


对象。该对象可以安全地缓存在变量中，只要不用 .data(obj)设置
一个新对象。使用该对象直接读取或设置值比对 .data()作单个调
用来读取或设置每个值更快。

var	mydata	=	$(	"#mydiv"	).data();
if	(	mydata.count	<	9	)	{
		mydata.count	=	43;
		mydata.status	=	"embiggened";
}

其它说明
注意，对于在XML	document上设置数据，这个方法目前并不
提供跨平台支持，因为Internet	Explorer不允许通过自定
义属性附加数据。

示例

获得存储在一个元素上，名称为“blah”的数据。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ata	demo</title>
		<style>
		div	{
				margin:	5px;
				background:	yellow;
		}
		button	{
				margin:	5px;
				font-size:	14px;
		}
		p	{
				margin:	5px;
				color:	blue;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A	div</div>
<button>Get	"blah"	from	the	div</button>
<button>Set	"blah"	to	"hello"</button>
<button>Set	"blah"	to	86</button>
<button>Remove	"blah"	from	the	div</button>
<p>The	"blah"	value	of	this	div	is	<span>?</spa
n></p>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var	value;
	
		switch	(	$(	"button"	).index(	this	)	)	{
				case	0	:
						value	=	$(	"div"	).data(	"blah"	);
						break;
				case	1	:
						$(	"div"	).data(	"blah",	"hello"	);
						value	=	"Stored!";
						break;
				case	2	:
						$(	"div"	).data(	"blah",	86	);
						value	=	"Stored!";
						break;
				case	3	:
						$(	"div"	).removeData(	"blah"	);
						value	=	"Removed!";
						break;
		}
	
		$(	"span"	).text(	""	+	value	);
});
</script>
	
</body>



上一页：.css() 下一页：.dblclick()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ata1.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ata1.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dblclick().dblclick()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dblclick(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dblclick”
上，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dblclick(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dblclick(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dblclick()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前两种变体中是 .on(	"dblclick",	handler	)的简写，在第
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dblclick"	)的简写。当一个元素被双击时
，该 dblclick事件被发送到该元素上。任何HTML元素都能接上到这
个事件。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div	id="target">
		Double-click	here
</div>

xml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插图1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任何 <div>上：

$(	"#target"	).dblclick(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dblclick()	called."	);
});

现在在元素上双击，会跳出提醒：

Handler	for	.dblclick()	called.

要想人为触发该事件，请不带参数地调用 .dblclick()。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dblclick();
});

在代码执行之后，在“Trigger	the	handler”上的单击也将跳
出提醒消息。
dblclick事件只在一系列事件精确发生之后才会被触发：

当指针在一个元素内部时，鼠标按钮被按下。
当鼠标按钮被释放时，指针还在元素内部。
在一个取决于系统的时段时，鼠标按钮被按次按下，与此同时
指针还在元素内部。
鼠标按钮被释放，与此同时指针还在元素内部。

不建议把处理函数同时绑定在同一个元素的 click事件和 dblclick

事件上。事件的触发顺序会因浏览器而不同，有些浏览器在 dblclic



k事件之前会接收到两次单击，而另一些浏览器只接收到一次单击
。“双击敏感性”（两次单击会被侦测为一次双击的最大间隔时长）
也会因操作系统而异、因浏览器而异，而且通常是可用户配置的。

其它说明
因为 .dblclick()方法是 .on("dblclick",	handler)的简写，所
以可以使用 .off("dblclick");来分离它。

示例

把一个“Hello	World!”提醒框绑定到网页上每个段落文本的双击
事件上：

$(	"p"	).dblclick(function()	{
		alert(	"Hello	World!"	);
});

双击以切换背景颜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blclick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blue;
				color:	white;
				height:	100px;
				width:	150px;
	}
		div.dbl	{
				background:	yellow;
				color:	black;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上一页：.data() 下一页：deferred.always()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span>Double	click	the	block</span>
	
<script>
var	divdbl	=	$(	"div:first"	);
divdbl.dblclick(function()	{
		divdbl.toggleClass(	"dbl"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blclick.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blclic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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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eferred

deferred.notify()deferred.notify()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7

上一页：deferred.isResolved()

下一页：deferred.notifyWith()

deferred.notify(	args	)

描述：在某个Deferred对象上，用给定的参数 args调用progres
sCallbacks。

deferred.notify(	args	)

args

类型：Object
可选的参数，它会传递给progressCallbacks。

通常，只有Deferred对象的创建器才可以调用这个方法；你可以
利用 deferred.promise()，通过返回一个受限制的Promise对象，
来防止别的代码改变这个Deferred对象的状态，或者报告其状态
。
在调用 deferred.notify的时候，任何通过 deferred.then方法或者 d

eferred.progress方法添加的progressCallbacks回调函数，都
会被调用。会按照添加回调函数的顺序执行回调函数。每个回调函
数被传入来自 .notify()的参数 args。当一个Deferred对象被解
决或者被拒绝后（或者在那之后添加progressCallbacks回调函
数），任何对 .notify()方法的调用都会被忽略。欲得更多信息，
参见Deferred对象。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
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notif
y.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notif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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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eferred

deferred.reject()deferred.reject()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5

上一页：deferred.promise()

下一页：deferred.rejectWith()

deferred.reject(	[args	]	)

描述：拒绝某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参数 args调用任何fa
ilCallback。

deferred.reject(	[args	]	)

args

类型：Anything
一个可选的参数，它会被传递给failCallbacks。

通常，只有Deferred对象的创建器才可以调用这个方法；你可以
利用 deferred.promise()，通过返回一个受限制的Promise对象，
来防止别的代码改变这个Deferred对象的状态，或者报告其状态
。
当这个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任何通过 deferred.then()方法或
deferred.fail()方法添加的failCallbacks都会被调用。会按照
添加回调函数的顺序执行回调函数。来自调用 deferred.reject()的
参数 args传递给每个回调函数。在Deferred对象进入拒绝状态之
后所添加的任何failCallbacks会在添加它们的时候被立即执行
，使用传递给调用 deferred.reject()方法的参数。欲得更多信息，
请参见jQuery.Deferre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
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rejec
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reje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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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eferred

deferred.resolve()deferred.resolve()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5

上一页：deferred.rejectWith()

下一页：deferred.resolveWith()

deferred.resolve(	[args	]	)

描述：解决一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参数 args调用任何do
neCallbacks。

deferred.resolve(	[args	]	)

args

类型：Anything
一个可选的参数的数组，它会被传递给doneCallbacks。

通常，只有Deferred对象的创建器才可以调用这个方法；你可以
利用 deferred.promise()，通过返回一个受限制的Promise对象，
来防止别的代码改变这个Deferred对象的状态，或者报告其状态
。
当这个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任何通过 deferred.then()方法或
deferred.done()方法添加的doneCallbacks都会被调用。会按照
添加回调函数的顺序执行回调函数。来自调用 deferred.resolve()

的参数 args会传递给每个回调函数。在Deferred对象进入解决状
态之后所添加的任何doneCallbacks会在添加它们的时候被立即
执行，使用传递给调用 deferred.resolve()方法的参数。欲得更多
信息，请参见jQuery.Deferre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
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resol
v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resolv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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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delay().delay()

分类：效果	>	自定义效果



加入于:	1.4

.delay(	duration	[,	queueName

]	)

描述：设置一个定时器，以延迟执行队列中后续的项目。

.delay(	duration	[,	queueName	]	)

duration

类型：Integer
一个整型数，表示队列中下一个项目推迟执行的毫秒数。
queueNam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队列的名称。默认是 fx，即标准效
果队列。

该 .delay()方法在jQuery	1.4版中加入，它允许我们推迟跟着队
列后面的函数的执行。它可以用于标准的效果队列，或者用于自定
义队列。只有队列中后面的事件可以被推迟；举个例子，这个方法
不能推迟没有参数形式的 .show()方法和 .hide()方未能，因为这两
者并不使用效果队列。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提供的字符串 'fast'和 'slow'分别表示200毫秒和600毫
秒的持续时间。
我们可以使用标准效果队列，比如说，在 <div	id="foo">的 .slideU

p()和 .fadeIn()之间设置一个800毫秒的延迟：

$(	"#foo"	).slideUp(	300	).delay(	800	).fadeIn(
	400	);

在执行这条语句的时候，元素在300毫秒内向上滑移，然后暂停80
0毫秒，然后在400毫秒内淡入。

.delay()方法是在队列的jQuery效果之间作推迟的最好的办法

javascript



。但是因为它的本身的限制——比如说它不能提供一个方法来取
消推迟—— .delay()方法并不是JavaScript的原生 setTimeout

函数的代替物，后者可能更适合于某些使用情况。

示例

变动两个div的隐藏和显示状态，在显示第一个之前延迟它。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elay	demo</title>
		<style>
		div	{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60px;
				height:	60px;
				float:	left;
		}
		.first	{
				background-color:	#3f3;
				left:	0;
		}
		.second	{
				background-color:	#33f;
				left:	8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button>Run</button></p>
<div	class="first"></div>
<div	class="second"></div>
	
<script>



上一页：deferred.then() 下一页：.delegate()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div.first"	).slideUp(	300	).delay(	800	).
fadeIn(	400	);
		$(	"div.second"	).slideUp(	300	).fadeIn(	4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lay.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la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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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delegate().delegate()

分类：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加入于:	1.4.2

加入于:	1.4.2

.delegate(	selector,	eventTyp

e,	handler	)

描述：针对匹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到一个或
多个事件上，现在或者将来，基于一个指定的根元素集合。

.delegate(	selector,	eventType,	h

andler	)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用来筛选触发事件的元素。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包含了一个或多个用空格分隔的JavaScrip
t事件类型，比如说“click”或者“keydown”或者自定义
事件名称。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事件触发时执行它。

.delegate(	selector,	eventType,	e

ventData,	handler	)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用来筛选触发事件的元素。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包含了一个或多个用空格分隔的JavaScrip
t事件类型，比如说“click”或者“keydown”或者自定义
事件名称。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加入于:	1.4.3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事件触发时执行它。

.delegate(	selector,	events	)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用来筛选触发事件的元素。
event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或多个事件类型以及在这些事件上执行的函数构成的
纯对象。

自从jQuery	1.7， .delegate()方法就被 .on()方法取代了。然而
，对于早期的版本，它依然是使用事件委托的最有效的方式。更多
关于事件绑定和委托的信息，参见 .on()方法的文档。一般来说，
这些是针对两种方法的等效的模板：

//	jQuery	1.4.3+
$(	elements	).delegate(	selector,	events,	data,
	handler	);
//	jQuery	1.7+
$(	elements	).on(	events,	selector,	data,	handl
er	);

举个例子，下面的 .delegate()代码：

$(	"table"	).delegate(	"td",	"click",	function(
)	{
		$(	this	).toggleClass(	"chosen"	);
});

等同于下面的用 .on()写的代码：



$(	"table"	).on(	"click",	"td",	function()	{
		$(	this	).toggleClass(	"chosen"	);
});

要想删除用 .delegate()方法附加的事件，参见 .undelegate()方法
。
传递并处理事件数据的方法与它对 .on()方法所作的相同。

其它说明
因为 .live()方法处理的事件一旦委托到document的上面，就
不能再停止live事件的传播。类似地，通过 delegate()方法处
理的事件将传播到委托事件的元素上；当委托事件处理函数被
调用时，应该已经执行了绑定在它下面的任何元素上的事件处
理函数。然而，那些处理函数，可能通过调用 event.stopPropag

ation()或者返回false来阻止触发委托的处理函数。

示例

点击一个段落文本以添加另一个段落文本。注意—— .delegate()会
把点击事件附加到所有的段落文本上——甚至是新创建的段落文本上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elegate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font-weight:	bold;
				cursor:	pointer;
				padding:	5px;
		}
		p.over	{
				background:	#ccc;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Click	me!</p>
	
<span></span>
	
<script>
$(	"body"	).delegate(	"p",	"click",	function()	
{
		$(	this	).after(	"<p>Another	paragraph!</p>"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当每个段落文本被点击时，在一个提醒框中显示它们的文本内容：

$(	"body"	).delegate(	"p",	"click",	function()	



{
		alert(	$(	this	).text()	);
});

要想取消一个默认操作，并阻止它向上冒泡，只要返回false：

$(	"body"	).delegate(	"a",	"click",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利用preventDefault方法可以只取消默认操作。

$(	"body"	).delegate(	"a",	"click",	function(	e
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也可以绑定自定义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elegate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red;
		}
		span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as	an	attached	custom	event.</p>
<button>Trigger	custom	event</button>



上一页：.delay() 下一页：.dequeue()

<span	style="display:none;"></span>
	
<script>
$(	"body"	).delegate(	"p",	"myCustomEvent",	fun
ction(	e,	myName,	myValue	)	{
		$(	this	).text(	"Hi	there!"	);
		$(	"span"	)
				.stop()
				.css(	"opacity",	1	)
				.text(	"myName	=	"	+	myName	)
				.fadeIn(	30	)
				.fadeOut(	1000	);
});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trigger(	"myCustomEven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legat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legate.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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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dequeue().dequeue()

分类：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	实用工具



加入于:	1.2

.dequeue(	[queueName	]	)

描述：针对匹配的元素，执行队列中下一个函数。

.dequeue(	[queueName	]	)

queueNam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队列的名称。默认是 fx，即标准效
果队列

在调用 .dequeue()时，下一个队列上的函数从队列中删除，然后被
执行。该函数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地导致 .dequeue()被调用，从而序
列可以继续下去。

示例

使用 .dequeue()以结束一个自定义的队列函数，该队列函数允许队
伍保持继续：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equeue	demo</title>
		<style>
		div	{
				margin:	3px;
				width:	50px;
				position:	absolute;
				height:	50px;
				left:	10px;
				top:	30px;
				background-color:	yellow;
		}

xml



		div.red	{
				background-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Start</button>
<div></div>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div"	)
				.animate({	left:"+=200px"	},	2000	)
				.animate({	top:"0px"	},	600	)
				.queue(function()	{
						$(	this	).toggleClass(	"red"	).dequeue();
				})
				.animate({	left:"10px",	top:"30px"	},	700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delegate()

下一页：后代元素选择器	(“ancestor	descendant”)
如果网页
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
equeu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queu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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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元素选择器后代元素选择器	(“ancestor	de	(“ancestor	de

scendant”)scendant”)

分类：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加入于:	1.0

descendant	selector

描述：选择给定的祖先元素的所有的后代元素。

jQuery(	"ancestor	descendant"	)

ancestor:	任何有效的选择器。
descendant:	一个用来筛选后代元素的选择器。

一个元素的后代元素必须是那个元素的子元素、孙代元素、重孙代
元素，等等。

示例

标记所有的属于form元素的后代元素的input元素，并用蓝点边框
框住它。给作为fieldsetr的后代元素的输入框一个黄色的背景，
fieldset是form的后代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escendant	demo</title>
		<style>
		form	{
				border:	2px	green	solid;
				padding:	2px;
				margin:	0;
				background:	#efe;
		}
		div	{
				color:	red;
		}
		fieldset	{
				margin:	1px;
				padding:	3px;

xml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div>Form	is	surrounded	by	the	green	border.<
/div>
	
		<label	for="name">Child	of	form:</label>
		<input	name="name"	id="name">
	
		<fieldset>
				<label	for="newsletter">Grandchild	of	form,
	child	of	fieldset:</label>
				<input	name="newsletter"	id="newsletter">
		</fieldset>
</form>
Sibling	to	form:	<input	name="none">
	
<script>
$(	"form	input"	).css(	"border",	"2px	dotted	bl
ue"	);
$(	"form	fieldset	input"	).css(	"backgroundColo
r",	"yellow"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dequeue() 下一页：.detach()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scendan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scendan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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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detach().detach()

分类：操纵	>	DOM删除



加入于:	1.4

.detach(	[selector	]	)

描述：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

.detach(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筛选出匹配的元素以删除掉它们。

.detach方法与 .remove()方法相同，除了 .detach()方法会保留一
所有的与被删除的元素相关的jQuery数据。当被删除的元素还需
要在后来重新插入到DOM中去时，这个方法很有用。

示例

从DOM中分离所有的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etach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6px	0;
		}
		p.off	{
				background:	black;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xml



上一页：后代元素选择器	(“ancestor	descendant”)

下一页：.die()

	
<p>Hello</p>
how	are
<p>you?</p>
<button>Attach/detach	paragraphs</button>
	
<script>
$(	"p"	).click(function()	{
		$(	this	).toggleClass(	"off"	);
});
var	p;
$(	"button"	).click(function()	{
		if	(	p	)	{
				p.appendTo(	"body"	);
				p	=	null;
		}	else	{
				p	=	$(	"p"	).detach();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tac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ta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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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弃用于：1.7，删除于：1.9

.die().die()

分类：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	已删除



加入于:	1.4.1

加入于:	1.3

加入于:	1.4.3

.die()

描述：从元素上删除之前用 .live()方法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die()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die(	eventType	[,	handler	]	)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JavaScript事件对象，比如
说 click或者 keydown。
handler

类型：String
不需要再执行了的函数。

.die(	events	)

event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纯对象，它由一个或多个事件类型，比如说 click或
者 keydown，以及它们所对应的不再需要执行的函数构成。

任何用 .live()附加的处理函数都可以用 .die()来删除。这种方法
类似于不带参数地调用 .off()方法，它用来删除所有用 .on()方法
附加的处理函数。参见跟 .live()方法和 .on()方法相关的讨论，以
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如果使用时不带参数， .die()会删除所有的之前用 .live()附加到
这些元素上的事件处理函数。
自从jQuery	1.7，不再推荐使用 .die()方法以及它的互补方法 .d

ie()。作为代替，建议使用 .off()以删除用 .on()绑定的事件处理



上一页：.detach() 下一页：:disabled	选择器

函数。
注意：为了让 .die()正确地发挥作用，用于它的选择器必须严格匹
配最初用于 .live()的选择器。

示例

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上解除绑定所有的还活跃着的事件，只要这么写
：

$(	"p"	).die();

要想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上解除绑定所有还活跃着的点击事件，只要
这么写：

$(	"p"	).die(	"click"	);

要想解除绑定一个之前绑定的处理函数，只要把这个函数作为第二
个参数传递给它：

var	foo	=	function()	{
		//	处理某些事件的代码
};
	
//	现在当点击段落文本时会调用foo
$(	"p"	).live(	"click",	foo	);
	
//	现在不再能调用foo了
$(	"p"	).die(	"click",	foo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i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ie.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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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d	:disable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加入于:	1.0

disabled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已经被禁用的元素。

jQuery(	":disabled"	)

就和别的伪类选择器一样（伪类选择器用“:”开头），建议在它前
面加一个标签名或者别的选择器；否则，会暗含普遍选择器（"*"
）。换句话说，光裸的 $(':disabled')等同于 $('*:disabled')，所
以，应该使用 $('input:disabled')或者类似的表达式来代替它。

虽然结果的选择集通常是相同的，但是 :disabled选择器与 [disable

d]元素属性选择器有一个细微的区别； :disabled会检查元素的dis
abled属性的布尔值（是true还是false），与此同时 [disabled]

检查是否存在disabled元素属性。
:disabled选择器只用于选择支持元素属性 disabled的HTML元素（
<button>、 <input>、 <optgroup>、 <option>、 <select>和 <textare

a>）。

示例

找到所有的被禁用的<input>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disabled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input	name="email"	disabled="disabled">
		<input	name="id">

xml



上一页：.die() 下一页：.each()

</form>
	
<script>
$(	"input:disabled"	).val(	"this	is	i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isable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isabled-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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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each().each()

分类：杂项	>	集合操纵	|	遍历



加入于:	1.0

.each(	function	)

描述：迭代一个jQuery对象，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执行一个函数
。

.each(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Element	eleme
nt	)

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执行的函数。

该 .each()方法被设计为简明地制作DOM循环构造，几乎不会出错。
在调用它时，它会迭代遍作为jQuery对象的一部分的DOM元素。每
次回调函数运行时，会传入当前的循环迭代数，它从0开始。更重
要的是，回调函数是在当前DOM元素的上下文中引发的，所以关键
词 this引用了这个元素。

假设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无序列表：

<ul>
		<li>foo</li>
		<li>bar</li>
</ul>

你可以选择这些列表项，并迭代它们：

$(	"li"	).each(function(	index	)	{
		console.log(	index	+	":	"	+	$(	this	).text()	
);
});

为列表中的每个项目记录了消息：

0:	foo

xml

javascript



1:	bar

你可以从回调函数内部，通过返回false来停止循环。
注意：大多数返回jQuery对象的jQuery方法也会在jQuery集合
中迭代元素的集合——这个过程即“隐式迭代”。

//	在这里，.each()方法是不必要的。
$(	"li"	).each(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foo"	);
});
	
//	而是，你可以应用潜在的迭代。
$(	"li"	).addClass(	"bar"	);

示例

迭代遍三个div，并设置它们的color属性。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ach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red;
				text-align:	center;
				cursor:	pointer;
				font-weight:	bolder;
				width:	30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Click	here</div>
<div>to	iterate	through</div>



<div>these	divs.</div>
	
<script>
$(	document.body	).click(function()	{
		$(	"div"	).each(function(	i	)	{
				if	(	this.style.color	!==	"blue"	)	{
						this.style.color	=	"blue";
				}	else	{
						this.style.color	=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要想访问一个jQuery对象，而不是访问常规的DOM元素，请使用 $

(this)。举个例子：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ach	demo</title>
		<style>
		ul	{



				font-size:	18px;
				margin:	0;
		}
		span	{
				color:	blue;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ursor:	pointer;
		}
		.example	{
				font-style:	italic;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To	do	list:	<span>(click	here	to	change)</span>
<ul>
		<li>Eat</li>
		<li>Sleep</li>
		<li>Be	merry</li>
</ul>
	
<script>
$(	"span"	).click(function()	{
		$(	"li"	).each(function()	{
				$(	this	).toggleClass(	"example"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使用 return	false以提前跳出 .each()循环。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ach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40px;
				height:	4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order:	2px	blue	solid;
				text-align:	center;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Change	colors</button>
<span></span>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	id="stop">Stop	here</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上一页：:disabled	选择器

下一页：元素标签名选择器	(“elemen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div"	).each(function(	index,	element	)	{
				//	element	==	this
				$(	element	).css(	"backgroundColor",	"yello
w"	);
				if	(	$(	this	).is(	"#stop"	)	)	{
						$(	"span"	).text(	"Stopped	at	div	index	#
"	+	index	);
						return	false;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
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ach.htm查看
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a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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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标签名选择器元素标签名选择器	(“element”)	(“element”)

分类：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加入于:	1.0

element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用给定的元素标签名的元素。

jQuery(	"element"	)

element:	要搜索的元素。引用DOM节点的tagName属性。

在使用这个表达式的时候，会调用了JavaScript的 getElementByT

agName()函数，以返回适当的元素。

示例

找到每个div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lement	demo</title>
		<style>
		div,	span	{
				width:	60px;
				height:	60px;
				float:	left;
				padding:	10px;
				margin:	10px;
				background-color:	#ee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1</div>
<div>DIV2</div>

xml



上一页：.each() 下一页：.empty()

<span>SPAN</span>
	
<script>
$(	"div"	).css(	"border",	"9px	solid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lemen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lemen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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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empty().empty()

分类：操纵	>	DOM删除



加入于:	1.0

.empty()

描述：从DOM上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所有的子元素节点。

.empty()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不仅删除子元素（以及别的后代元素），而且还会把匹配的
元素集合中的任何文本删除。这是因为，根据DOM规范文档，任何
在元素内部的文本字符串都会被视为该元素的一个子节点。设想以
下HTML：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hello">Hello</div>
		<div	class="goodbye">Goodbye</div>
</div>

我们可以瞄准任何要删除的元素：

$(	".hello"	).empty();

这将导致一个带有 Hello文本的DOM结构被删除。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hello"></div>
		<div	class="goodbye">Goodbye</div>
</div>

如果 <div	class="hello">中有任何数量的嵌套元素，它们也将被删
除。
为了避免内存泄漏，jQuery在删除元素本身之前，先删除了子元
素上的别的构造，比如说data和事件处理函数。
如果你只想删除事件，而不破坏它们的数据或者事件处理函数（从

xml

javascript

xml



而它们可以在后在再次加回去），请使用 .detach()方法代替它。

示例

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中删除所有的子节点（包括文本节点）：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mpty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Hello,	<span>Person</span>	<em>and	person</em
>.
</p>
	
<button>Call	empty()	on	above	paragraph</button
>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empty();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元素标签名选择器	(“element”)

下一页：:empty	选择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
//www.asprain.cn/jQueryAPI/empty.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mp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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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y	:empty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0

empty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没有子元素的元素（子元素包括文本节点）。

jQuery(	":empty"	)

这是 :parent的逆转。

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是： :empty（以及 :parent）中的子元素包括
文本节点。
W3C建议 <p>元素至少有一个子元素，哪怕子元素仅仅是文本（参
见http://www.w3.org/TR/html401/struct/text.html#e
def-P）。另一方面，有些别的元素根据定义是空的（没有子元素
），比如说： <input>、 <img>、 <br>以及 <hr>。

示例

找到所有的内容是空的元素——它们没有任何子元素或者内容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mpty	demo</title>
		<style>
		td	{
				text-align:	ce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table	border="1">
		<tr><td>TD	#0</td><td></td></tr>
		<tr><td>TD	#2</td><td></td></tr>

xml

http://www.w3.org/TR/html401/struct/text.html#edef-P


上一页：.empty() 下一页：:enabled	选择器

		<tr><td></td><td>TD#5</td></tr>
</table>
	
<script>
$(	"td:empty"	)
		.text(	"Was	empty!"	)
		.css(	"background",	"rgb(255,220,200)"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mpty-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mpty-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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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d	:enable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选择所有的可用的元素。



加入于:	1.0

enabled	selector

描述：Selects	all	elements	that	are	enabled.

jQuery(	":enabled"	)

与别的伪类选择器一样（它们以一个“:”开头），建议在它前面用
一个标签名或者别的选择器，否则，会潜在地使用普遍选择器（ "*

"）。换句话说，光裸的 $(	":enabled"	)等同于 $(	"*:enabled"	)，
因此，应该使用 $('input:enabled')或者类似的表达式来代替它。

虽然结果的选择集通常是相同的，但是 :enabled选择器与 :not[disa

bled]元素属性选择器有一个细微的区别； :enabled会检查元素的d
isabled属性的布尔值是否严格等于false，与此同时 :not[disabl

ed]检查是否不存在disabled元素属性。

:enabled选择器必须只用来选择支持元素属性 disabled的HTML元素
（ <button>、 <input>、 <optgroup>、 <option>、 <select>和 <texta

rea>）。

示例

找到所有的可用的<inpu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nabled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input	name="email"	disabled="disabled">
		<input	name="id">

xml



上一页：:empty	选择器 下一页：.end()

</form>
	
<script>
$(	"input:enabled"	).val(	"this	is	i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nable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nabled-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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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end().end()

分类：遍历	>	杂项遍历



加入于:	1.0

.end()

描述：结束当前连缀中最近的一个筛选操作，并把匹配的元素集合
返回到它的上一个状态。

.end()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大多数jQuery的DOM遍历方法操作在jQuery对象实例上，并制作
一个新实例，匹配一个不同的DOM元素集合。当发生这时，它就像
一个新的元素集合被推加到栈上，栈保留在对象内部。每个依次的
筛选器方法把一个新元素集合推加到栈上。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旧的
元素集合，可以使用 end()方法来取回栈中最后一个对象并让栈回
退一步。
假设在网页上有两个简短的列表：

<ul	class="first">
		<li	class="foo">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class="bar">list	item	3</li>
</ul>
<ul	class="second">
		<li	class="foo">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class="bar">list	item	3</li>
</ul>

可以在jQuery的连缀属性中利用 .end()方法。在不使用连缀的时
候，我们经常会利用变量来调出前一个对象，因此我们不需要操纵
堆栈。然而，利用 .end()方法，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方法调用串到一
起：

$(	"ul.first"	)
		.find(	".foo"	)

xml

javascript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end()
		.find(	".bar"	)
				.css(	"background-color",	"green"	);

该连缀搜索了第一个列表内部带有样式类 foo的项目，并把它们的
背景色变成红色。然后 .end()把jQuery对象变回到它调用 .find()

之前的对象，因此第二个 .find()方法查找了 <ul	class="first">内
部带有样式类 bar的项目，而并不只在 <li	class="foo">中查找，并
把匹配的元素的背景变绿。结果是第一个列表的项目1和项目3得到
了着色的背景，第二个列表中没有项目发生改变。
一个长的jQuery连缀可以可视化为一个结构代码块，筛选方法提
供了嵌套块的进口，而 .end()方法关闭了它们：

$(	"ul.first"	)
		.find(	".foo"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end()
		.find(	".bar"	)
				.css(	"background-color",	"green"	)
		.end();

最后的 .end()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在此之后立即丢弃了该jQuer
y对象。然而，当代码写成这种形式时， .end()提供了视觉的对称
性，以及完整感——使编程，至少在一些开发员眼中，变得更可读，
作为代价是损失一点点性能，因为它是一个额外的函数调用。

示例

选择所有的段落文本，找到它们里面的<span>元素，并把选区返
回到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nd	demo</title>



		<style>
		p,	div	{
				margin:	1px;
				padding:	1px;
				font-weight:	bold;
				font-size:	16px;
		}
		div	{
				color:	blue;
		}
		b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Hi	there	<span>how</span>	are	you	<span>doing
</span>?
</p>
	
<p>
		This	<span>span</span>	is	one	of
		several	<span>spans</span>	in	this
		<span>sentence</span>.
</p>
	
<div>
		Tags	in	jQuery	object	initially:	<b></b>
</div>
	
<div>
		Tags	in	jQuery	object	after	find:	<b></b>
</div>
	
<div>
		Tags	in	jQuery	object	after	end:	<b></b>
</div>
	
<script>
jQuery.fn.showTags	=	function(	n	)	{



		var	tags	=	this.map(function()	{
				return	this.tagName;
		})
		.get()
		.join(	",	"	);
		$(	"b:eq(	"	+	n	+	"	)"	).text(	tags	);
		return	this;
};
	
$(	"p"	)
		.showTags(	0	)
		.find(	"span"	)
				.showTags(	1	)
				.css(	"background",	"yellow"	)
		.end()
		.showTags(	2	)
		.css(	"font-style",	"italic"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选择所有的段落文本，找到它们内部的<span>元素，并把选区返
回到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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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nd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10px;
				padding:	1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span>Hello</span>,	how	are	you?</p>
	
<script>
$(	"p"	)
		.find(	"span"	)
		.end()
		.css(	"border",	"2px	red	soli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nd.htm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n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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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eq().eq()

分类：遍历	>	筛选



加入于:	1.1.2

加入于:	1.4

.eq(	index	)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指定索引数的那一个。

.eq(	index	)

index

类型：Integer
一个表示元素的基于0的位置的整型数。

.eq(	indexFromEnd	)

indexFromEnd

类型：Integer
一个整型数，表示元素的位置，从集合中最后一个元素往
前倒数。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eq()方法用
集合中的一个元素构造了一个新jQuery对象。提供的索引号标识
元素在集合中的位置。
设想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个列表项目的集合中：

$(	"li"	).eq(	2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

xml

javascript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第三项变红了。注意提供的索引是基于0的，而
且所指的位置是jQuery中的元素，不是DOM树中的元素。
提供一个负数，表示位置是从集合的末端开始计数的，而不是从开
始端开始计数。例如：

$(	"li"	).eq(	-2	).css(	"background-color",	"re
d"	);

这一次，项目4变红了，因为它是集合中从末端开始第二条。
如果一个元素不能在这个特定的基于0的索引上找到，该方法构造
了一个带空集的新jQuery对象，而且它的 length属性是0。

$(	"li"	).eq(	5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

这里，没有一个项目变红，因为 .eq(5)表示五项目列表中的第六项
。

示例

把带索引号2的div变蓝，并添加一个适当的样式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q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height:	60px;
				margin:	10px;
				float:	left;
				border:	2px	solid	blue;
		}
		.b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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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	"body"	).find(	"div"	).eq(	2	).addClass(	"bl
u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q.htm


ryAPI/eq.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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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	:eq()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8

eq	selector

描述：在匹配的集合内，选择索引为n的那个元素。

jQuery(	":eq(index)"	)

index:	要匹配的元素的基于0的索引。

jQuery(	":eq(-index)"	)

indexFromEnd:	要匹配的元素的基于0的索引，从最后一个
元素开始往前倒数。

索引相关的选择器（ :eq()、 :lt()、 :gt()、 :even、 :odd）筛选
匹配它们的前面的表达式的元素的集合。它们根据元素在匹配集合
中的次序来收窄集合。举个例子，如果元素首先是用样式类选择器
.myclass选择，并返回四个元素，这些元素分别给予索引号0到3。

注意，因为JavaScript数组使用基于零的索引，这些选择器反映
了事实。这就是为什么 $(	".myclass:eq(1)"	)选择了document中
带样式类myclass的第二个元素，而不是第一个。相较之下， :nth

-child(n)使用基于1的索引，以顺众CSS规范文档。

在jQuery	1.8以前的版本中， :eq(index)选择器的索引号并不接
受一个负值（虽然 .eq(index)方法是接受负值的）。

其它说明
因为 :eq()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所以查询 :eq()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提供的 querySelectorAl

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较好的性能，
请使用 $("your-pure-css-selector").eq(index)来代替它。

示例

xml



找到第三个td。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q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table	border="1">
		<tr><td>TD	#0</td><td>TD	#1</td><td>TD	#2</td
></tr>
		<tr><td>TD	#3</td><td>TD	#4</td><td>TD	#5</td
></tr>
		<tr><td>TD	#6</td><td>TD	#7</td><td>TD	#8</td
></tr>
</table>
	
<script>
$(	"td:eq(	2	)"	).css(	"color",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列表项目应用三个不同的样式，以演示 :eq()的设计目的是选择
一个元素，与此同时， :nth-child()或一个循环结构比如说 .each()

内的 :eq()能够选择多个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q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class="nav">
		<li>List	1,	item	1</li>
		<li>List	1,	item	2</li>
		<li>List	1,	item	3</li>
</ul>
<ul	class="nav">
		<li>List	2,	item	1</li>
		<li>List	2,	item	2</li>
		<li>List	2,	item	3</li>
</ul>
	
<script>
//	把黄色背景色应用到单个<li>上
$(	"ul.nav	li:eq(1)"	).css(	"backgroundColor",	
"#ff0"	);
	
//	向每个<ul	class="nav">内部的第二个<li>中的文本应
用斜体
$(	"ul.nav"	).each(function(	index	)	{
		$(	this	).find(	"li:eq(1)"	).css(	"fontStyle"
,	"italic"	);
});
	
//	向<ul	class="nav">的后代元素应用红色的文本颜色
//	针对每个属于它们的父元素的第二个子元素的<li>
$(	"ul.nav	li:nth-child(2)"	).css(	"color",	"re
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通过瞄准倒数第二个<li>，向第二个列表的项目2添加样式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q	demo</title>
		<style>
		.foo	{
				color:	blue;
				background-color: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class="nav">
		<li>List	1,	item	1</li>
		<li>List	1,	item	2</li>
		<li>List	1,	item	3</li>
</ul>



上一页：.eq() 下一页：.error()

<ul	class="nav">
		<li>List	2,	item	1</li>
		<li>List	2,	item	2</li>
		<li>List	2,	item	3</li>
</ul>
	
<script>
$(	"li:eq(-2)"	).addClass(	"foo"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q-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q-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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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弃用于：1.8

.error().error()

分类：事件	>	浏览器事件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error(	handler	)

描述：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error”上。

.error(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触发事件时执行它。

.error(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该方法是 .on(	"error",	handler	)的简写。

自从jQuery	1.8， .error()方法被弃用了。请使用 .on(	"error",

handler	)来把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 error事件上来代替。

被发送到元素上，比如说图像上的该 error事件，是由document
引起，由浏览器载入的。如果元素没有正确地加载就会调用它。
举个例子，设想网页上有一个图像元素：

<img	alt="Book"	id="book">

该事件处理函数被绑定到图像上：

$(	"#book"	)
		.error(function()	{

xml

javascript



				alert(	"Handler	for	.error()	called."	)
		})
		.attr(	"src",	"missing.png"	);

如果图像元素不能载入（比如说，因为它不在提供的URL上），则
会跳出提醒：

Handler	for	.error()	called.

必须在浏览器引发 error事件前附加事件处理函数，这就是为什
么事件在附加该处理函数之后才设置元素属性 src。而且，当网
页是本地提供的时候， error事件可能不能正确地引发； error

依赖于HTTP状态，而且如果URL使用 file:协议，一般不会触
发该事件。

注意：一个jQuery error事件处理函数不能附加到 window对象上。
在发生一个脚本错误时，浏览器会引发 window的 error事件。然而
，windows的 error事件接受到一个不同的参数，而且具有与常见
的事件处理函数不同的返回值。请使用 window.onerror来代替。

其它说明
因为 .error()方法是 .on(	"error",	handler	)的简写，所以可
以使用 .off(	"error"	)来分离。

示例

要想把所有的缺失的图像替换成另一个，你可以在传给 .error的回
调函数内部更新元素属性 src。确保替代的像是存在的；否则会没
完没了地触发 error事件。

//	如果该missing.png已经缺失了，会用replacement.pn
g代替它。
$(	"img"	)
		.error(function()	{
				$(	this	).attr(	"src",	"replacement.p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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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ttr(	"src",	"missing.png"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rr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rr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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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even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0

even	selector

描述：选择偶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 odd。

jQuery(	":even"	)

特别需要注意，从0开始的索引意味着，反直觉地， :even选择了第
一个元素、第三个元素……在匹配的集合中依此类推。

其它说明
因为 :even是一个jQuery扩展，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所以用 :even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提供的 querySelecto

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even选择元素时获得最
佳性能，请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使用 .filt

er(":even")来筛选它们。
选中的元素以它在document中出现的顺序。

示例

查找偶数表格行，匹配第一行、第三行、依此类推（索引号为0、2
、4等等）。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	demo</title>
		<style>
		table	{
				background:	#ee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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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body>
	
<table	border="1">
		<tr><td>Row	with	Index	#0</td></tr>
		<tr><td>Row	with	Index	#1</td></tr>
		<tr><td>Row	with	Index	#2</td></tr>
		<tr><td>Row	with	Index	#3</td></tr>
</table>
	
<script>
$(	"tr:even"	).css(	"background-color",	"#bbf"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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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Object

event.dataevent.data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1

event.data

描述：如果当前正在执行的处理函数被绑定了，向一个事件方法传
递一个可选的数据对象。

event.data

示例

在一个for循环内部，向 .on()方传传递值i，从而当前的迭代的值
得到保留。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data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0	</button>
<button>	1	</button>
<button>	2	</button>
<button>	3	</button>
<button>	4	</button>
	
<div	id="log"></div>
	
<script>
var	logDiv	=	$(	"#log"	);
	
for	(	var	i	=	0;	i	<	5;	i++	)	{
		$(	"button"	).eq(	i	).on(	"click",	{	value:	i
	},	function(	event	)	{
				var	msgs	=	[

xml



上一页：event.currentTarget

下一页：event.delegateTarget

						"button	=	"	+	$(	this	).index(),
						"event.data.value	=	"	+	event.data.value,
						"i	=	"	+	i
				];
				logDiv.append(	msgs.join(	",	"	)	+	"<br>"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
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data.htm查
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da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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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String

event.namespaceevent.namespace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4.3

event.namespace

描述：当事件被触发时，所指定的命名空间。

event.namespace

这属性主要提供给插件作者用来处理的不同任务，具体取决于事件
使用的命名空间。

示例

确定所使用的事件的命名空间。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namespace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display	event.namespace</button>
<p></p>
	
<script>
$(	"p"	).on(	"test.something",	function(	event	
)	{
		alert(	event.namespace	);
});
$(	"button"	).click(function(	event	)	{
		$(	"p"	).trigger(	"test.something"	);
});
</script>
	
</body>
</html>

xml



上一页：event.metaKey 下一页：event.pageX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namespac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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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Object

event.resultevent.result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3

event.result

描述：由某个事件触发的事件处理函数返回的最后值，除非该值是
undefined。

event.result

这个属性可以用来读取自定义事件返回的前一个值。

示例

显示前一个处理函数的返回值。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resul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display	event.result</button>
<p></p>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event	)	{
		return	"hey";
});
$(	"button"	).click(function(	event	)	{
		$(	"p"	).html(	event.result	);
});
</script>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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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event.relatedTarget

下一页：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
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
t.resul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res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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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Element

event.targetevent.target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0

event.target

描述：初始化该事件的DOM元素。

event.target

target属性可以注册事件的元素，或者是它的后代元素。它通常用
来对 event.target和 this作比较，以确定事件是否是因为事件冒泡
而受处理的。当事件冒泡的时候，这个属性可以用在事件委托上。

示例

显示所点击的标签名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target	demo</title>
		<style>
		span,	strong,	p	{
				padding:	8px;
				display:	block;
				border:	1px	solid	#999;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log"></div>
<div>
		<p>
				<strong><span>click</span></strong>
		</p>
</div>
	

xml



<script>
$(	"body"	).click(function(	event	)	{
		$(	"#log"	).html(	"clicked:	"	+	event.target.
nodeName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实现一个简单的事件委托：在一个无序列表上添加点击事件处理函
数，该列表的子元素<li>的子元素都被隐藏。点击任一个<li;>会
切换它的子元素的显示和隐藏（参见 .toggle()）。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targe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li>item	1
				<ul>



上一页：event.stopPropagation()

						<li>sub	item	1-a</li>
						<li>sub	item	1-b</li>
				</ul>
		</li>
		<li>item	2
				<ul>
						<li>sub	item	2-a</li>
						<li>sub	item	2-b</li>
				</ul>
		</li>
</ul>
	
<script>
function	handler(	event	)	{
		var	target	=	$(	event.target	);
		if	(	target.is(	"li"	)	)	{
				target.children().toggle();
		}
}
$(	"ul"	).click(	handler	).find(	"ul"	).hide();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下一页：event.timeStamp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

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target.htm查看示
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targe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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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String

event.typeevent.type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0

上一页：event.timeStamp 下一页：event.which

event.type

描述：描述事件的性质。

event.type

示例

在所有的锚点上点击，跳出事件类型的提醒。

$(	"a"	).click(function(	event	)	{
		alert(	event.type	);	//	"click"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typ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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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Number

event.whichevent.which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1.3

event.which

描述：对于键盘或鼠标事件，该属性标明了指定的键或者鼠标按键
是否被按下了。

event.which

该 event.which规范化了 event.keyCode和 event.charCode。建议通过
观察 event.which来了解键盘输入。欲知详情，请阅读event.char
Code	on	the	MDN。
event.which也规范化了鼠标按键按下（用于 mousedown和 mouseup，
对左按键报告1，对中按键即滚轮报告2，对右按键报告3）。请使
用 event.which来代替 event.button。

示例

记录哪个键被按下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which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id="whichkey"	value="type	something">
<div	id="log"></div>
	
<script>
$(	"#whichkey"	).on(	"keydown",	function(	event
	)	{
		$(	"#log"	).html(	event.type	+	":	"	+		event.
which	);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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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记录哪个鼠标按钮被按下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which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id="whichkey"	value="click	here">
<div	id="log"></div>
	
<script>
$(	"#whichkey"	).on(	"mousedown",	function(	eve
nt	)	{
		$(	"#log"	).html(	event.type	+	":	"	+		event.
which	);
});



上一页：event.type 下一页：.fadeIn()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whic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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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file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file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type="file"的<input>元素。

jQuery(	":file"	)

:file 	is	equivalent	to	 [type="file"] .	与别的伪类选择器
一样（它们以一个“:”开头），建议在它前面用一个标签名或者别
的选择器，否则，会潜在地使用普遍选择器（ "*"）。In	other	
words,	the	bare	 $(	":file"	) 	is	equivalent	to	 $("*:f

ile"	) ,	so	 $(	"input:file"	) 	should	be	used	instead.

其它说明
因为 :file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所以查询 :file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提供的 querySelectorAl

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较好的性能，
请使用 [type="file"]来代替它。

示例

找到所有的提交文件的<inpu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le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4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xml



</head>
<body>
	
<form>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file">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image">
		<input	type="password">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eset">
		<input	type="submit">
		<input	type="text">
		<select><option>Option</option></select>
		<textarea></textarea>
		<button>Button</button>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nput	=	$(	"input:file"	).css({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3px	red	solid"
});
$(	"div"	)
		.text(	"For	this	type	jQuery	found	"	+	input.
length	+	"."	)
		.css(	"color",	"red"	);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fadeToggle() 下一页：.filter()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ile-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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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filter().filter()

分类：遍历	>	筛选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4

.filter(	selector	)

描述：把匹配元素的集合缩小到只剩下匹配选择器的那些元素，或
者通得过函数测试的那些元素。

.filter(	selector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包含选择器表达式的字符串，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当前
元素集合中的元素。

.filter(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Element	eleme
nt	)	=>	Boolean

用来测试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函数。 this是当前DOM元素。

.filter(	elements	)

elements

类型：Element
一个或多个DOM元素，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当前元素集合。

.filter(	selection	)

selection

类型：jQuery
一个已有的jQuery对象，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当前元素集合
中的元素。

给定一个代表DOM元素集合的jQuery对象， .filter()方法从匹配

xml



的元素的一个子集构造了一个新的jQuery对象。所提供的选择器
针对每个元素作测试；所有的匹配选择器的元素将包含在结果中。
设想一个网页带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li>list	item	6</li>
</ul>

我们可以对列表项目的集合应用这个方法：

$(	"li"	).filter(	":even"	).css(	"background-co
lor",	"red"	);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项目1、项目3、项目5背景变红，因为它们匹配
了选择器（再次强调 :even和 :odd使用基于1的索引）。

使用一个筛选器函数

该方法的第二种形式允许我们根据一个函数而不是根据一个选择器
筛选元素。对于每个元素，如果函数返回true（或者返回“真”值
），元素将包含在筛选结果集中；否则，它会被排除。假设我们有
一个稍微复杂的HTML代码：

<ul>
		<li><strong>list</strong>	item	1	-	one	strong
	tag</li>
		<li><strong>list</strong>	item	<strong>2</str
ong>	-
				two	<span>strong	tags</span></li>
		<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li>list	item	6</li>
</ul>



我们可以选择列表项目，然后基于它们的内容筛选它们：

$(	"li"	)
		.filter(function(	index	)	{
				return	$(	"strong",	this	).length	===	1;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这段代码将只更改第一项，因为它正好包含了一个 <strong>标签。
在筛选函数内部， this依次引用到每个DOM。该传递到函数的参数
告诉我们被jQuery对象所匹配的集合内部的DOM元素的索引。
我们可以利用传递给函数的 index，它表示在未筛选的匹配的元素
集合内部的元素的基于零的位置。

$(	"li"	)
		.filter(function(	index	)	{
				return	index	%	3	===	2;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对代码的此更改将导致第三和第六个列表项目被高亮显示，因为它
使用了取模操作符（ %）来选择每个条目的 index值，当这个值除
以3时，有余数2。

示例

改变所有div的颜色；然后给带有“middle”类的div添加一个边框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lter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height:	6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order:	2px	white	soli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	class="middle"></div>
<div	class="middle"></div>
<div	class="middle"></div>
<div	class="middle"></div>
<div></div>
	
<script>
$(	"div"	)
		.css(	"background",	"#c8ebcc"	)
		.filter(	".middle"	)
				.css(	"border-color",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改变所有的div的字色；然后向第二个div（index==1）以及带有
id“fourth”的div添加一个边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lter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height:	6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order:	3px	white	soli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first"></div>
<div	id="second"></div>
<div	id="third"></div>
<div	id="fourth"></div>
<div	id="fifth"></div>
<div	id="sixth"></div>
	
<script>
$(	"div"	)
		.css(	"background",	"#b4b0da"	)
		.filter(function(	index	)	{
				return	index	===	1	||	$(	this	).attr(	"id"	
)	===	"fourth";
		})
				.css(	"border",	"3px	double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file	选择器 下一页：.find()

选择所有的div，并用一个DOM元素筛选选区，，保留唯一的带有i
d“unique”的元素。

$(	"div"	).filt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	"un
ique"	)	);

选择所有的div，并用一个jQuery对象筛选选区，保留唯一的带有
id“unique”的元素。

$(	"div"	).filter(	$(	"#unique"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ilte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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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find().find()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6

.find(	selector	)

描述：获得当前所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后代元素，用一个
选择器、jQuery对象，或者元素作筛选。

.find(	selector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find(	element	)

element

类型：Element	or	jQuery
一个元素或者jQuery对象，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find()方法
允许我们搜遍这些元素在DOM树中的后代元素，并从匹配的元素构
成一个新的jQuery对象。 .find()方法和 .children()方法很相似
，除了后者只能遍历DOM树中的一个层级。
.find()方法的第一种签名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与我们可以传
递给 $()函数的选择器表达式类型相同。元素将被筛选以测试它们
是否匹配该选择器。
设想一个网页带有一个基本的嵌套列表：

<ul	class="level-1">
		<li	class="item-i">I</li>
		<li	class="item-ii">II
				<ul	class="level-2">
						<li	class="item-a">A</li>
						<li	class="item-b">B
								<ul	class="level-3">

xml



										<li	class="item-1">1</li>
										<li	class="item-2">2</li>
										<li	class="item-3">3</li>
								</ul>
						</li>
						<li	class="item-c">C</li>
				</ul>
		</li>
		<li	class="item-iii">III</li>
</ul>

如果我们从项目II开始，我们可以在它里面找到列表项目：

$(	"li.item-ii"	).find(	"li"	).css(	"background
-color",	"red"	);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在项目A、B、1、2、3和C上有一个红色的背景
。虽然项目II匹配选择器表达式，但是它不包含在结果中；只有后
代元素可以考虑作为匹配的候选项。

与别的树遍历方法不同，该选择器表达式需要在 .find()中调用
。如果我们需要检索所有的后代元素，我们可以传入普遍选择
器 '*'以完成这。

选择器上下文是用 .find()方法实现的；因此， $(	"li.item-ii"	).f

ind(	"li"	)等同于 $(	"li",	"li.item-ii"	)。

自从jQuery	1.6开始，我们可以用一个给定的jQuery集合或元
素筛选选区。用和上面相同的嵌套列表，如果你开始于：

var	allListElements	=	$(	"li"	);

然后传入该jQuery对象以查找：

$(	"li.item-ii"	).find(	allListElements	);

这将返回一个jQuery集合，它只包含了作为项目II的后代元素的
列表元素：



类似地，也可以传入一个元素以查找它：

var	item1	=	$(	"li.item-1"	)[	0	];
$(	"li.item-ii"	).find(	item1	).css(	"backgroun
d-color",	"red"	);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项目1的背景变红色：

示例

从每个段落文本开始，搜索后代元素中的<span>元素，与 $(	"p	sp

an"	)相同。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nd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span>Hello</span>,	how	are	you?</p>
<p>Me?	I'm	<span>good</span>.</p>
	
<script>
$(	"p"	).find(	"span"	).css(	"color",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一个选区使用一个所有<span>标签的jQuery集合。只有在一个<p
>标签内部的<span>变成红色，与此同时别的都留作蓝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nd	demo</title>
		<style>
		span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span>Hello</span>,	how	are	you?</p>
<p>Me?	I'm	<span>good</span>.</p>
<div>Did	you	<span>eat</span>	yet?</div>
	
<script>
var	spans	=	$(	"span"	);
$(	"p"	).find(	spans	).css(	"color",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每个单词周围添加一个<span>，然后对带字母t的<span>添加
一个悬停和斜体单词。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nd	demo</title>
		<style>
		p	{
				font-size:	20px;
				width:	200px;
				color:	blue;
				font-weight:	bold;
				margin:	0	10px;
		}
		.hilite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When	the	day	is	short
		find	that	which	matters	to	you
		or	stop	believing
</p>
	
<script>



上一页：.filter() 下一页：.finish()

var	newText	=	$(	"p"	).text().split(	"	"	).join
(	"</span>	<span>"	);
newText	=	"<span>"	+	newText	+	"</span>";
	
$(	"p"	)
		.html(	newText	)
		.find(	"span"	)
				.hover(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hilite"	);
				},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hilite"	);
				})
		.end()
		.find(	":contains('t')"	)
				.css({
						"font-style":	"italic",
						"font-weight":	"bolder"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ind.htm


ryAPI/fin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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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finish().finish()

分类：效果	>	自定义效果



加入于:	1.9

.finish(	[queue	]	)

描述：针对匹配的元素，停止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删除所有队列
中的动画，并结束所有动画。

.finish(	[queue	]	)

queue	(默认值： 'fx' )

类型：String
要停止动画的队列的名称。

当在一个元素上调用 .finish()方法时，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以及
所有的队列动画（如果有的话）立即停止，它们的CSS属性设置为
它们的目标值。所有队列的动画都被移除。
如果提供了第一个参数，只有队列中以这个字符串代表的动画会停
止。
.finish()方法近似于 .stop(true,	true)，它清除了队列，而且当
前动画跳到它的末值。毕竟，它不同于 .finish()， .finish()还会
导致所有的队列动画的CSS属性跳到它们的末值。

通过把 jQuery.fx.off设置成 true，可以全局地停掉所有的动画
。如果这样做的话，所有的动画方法都会立即把元素设置到它
们在调用方法时设定的最终状态，而不是显示一个动画效果。

示例

点击一次Go按钮开始动画，点击别的按钮以查看它们如果对当前的
动画和队列中的动作产生影响。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xml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nish	demo</title>
		<style>
		.box	{
				position:	absolute;
				top:	10px;
				left:	10px;
				width:	15px;
				height:	15px;
				background:	black;
		}
		#path	{
				height:	244px;
				font-size:	70%;
				border-left:	2px	dashed	red;
				border-bottom:	2px	dashed	green;
				border-right:	2px	dashed	blue;
		}
		button	{
				width:	12em;
				display:	block;
				text-align:	left;
				margin:	0	auto;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box"></div>
<div	id="path">
		<button	id="go">Go</button>
		<br>
		<button	id="bstt"	class="b">.stop(	true,true	
)</button>
		<button	id="bcf"	class="b">.clearQueue().fini
sh()</button>
		<br>
		<button	id="bstf"	class="b">.stop(	true,	fals
e	)</button>
		<button	id="bcs"	class="b">.clearQueue().stop
()</button>
		<br>



		<button	id="bsff"	class="b">.stop(	false,	fal
se	)</button>
		<button	id="bs"	class="b">.stop()</button>
		<br>
		<button	id="bsft"	class="b">.stop(	false,	tru
e	)</button>
		<br>
		<button	id="bf"	class="b">.finish()</button>
</div>
	
<script>
var	horiz	=	$(	"#path"	).width()	-	20,
		vert	=	$(	"#path"	).height()	-	20;
	
var	btns	=	{
		bstt:	function()	{
				$(	"div.box"	).stop(	true,	true	);
		},
		bs:	function()	{
				$(	"div.box"	).stop();
		},
		bsft:	function()	{
				$(	"div.box"	).stop(	false,	true	);
		},
		bf:	function()	{
				$(	"div.box"	).finish();
		},
		bcf:	function()	{
				$(	"div.box"	).clearQueue().finish();
		},
		bsff:	function()	{
				$(	"div.box"	).stop(	false,	false	);
		},
		bstf:	function()	{
				$(	"div.box"	).stop(	true,	false	);
		},
		bcs:	function()	{
				$(	"div.box"	).clearQueue().stop();
		}
};
	
$(	"button.b"	).on(	"click",	function()	{
		btns[	this.id	]();
});



上一页：.find() 下一页：.first()

	
$(	"#go"	).on(	"click",	function()	{
		$(	".box"	)
				.clearQueue()
				.stop()
				.css({
						left:	10,
						top:	10
				})
				.animate({
						top:	vert
				},	3000	)
				.animate({
						left:	horiz
				},	3000	)
				.animate({
						top:	10
				},	30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inis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inis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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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first().first()

分类：遍历	>	筛选



加入于:	1.4

.first()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集合中的第一个。

.firs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first()方法
从集合中第一个元素构造了一个新jQuery对象。
设想一个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我们可以将这个方法应用到列表项目的集合上：

$(	"li"	).first().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第一项变成红色背景：

示例

高亮段落文本中第一个<span>。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xml

javascript

xml



上一页：.finish() 下一页：:first-child	选择器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rst	demo</title>
		<style>
		.highlight{
				background-color: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span>Look:</span>
		<span>This	is	some	text	in	a	paragraph.</span
>
		<span>This	is	a	note	about	it.</span>
</p>
	
<script>
$(	"p	span"	).first().addClass(	"highligh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irs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ir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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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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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child	:first-chil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1.4

first-child	selector

描述：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父元素中的第一个子元素
。

jQuery(	":first-child"	)

:first选择器只匹配一个元素，与此同时 :first-child可以匹配超
过一个元素：每个父元素都有一个。这等同于 :nth-child(1)。

示例

找到匹配的<div>中第一个<span>，给它加下划线并加一个悬停
状态。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rst-child	demo</title>
		<style>
		span	{
				color:	#008;
		}
		span.sogreen	{
				color:	green;
				font-weight:	bold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span>John,</span>
		<span>Karl,</span>

xml



上一页：.first() 下一页：:first-of-type	选择器

		<span>Brandon</span>
</div>
<div>
		<span>Glen,</span>
		<span>Tane,</span>
		<span>Ralph</span>
</div>
	
<script>
$(	"div	span:first-child"	)
		.css(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hover(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sogreen"	);
		},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sogreen"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irst-chil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irst-child-selector.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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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of-type	:first-of-type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9

first-of-type	selector

描述：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同名的同辈元素中的第一
个。

jQuery(	":first-of-type"	)

:first-of-type选择器匹配没有在document树中没有和它父元素
相同、标签名相同的元素在它前面的元素。

示例

在每个匹配的<div>中找到第一个<span>并给它加一个样式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rst-of-type	demo</title>
		<style>
		span.fot	{
				color:	red;
				font-size:	120%;
				font-style:	italic;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span>Corey,</span>
		<span>Yehuda,</span>
		<span>Adam,</span>
		<span>Todd</span>
</div>
<div>

xml



上一页：:first-child	选择器 下一页：:first	选择器

		<b>Nobody,</b>
		<span>Jörn,</span>
		<span>Scott,</span>
		<span>Timo</span>
</div>
	
<script>
$(	"span:first-of-type"	).addClass(	"fo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irst-of-type-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irst-of-type-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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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firs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0

first	selector

描述：选择第一个匹配的元素。

jQuery(	":first"	)

该 :first伪类等同于 :eq(	0	)。它还可以写成 :lt(	1	)。它只匹配
一个元素，与此同时 :first-child可以匹配超过一个元素：每个父
元素一个。

其它说明
因为 :first是一个jQuery扩展，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使用 :first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的DOM提供的 querySelect

orAll()方法来提高性。要想在使用 :first选择元素时取得最
佳性能，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使用 .filter

(":first")作筛选。
选中的元素以它在document中出现的顺序。

示例

找到第一个表行。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irst	demo</title>
		<style>
		td	{
				color:	blue;
				font-weight:	bol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xml



上一页：:first-of-type	选择器 下一页：.focus()

.10.2.js"></script>
</head>
<body>
	
<table>
		<tr><td>Row	1</td></tr>
		<tr><td>Row	2</td></tr>
		<tr><td>Row	3</td></tr>
</table>
	
<script>
$(	"tr:first"	).css(	"font-style",	"italic"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irs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irs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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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focus().focus()

分类：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focus(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上，
或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focus(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focus(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focus()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在前两个变体中，该方法是 .on(	"focus",	handler	)的简写，
在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focus"	)的简写。
当一个元素获得焦点时， focus事件被发送到该元素。该事件
潜在地只适合于一些有限的元素集合，比如说表单元素（ <inp

ut>、 <select>等等）以及链接（ <a	href>）。在最近的浏览
器版本中，这个事件扩展到包括所有的元素类型，只要显式地
设置元素的 tabindex属性。一个元素可以通过键盘命令获得焦
点，比如说Tab键，或者通过鼠标在元素上点击获得焦点。
带焦点的元素，通常被浏览器以一些方式高亮，比如说用点点
线包围该元素。焦点用来确定哪个元素是每一个接收键盘相关



的事件的。

试图把焦点设置到一个隐藏的元素上，会导致Internet	Expl
orer中的一个错误。要小心，只能在可见的元素上使用 .focus(

)。要想运行一个元素的获得焦点事件处理函数，而不在元素上
设置焦点，请使用 .triggerHandler(	"focus"	)来代替 .focus()

。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form>
		<input	id="target"	type="text"	value="Field	1
">
		<input	type="text"	value="Field	2">
</form>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第一个输入字段上：

$(	"#target"	).focus(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focus()	called."	);
});

现在点击第一个字段，或者别的字段上轻角尺它，显示这条提醒：

Handler	for	.focus()	called.

我们可以在别的元素被点击时触发该事件：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focus();
});

在代码执行之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将也会跳出这
条消息。



focus事件不能在Internet	Explorer中冒泡。因此，依赖于 foc

us事件传播的脚本不能跨浏览器一致性起作用。然而，自从jQuer
y	1.4.2，jQuery通过在它的委托方法 .live()和 .delegate()中
把 focus映射到 focusin事件，变通地解决了这个限制。

其它说明
因为 .focus()方法只是 .on(	"focus",	handler	)的简写，所以
可以利用 .off("focus")来分离它。

示例

引发聚焦：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ocus	demo</title>
		<style>
		span	{
				display:	non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input	type="text">	<span>focus	fire</span><
/p>
<p><input	type="password">	<span>focus	fire</sp
an></p>
	
<script>
$(	"input"	).focus(function()	{
		$(	this	).next(	"span"	).css(	"display",	"inl
ine"	).fadeOut(	1000	);
});



上一页：:first	选择器 下一页：:focus	选择器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要想阻止用户在文本输入框中打字，只要：

$(	"input[type=text]"	).focus(function()	{
		$(	this	).blur();
});

要想在网页打开时光标聚集在一个还id“login”的登录框上，只要
：

$(	document	).ready(function()	{
		$(	"#login"	).focus();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ocu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ocus.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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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focus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加入于:	1.6

focus	selector

描述：选择当前正获得焦点的那个元素。

jQuery(	":focus"	)

与别的伪类选择器一样（它们以一个“:”开头），建议在它前面用
一个标签名或者别的选择器，否则，会潜在地使用普遍选择器（ "*

"）。换句话说，光裸的 $(	":focus"	)等同于 $(	"*:focus"	)。如
果你正在查找当前获得焦点的元素， $(	document.activeElement	)

就可以检索到它，而不需要搜遍整个DOM树。

示例

把“focused”类添加到任一个获得焦点的元素上：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ocus	demo</title>
		<style>
		.focused	{
				background:	#abcdef;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content">
		<input	tabIndex="1">
		<input	tabIndex="2">
		<select	tabIndex="3">
				<option>select	menu</option>
		</select>

xml



上一页：.focus() 下一页：.focusin()

		<div	tabIndex="4">
				a	div
		</div>
</div>
	
<script>
$(	"#content"	).delegate(	"*",	"focus	blur",	fu
nction()	{
		var	elem	=	$(	this	);
		setTimeout(function()	{
				elem.toggleClass(	"focused",	elem.is(	":foc
us"	)	);
		},	0	);
});
</script>
	
</body>
</html>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ocus-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ocus-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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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focusin().focusin()

分类：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focusin(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事件“focusin”上。

.focusin(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focusin(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focusin()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在前两种变体中，该方法是 .on(	"focusin",	handler	)的简写，在
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focusin"	)的简写。

当一个元素获得焦点，或者它里面的元素获得焦点时， focusin事
件发送到这个元素。这个事件与focus事件的区别是，它支持在父
元素上侦测焦点事件（换句话说，它支持冒泡）。
该事件很容易与 focusout事件一起使用。

其它说明
因为 .focusin()方法是 .on(	"focus",	handler	)的简写，所以



可以用 .off(	"focusin"	)来分离它。

示例

观察一个焦点发生在网页上的段落文本内。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ocusin	demo</title>
		<style>
		span	{
				display:	non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input	type="text">	<span>focusin	fire</span
></p>
<p><input	type="password">	<span>focusin	fire</
span></p>
	
<script>
$(	"p"	).focusin(function()	{
		$(	this	).find(	"span"	).css(	"display",	"inl
ine"	).fadeOut(	10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focus	选择器 下一页：.focusou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ocusi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ocus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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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focusout().focusout()

分类：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focusout(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focusout”
上。

.focusout(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focusout(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focusout()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这个方法，当它带参数时，是 .on(	"focusout",	handler	)的简写，
不带参数时，是 .trigger(	"focusout"	)的简写。

当一个元素失去焦点，或者它的内部任何一个元素失去焦点时，该
focusout事件发送到该元素上。这个事件与blur事件的区别是，它
支持侦测在后代元素上失去焦点（换句话说，它支持冒泡）。
这个事件很容易与 focusin事件一起使用。

其它说明



因为 .focusout()方法是 .on(	"focusout",	handler	)的简写，
所以可以用 .off(	"focusout"	)来分离它。

示例

观察在一个段落文本内部失去焦点，并注意到 focusout计数和 blur

计数的不同之处。（ blur计数不会改变，因为那些事件不会冒泡。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ocusout	demo</title>
		<style>
		.inputs	{
				float:	left;
				margin-right:	1em;
		}
		.inputs	p	{
				margin-top:	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inputs">
		<p>
				<input	type="text"><br>
				<input	type="text">
		</p>
		<p>
				<input	type="password">
		</p>
</div>
<div	id="focus-count">focusout	fire</div>
<div	id="blur-count">blur	fire</div>
	



上一页：.focusin() 下一页：.get()

<script>
var	focus	=	0,
		blur	=	0;
$(	"p"	)
		.focusout(function()	{
				focus++;
				$(	"#focus-count"	).text(	"focusout	fired:	
"	+	focus	+	"x"	);
		})
		.blur(function()	{
				blur++;
				$(	"#blur-count"	).text(	"blur	fired:	"	+	b
lur	+	"x"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ocusou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ocus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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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Element

.get().get()

分类：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加入于:	1.0

.get(	index	)

描述：取回jQuery对象所匹配的DOM元素。

.get(	index	)

index

类型：Integer
一个基于零的整型数，它表示了要检索的元素。

.get()方法许可在每个jQuery对象下面对DOM节点的访问。如果 i

ndex的值超过了边界——小于元素的负数目或等于大于元素的数目——
它会返回一个 undefined。设想一个简单的无序列表：

<ul>
		<li	id="foo">foo</li>
		<li	id="bar">bar</li>
</ul>

利用一个指定的索引， .get(	index	)检索到单个元素：

console.log(	$(	"li"	).get(	0	)	);

因为索引是以零为基数的，返回了第一个列表项：

<li	id="foo">

每个jQuery对象都伪装成一个数组，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该数组解
除引用运算符以获得列表中的项目：

console.log(	$(	"li"	)[	0	]	);

然而，这种句法缺少一些 .get()方法的额外的功能，比如说用一个
负数索引：

x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console.log(	$(	"li"	).get(	-1	)	);

一个负的索引号从匹配的元素的末尾开始计数，所以该示例返回了
列表中的最后一项：

<li	id="bar">

示例

显示被点击元素的标签名。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get	demo</title>
		<style>
		span	{
				color:	red;
		}
		div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nbsp;</span>
<p>In	this	paragraph	is	an	<span>important</spa
n>	section</p>
<div><input	type="text"></div>
	
<script>
$(	"*",	document.body	).click(function(	event	)
	{
		event.stopPropagation();
		var	domElement	=	$(	this	).get(	0	);
		$(	"span:first"	).text(	"Clicked	on	-	"	+	dom
Element.nodeName	);



返回:	Array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0

.get(	index	)

描述：检查被jQuery对象匹配的元素。

.ge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设想一个简单的无序列表：

<ul>
		<li	id="foo">foo</li>
		<li	id="bar">bar</li>
</ul>

不用参数的话， .get()返回所有元素的一个数组：

console.log(	$(	"li"	).get()	);

通过这个调用，所有匹配的DOM节点都返回了，包含在一个标准数
组中：
[<li	id="foo">,	<li	id="bar">]

示例

选择document中所有的div，并返回该DOM元素作为一个数组；然
后使用内奸的 reverse()方法以反转该数组。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get	demo</title>

xml

javascript

xml



		<style>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Reversed	-	<span></span>
	
<div>One</div>
<div>Two</div>
<div>Three</div>
	
<script>
function	display(	divs	)	{
		var	a	=	[];
		for	(	var	i	=	0;	i	<	divs.length;	i++	)	{
				a.push(	divs[	i	].innerHTML	);
		}
		$(	"span"	).text(	a.join("	")	);
}
display(	$(	"div"	).get().revers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focusout() 下一页：:gt()	选择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ge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ge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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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g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8

gt	selector

描述：选择匹配的集合内，所有索引号大于index的元素。

jQuery(	":gt(index)"	)

index:	基于零的索引号。

jQuery(	":gt(-index)"	)

indexFromEnd:	基于零的索引，从最后一个元素开始倒数。

索引相关的选择器

索引相关的选择器表达式（包括“大于”选择器）筛选了已经匹配它
前面的表达式的元素的集合。它们根据元素在匹配的集合中的次序
收窄了集合。举个例子，如果先用样式类选择器（ .myclass）选择
元素，并返回了四个元素，这些元素给定0到3的索引。
注意，因为JavaScript数组使用基于0的索引，这些选择器返回
这个事实。这就是这什么 $(	".myclass:gt(1)"	)选中了在documen
t中，带样式类 myclass的元素中，第二个元素之后的所有元素。相
较之下， :nth-child(n)使用基于1的索引，以与CSS规范文档一致
。
在jQuery	1.8以前的版本中， :get(index)选择器不能接受一个负
值作为 index。

其它说明
因为 :gt()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使用 :gt()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All(

)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性能，请
使用 $("your-pure-css-selector").slice(index)来代替它。

示例

xml



给TD	#5高亮的黄色背景，给TD	#8红色的字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g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table	border="1">
		<tr><td>TD	#0</td><td>TD	#1</td><td>TD	#2</td
></tr>
		<tr><td>TD	#3</td><td>TD	#4</td><td>TD	#5</td
></tr>
		<tr><td>TD	#6</td><td>TD	#7</td><td>TD	#8</td
></tr>
</table>
	
<script>
$(	"td:gt(4)"	).css(	"backgroundColor",	"yellow
"	);
$(	"td:gt(-2)"	).css(	"color",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get() 下一页：.has()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g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g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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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has().has()

分类：遍历	>	筛选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4

.has(	selector	)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这样的元素：它拥有匹配该选择器
或者DOM元素的后代元素。

.has(	selector	)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has(	contained	)

contained

类型：Element
一个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元素的DOM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has()方法
从匹配元素的子集构造了一个新的jQuery对象。提供的选择器用
来针对匹配的元素的后代元素作测试；如果元素的后代元素匹配该
选择器，该元素将包含在结果中。
设想网页上有一个嵌套的列表，如下所示。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
				<ul>
						<li>list	item	2-a</li>
						<li>list	item	2-b</li>
				</ul>
		</li>
		<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ul>

xml

javascript



我们可以把该方法应用到列表项目集合上，如下所示：

$(	"li"	).has(	"ul"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项目2出现红色的背景，因为它是唯一的其后代
元素中有一个 <ul>的 <li>元素。

示例

检查一个元素是否在另一个里面：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as	demo</title>
		<style>
		.full	{
				border:	1px	solid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li>Does	the	UL	contain	an	LI?</li></ul>
	
<script>
$(	"ul"	).append(	"<li>"	+
		(	$(	"ul"	).has(	"li"	).length	?	"Yes"	:	"No"
	)	+
		"</li>"	);
$(	"ul"	).has(	"li"	).addClass(	"full"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gt()	选择器 下一页：侦测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a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a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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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测元素属性选择器侦测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	[name]

分类：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加入于:	1.0

attributeHas	selector

描述：选择具有指定的元素属性的元素，该元素属性可以是任意值
。

jQuery(	"[attribute]"	)

attribute:	一个元素属性名。

示例

把一个点击事件绑定到一个带id的div，并把id添加到div的文本
中。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ibuteHas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no	id</div>
<div	id="hey">with	id</div>
<div	id="there">has	an	id</div>
<div>nope</div>
	
<script>
//	Using	.one()	so	the	handler	is	executed	at	m
ost	once
//	per	element	per	event	type
$(	"div[id]"	).one(	"click",	function()	{
		var	idString	=	$(	this	).text()	+	"	=	"	+	$(	
this	).attr(	"id"	);

xml



上一页：.has() 下一页：:has()	选择器

		$(	this	).text(	idString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as-attribute-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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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has()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1.4

has	selector

描述：选择这样的元素：它至少包含一个匹配指定选择器的元素。

jQuery(	":has(selector)"	)

selector:	任何选择器。

表达式 $(	"div:has(p)"	)匹配一个 <div>，如果一个 <p>存在于它
的后代元素的任意地方，并非只是作为直接子元素。

其它说明
因为 :has()是一个jQuery扩展，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使用 :has()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的DOM提供的 querySelect

o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性能
，请使用 $(	"your-pure-css-selector"	).has(	selector/DOMElem

ent	)来代替它。

示例

把样式类“test”添加到所有内部具有段落文本的div上。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as	demo</title>
		<style>
		.test	{
				border:	3px	inset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xml



上一页：侦测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 下一页：.hasClass()

</head>
<body>
	
<div><p>Hello	in	a	paragraph</p></div>
<div>Hello	again!	(with	no	paragraph)</div>
	
<script>
$(	"div:has(p)"	).addClass(	"tes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as-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as-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header	:header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2

header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header元素，比如说h1、h2、h3等等。

jQuery(	":header"	)

其它说明
因为 :header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
分，使用 :header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

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header选择元素时获得较
好的性能，请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再使用
.filter(":header")作筛选。

示例

给网页上所有的标题添加背景和文字颜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eader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h1>Header	1</h1>
<p>Contents	1</p>
<h2>Header	2</h2>
<p>Contents	2</p>
	
<script>
$(	":header"	).css({	background:	"#ccc",	color:
	"blue"	});

xml



上一页：.hasClass() 下一页：.height()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eader-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eader-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Number

.height().height()

分类：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0

.height()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

.heigh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css(	"height"	)和 .height()的区别在后，后者返回一个无单位的
像素值（比如说， 400），而前者返回一个带完整单位的值（比如
说， 400px）。如果元素的高度需要用在数学计算中，推荐使用该 .

height()方法。

插图1

该方法也可以用来找到windows和document的高度。

//	返回浏览器视口的高度
$(	window	).height();
	
//	返回HTML	document的高度
$(	document	).height();

注意 .height()将总是返回内容的高度，无论CSS的 box-sizing属性
如何设置。自从jQuery	1.8，这可能需要检索CSS的高度加上 box

-sizing属性，然后如果元素具有 box-sizing:	border-box，还要减
去每个元素上任何潜在的边框和内衬。要想避免这种处罚，请使用
.css(	"height"	)而不是使用 .height()。

javascript



注意：虽然 <style>和 <script>标签被设置了绝对定位并给定了
display:block时，它们将对 .width或 .height()报告其值，但是
强烈不建议在这些标签上调用那些方法。除了是一个糟糕的实
践，结果也被证明是不可靠的。

其它说明
维度相关的API返回的数字，包括 .height()，在一些情况中可
能是分数。代码不应该假定它是一个整数。当用户缩放网页的
时候，维度可能不正确；浏览器没有提供侦测这种情况的API
。
当元素或者它的父元素是隐藏元素的时候， .height所报告的
值不能保证精确。要想获得精确的值，在使用 .height()之前
请先检查元素的可见性。jQuery会试图临时地显示，然后再
次隐藏元素，以测量它的维度，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而且（甚
至当精确测量时）会显著地影响了网页的性能。这种显示再重
新隐藏的测主功能可能在jQuery的未来版本中被删除。

示例

显示各种各样的高度。注意值来自iframe，所以可能小于你的期
待。黄色的高亮显示了iframe的主体。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eight	demo</title>
		<style>
		body	{
				background:	yellow;
		}
		button	{
				font-size:	12px;
				margin:	2px;
		}



		p	{
				width:	150px;
				border:	1px	red	solid;
		}
		div	{
				color:	red;
				font-weight:	bol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getp">Get	Paragraph	Height</button>
<button	id="getd">Get	Document	Height</button>
<button	id="getw">Get	Window	Height</button>
	
<div>&nbsp;</div>
<p>
		Sample	paragraph	to	test	height
</p>
	
<script>
function	showHeight(	element,	height	)	{
		$(	"div"	).text(	"The	height	for	the	"	+	elem
ent	+	"	is	"	+	height	+	"px."	);
}
$(	"#getp"	).click(function()	{
		showHeight(	"paragraph",	$(	"p"	).height()	);
});
$(	"#getd"	).click(function()	{
		showHeight(	"document",	$(	document	).height(
)	);
});
$(	"#getw"	).click(function()	{
		showHeight(	"window",	$(	window	).heigh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	jQuery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1

.height()

描述：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CSS高度。

.height(	value	)

value

类型：String	or	Number
一个整型数，它代表了像素数目，或者一个整型数带一个
可选的测量单位（作为字符串）。

.height(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Integer	heigh
t	)	=>	String	or	Number

一个函数，返回要设置的高度。检索元素在集合中的索引
，以及旧的高度作为参数。在这个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
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在调用 .height(value)时，这个值可以是一个字符串（数字以及单
位），或者是一个数字。如果只为该值提供了一个数字，jQuery
假定单位是px。然而如果提供了一个字符串，必须为高度提供一个
有效的CSS测量（比如说 100px、 50%或者 auto）。注意，在现代浏
览器中，CSS高度属性不包括padding、border或者margin。
如果没有显式指定单位（比如说“em”或“%”），则“px”将串联到
值的后面。
注意， .height(value)设置了盒的内容高度，无论CSS属性 box-sizi

ng设置了什么值。

示例

点击任一个div，把这个div的高度设置成30像素，加一个颜色变

xml



化。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eight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50px;
				height:	70px;
				float:	left;
				margin:	5px;
				background:	rgb(255,140,0);
				cursor:	poi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	"div"	).one(	"click",	function()	{
		$(	this	).height(	30	).css({
				cursor:	"auto",
				backgroundColor:	"green"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header	选择器 下一页：:hidden	选择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eigh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eigh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hidden	:hidden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	选择器	>	可见性筛选选
择器



加入于:	1.0

hidden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隐藏的元素。

jQuery(	":hidden"	)

元素可能因为几种原因而被视为隐藏：
它们具有CSS属性 display:	none。
它们是表单元素，且 type="hidden"。
它们的宽度和高度被显式地设置为0。
一个祖先元素被隐藏了，所以元素也不显示在网页上。

带 visibility:	hidden或者 opacity:	0的元素会被视为可见，因为它
们依然在布局上占位置。在隐藏一个元素的动画过程中，元素会被
视为可见，直到结束动画。
不在document上的元素不会被视为可见；jQuery无法知道这个元
素在被追加到document上后是否可见，因为这取决于所适用的样
式。
该选择器是 :visible选择器的对立面。因此，每个被 :hidden选中
的元素都不能被 :visibile选择器选中，反之亦然。

在显现元素的动画过程中，在动画的起点元素被视为可见的。
在jQuery	1.3.2中， :hidden的定义有所改变。一个元素如果它
或它的父元素不在文档中占位置，它被假定为隐藏。CSS的属性 vis

ibility不记入内（因此 $(	elem	).css(	"visibility",	"hidden"	).i

s(	":hidden"	)	==	false）。jQuery	1.3.2发布公告详细地讲解
了这个改变。

其它说明
因为 :hidden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
分，使用 :hidden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

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hidden选择元素时获得最
佳性能，请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使用 .filt

er(":hidden")作筛选。
过度使用这个选择器可能带来性能影响，因为它会强迫浏览器

http://blog.jquery.com/2009/02/20/jquery-1-3-2-released/


在它可以确定可见性之前重新呈现网页。用别的方法跟踪元素
的可见性，比如说使用样式类，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

示例

显示所有的隐藏的div，并记数所有的type="hidden"的<input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idden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70px;
				height:	40px;
				background:	#e7f;
				margin:	5px;
				float:	left;
		}
		span	{
				display:	block;
				clear:	left;
				color:	red;
		}
		.starthidden	{
				display:	non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span>
<div></div>
<div	style="display:none;">Hider!</div>
<div></div>
	
<div	class="starthidden">Hider!</div>



上一页：.height() 下一页：.hide()

<div></div>
	
<form>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hidden">
</form>
	
<span></span>
	
<script>
//	在一些浏览器中，:hidden包括<head>、<title>、<scr
ipt>，等等
var	hiddenElements	=	$(	"body"	).find(	":hidden
"	).not(	"script"	);
	
$(	"span:first"	).text(	"Found	"	+	hiddenElemen
ts.length	+	"	hidden	elements	total."	);
$(	"div:hidden"	).show(	3000	);
$(	"span:last"	).text(	"Found	"	+	$(	"input:hid
den"	).length	+	"	hidden	inputs."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idden-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idden-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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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hide().hide()

分类：效果	>	基本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hide()

描述：隐藏匹配的元素。

.hide()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hide(	[duration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hide(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加入于:	1.4.3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hide(	duration	[,	easing	]	[,	co

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如果不带参数， .hide()方法是隐藏一个元素的最简单的方式：

$(	".target"	).hide();

被匹配的元素将不带动画地立即隐藏。这大致地等同于 .css(	"disp

lay",	"none"	)，除了 display属性的值是保存在jQuery的数据缓
存中，所以 display之后可以保存成它的初始值。如果一个元素的 d

isplay值是 inline，然后隐藏，再显示它，它依然会显示为 display

:inline。

如果提供了一个duration、一个纯对象，或者提供了一个comple
te回调函数， .hide()方法就变成了一个动画方法。 .hide()方法同
时地变动了匹配的元素宽度、高度以及不透明度。当这些值到达0
时， display样式属性会被设置为 none以确保元素不会影响网页的
布局。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
注意：如果没有持续时间，或者duration被指定为0， .hide()会
立即引发，并覆盖动画队列。
自从jQuery	1.4.3，可以使用一个可选的字符串，它命名了一个
缓动函数。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画推进的
速度。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情况下，
称为 swing ,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多的缓动
函数要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插件。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 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注意：该方法可能导致性能问题，特别是用在很多元素上时。
如果你遭遇了这种问题，请使用性能测试工具以确定是不是这
个方法导致了问题。此外，如果显示值在不同的视口有不同的
值，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与响应的布局有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	With	the	element	initially	shown,	we	can	hid
e	it	slowly: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hide(	"slow",	function()	{
				alert(	"Animation	complete."	);
		});
});

http://jqueryui.com.htm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hide()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设置 j

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要了解
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示例

在点击链接后隐藏所有的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ide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a	href="#">Click	to	hide	me	too</a>
<p>Here	is	another	paragraph</p>
	
<script>
$(	"p"	).hide();
$(	"a"	).click(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this	).hid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变动所有显示的段落文本以慢慢地隐藏它，在600毫秒内完成动画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ide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dad;
				font-weight:	bol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Hide	'em</button>
<p>Hiya</p>
<p>Such	interesting	text,	eh?</p>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hide(	"slow"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快速变动所有的<span>使它们隐藏，在200毫秒内完成每个动画。
一旦有一个动完成成了，它会开始下一个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ide	demo</title>
		<style>
		span	{
				background:	#def3ca;
				padding:	3px;
				float: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hider">Hide</button>
<button	id="shower">Show</button>
<div>
		<span>Once</span>	<span>upon</span>	<span>a</
span>
		<span>time</span>	<span>there</span>	<span>we
re</span>
		<span>three</span>	<span>programmers...</span
>
</div>
	
<script>
$(	"#hider"	).click(function()	{
		$(	"span:last-child"	).hide(	"fast",	function
()	{
				//	Use	arguments.callee	so	we	don't	need	a	
named	function
				$(	this	).prev().hide(	"fast",	arguments.ca
llee	);
		});
});
$(	"#shower"	).click(function()	{
		$(	"span"	).show(	20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点击div两秒之后隐藏该div，然后在它隐藏时删除该div元素。
试一试在同时多个div上点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ide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ece023;
				width:	30px;
				height:	40px;
				margin:	2px;
				float: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script>
for	(	var	i	=	0;	i	<	5;	i++	)	{
		$(	"<div>"	).appendTo(	document.body	);
}
$(	"div"	).click(function()	{
		$(	this	).hide(	2000,	function()	{
				$(	this	).remove();
		});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hidden	选择器 下一页：.hover()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id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id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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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hover().hover()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hover(	handlerIn,	handlerOut

)

描述：给匹配的元素绑定一个或现金个处理函数，在鼠标指针进入
这个元素、鼠标指针离开这个元素的时候执行它们。

.hover(	handlerIn,	handlerOut	)

handlerIn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当鼠标指针进入该元素时执行它。
handlerOut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当鼠标指针离开该元素时执行它。

.hover()方法对 mouseenter事件和 mouseleave事件绑定处理函数。
你可以利用它，在鼠标处于元素内部的时候，向一个元素简单应用
行为。
调用 $(	selector	).hover(	handlerIn,	handlerOut)是下面代码的简
写：

$(	selector	).mouseenter(	handlerIn	).mouseleav
e(	handlerOut	);

参见对 .mouseenter()和 .mouseleave()的讨论以了解更多细节。

示例

向鼠标悬停的列表项添加专有的样式，试一试：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javascript

x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over	demo</title>
		<style>
		ul	{
				margin-left:	20px;
				color:	blue;
		}
		li	{
				cursor:	default;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li>Milk</li>
		<li>Bread</li>
		<li	class="fade">Chips</li>
		<li	class="fade">Socks</li>
</ul>
	
<script>
$(	"li"	).hover(
		function()	{
				$(	this	).append(	$(	"<span>	***</span>"	)	
);
		},	function()	{
				$(	this	).find(	"span:last"	).remove();
		}
);
	
$(	"li.fade"	).hover(function()	{
		$(	this	).fadeOut(	100	);
		$(	this	).fadeIn(	500	);
});
</script>
	
</body>



返回:	jQuery

</html>

演示结果

向鼠标悬停地表格单元格添加专有的样式，试一试：

$(	"td"	).hover(
		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hover"	);
		},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hover"	);
		}
);

用以下代码解绑上面的示例：

$(	"td"	).off(	"mouseenter	mouseleave"	);



加入于:	1.4

.hover(	handlerIn,	handlerOut

)

描述：向匹配的元素绑定一个处理函数，在鼠标指针进入元素或离
开元素时执行它。

.hover(	handlerInOut	)

handlerInOut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鼠标指针进入元素或离开元素时执行它。

.hover()方法，当向它传递了一个函数时，将对 mouseenter事件和
mouseleave事件都执行这个函数。这允许用户在处理函数内部使用
jQuery的多种切换方法，或者在处理函数内部根据 event.type的
不同，作出不同的响应。
调用 $(selector).hover(handlerInOut)是以下代码的简写：

$(	selector	).on(	"mouseenter	mouseleave",	hand
lerInOut	);

参见对 .mouseenter()和 .mouseleave()的讨论以了解更多细节。

示例

在悬停上，向上或向下滑移下一个同辈元素<li>，并且切换样式类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javascript

xml



		<title>hover	demo</title>
		<style>
		ul	{
				margin-left:	20px;
				color:	blue;
		}
		li	{
				cursor:	default;
		}
		li.active	{
				background:	black;
				color:	white;
		}
		span	{
				color: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li>Milk</li>
		<li>White</li>
		<li>Carrots</li>
		<li>Orange</li>
		<li>Broccoli</li>
		<li>Green</li>
</ul>
	
<script>
$(	"li"	)
		.filter(	":odd"	)
				.hide()
		.end()
		.filter(	":even"	)
				.hover(function()	{
						$(	this	)
								.toggleClass(	"active"	)
								.next()
										.stop(	true,	true	)
										.slideToggle();
				});



上一页：.hide() 下一页：.html()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ove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ove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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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String

.html().html()

分类：元素属性	|	操纵	>	DOM内部插入



加入于:	1.0

.html()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HTML内容。

.html()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XML	document中不可用。
在一个HTML	document中， .html()可以用来获得一个元素的内容
。如果选择器表达式匹配了不止一个元素，只会返回第一个匹配的
元素的html。设想以下代码：

$(	"div.demo-container"	).html();

为了检索得后面的 <div>内容，它必须是document中第一个带有 c

lass="demo-container"的div。

<div	class="demo-container">
		<div	class="demo-box">Demonstration	Box</div>
</div>

结果将如下所示：

<div	class="demo-box">Demonstration	Box</div>

该方法使用浏览器的 innerHTML属性。有些浏览器可能不能返回一
个原始文档中的HTML源的严格复制。举个例子，Internet	Expl
orer有时候会丢失元素属性值周围的引号，如果它们只包含了字母
数字的字符。

其它说明

javascript

xml

xml



根据设计意图，任何接受一段HTML字符串的jQuery构造器或
者jQuery方法——包括 jQuery()、 .append()、 .after()等等—
—都会潜在地执行代码。这可能发生脚本标签注入，或者使用H
TML的元素属性执行代码（例如， <img	onload="">。）千万不
要用这些方法来插入从不可信任的来源获得的字符串，比如说
URL查询参数、cookies，或者表单输入。这样做还可能引入
跨站脚本（XSS）漏洞。在往document添加内容之前要删除
或转义一切的用户输入。

示例

点击一个段落文本，把它从html转换成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tml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8px;
				font-size:	20px;
				color:	blue;
				cursor:	pointer;
		}
		b	{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button	{
				cursor:	poi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b>Click</b>	to	change	the	<span	id="tag">htm
l</span>



返回:	jQuery

</p>
<p>
		to	a	<span	id="text">text</span>	node.
</p>
<p>
		This	<button	name="nada">button</button>	does
	nothing.
</p>
	
<script>
$(	"p"	).click(function()	{
		var	htmlString	=	$(	this	).html();
		$(	this	).text(	htmlString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html()

描述：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HTML内容。

.html(	htmlString	)

htmlString

类型：htmlString
一个字符串，被设置为每个匹配的元素的内容。

.html(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htmlString	ol
dhtml	)	=>	htmlString

一个函数，返回要设置的内容。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
置以及旧HTML值作为参数。在调用该函数之前，jQuery
会清空该元素；使用oldhtml参数以引用以前的内容。在
这个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html()方法在XML	document中不可用。

当 .html()用来设置元素的内容时，元素中的任何内容会被新内容
彻底取代。另外，在用新内容替换那些元素之前，jQuery会删除
别的结构，比如说子元素上的数据以及事件处理函数
设想下面的HTML：

<div	class="demo-container">
		<div	class="demo-box">Demonstration	Box</div>
</div>

<div	class="demo-container">的内容将被设置为下面：

$(	"div.demo-container"	)

xml

javascript

xml



		.html(	"<p>All	new	content.	<em>You	bet!</em>
</p>"	);

那么代码将替换 <div	class="demo-container">内部的一切东西：

<div	class="demo-container">
		<p>All	new	content.	<em>You	bet!</em></p>
</div>

自从jQuery	1.4， .html方法允许通过传入一个函数来设置HTML
内容。

$(	"div.demo-container"	).html(function()	{
		var	emphasis	=	"<em>"	+	$(	"p"	).length	+	"	p
aragraphs!</em>";
		return	"<p>All	new	content	for	"	+	emphasis	+
	"</p>";
});

给定一个带有六个段落文本的document，示例会把 <div	class="de

mo-container">的html设置成 <p>All	new	content	for	<em>6	paragra

phs!</em></p>。

该方法使用浏览器的 innerHTML属性。有些浏览器可能不能严格复
制提供的html源，生成DOM。举个例子，Internet	Explorer	
8及以前的版本会把所有的链接上的 href属性转换成绝对的URL，
而且Internet	Explorer	9及以前的版本如果不附加独立的兼容
性层，就不能正确地处理HTML	5元素。
<script>元素不能包含HTML，要想给它设置内容，请使用 .text()

方法，而不是 .html()方法。

注意：在Internet	Explorer	9以及后的版本，设置一个HTML
元素的文本内容，可能破坏它的子元素的文本节点，操作结果是从
document中删除了它的子元素。如果你要保持对这些DOM元素的
引用，并需要它们不变，请使用 .empty().html(	string	)来代替 .ht

ml(string)，因此这些在新字符串分配到元素之前，会从documen
t中删除这些子元素。

http://code.google.com/p/html5shiv/


示例

向每个div添加更多的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tml	demo</title>
		<style>
		.red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Hello</span>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	"div"	).html(	"<span	class='red'>Hello	<b>Ag
ain</b></spa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把一些html添加到每个div上，然后立即对插入的html作更多的
操纵。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tml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blue;
				font-size:	18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	"div"	).html(	"<b>Wow!</b>	Such	excitement..
."	);
$(	"div	b"	)
		.append(	document.createTextNode(	"!!!"	)	)
		.css(	"color",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hover() 下一页：ID	选择器	(“#i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tm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tm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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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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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ID	选择器选择器	(“#id”)	(“#id”)

分类：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加入于:	1.0

id	selector

描述：选择一个带有给定的元素id属性的元素。

jQuery(	"#id"	)

id:	要搜索的ID，通过元素的元素属性id指定。

针对id选择器，jQuery会使用JavaScript函数 document.getElem

entById()，它十分有效。当别的选择器匹配到id选择器时，比如
说 h2#pageTitle，jQuery在识别元素是否匹配之前实施了一个额外
的检查。
用一个id选择器作为参数，调用 jQuery()或者（ $()），将返回一
个jQuery对象，它包含了一个或零个DOM元素。
每一个id值必须只在document中使用一次。如果更多的元素被分
配了同样的id，则使用id查询将只选择DOM中的第一个匹配的元素
。然而，这种行为并不应该被依赖；一个document中不止一个元
素使用相同的id是不合法的。
如果id包含了一些特殊字符，比如说句号（.）和冒号（:），你就
必须用反斜杠转义这些字符。

示例

选择带id“myDiv”的元素，并给它一个红色边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d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90px;
				height:	90px;

xml

http://learn.jquery.com/using-jquery-core/faq/how-do-i-select-an-element-by-an-id-that-has-characters-used-in-css-notation/


				float:	left;
				padding:	5px;
				margin:	5px;
				background-color:	#ee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notMe"><p>id="notMe"</p></div>
<div	id="myDiv">id="myDiv"</div>
	
<script>
$(	"#myDiv"	).css(	"border",	"3px	solid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选择带id"myID.entry[1]"的元素，并给它一个红色边框。注意
，某些字符必须如何用反斜杠转义。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d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300px;
				float:	left;
				padding:	2px;
				margin:	3px;
				background-color:	#ee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myID.entry[0]">id="myID.entry[0]"</div
>
<div	id="myID.entry[1]">id="myID.entry[1]"</div
>
<div	id="myID.entry[2]">id="myID.entry[2]"</div
>
	
<script>
$(	"#myID\\.entry\\[1\\]"	).css(	"border",	"3px
	solid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html() 下一页：:image	选择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i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id-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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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image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type="image"的<input>元素。

jQuery(	":image"	)

:image等同于 [type="image"]。

其它说明
因为 :image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
分，使用 :image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A

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性能，
请使用 [type="image"]来代替它。

示例

找到所有的type="image"的<inpu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mage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4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xml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file">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image">
		<input	type="password">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eset">
		<input	type="submit">
		<input	type="text">
		<select>
				<option>Option</option>
		</select>
		<textarea></textarea>
		<button>Button</button>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nput	=	$(	"input:image"	).css({
		background:"yellow",
		border:"3px	red	solid"
});
$(	"div"	)
		.text(	"For	this	type	jQuery	found	"	+	input.
length	+	"."	)
		.css(	"color",	"red"	);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ID	选择器	(“#id”) 下一页：.index()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image-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image-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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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inpu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input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input>输入框、<textarea>文本框、<sele
ct>下拉选择框以及<button>按钮元素。

jQuery(	":input"	)

:input选择器基本选择了所有的表单控件。

其它说明
因为 :input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
分，使用 :input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A

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input选择元素时获得最佳
性能，请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使用 .filter

(":input")作筛选。

示例

找到所有的<inpu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put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2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xml



<form>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file">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image">
		<input	type="password">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eset">
		<input	type="submit">
		<input	type="text">
		<select>
				<option>Option</option>
		</select>
		<textarea></textarea>
		<button>Button</button>
</form>
<div	id="messages"></div>
	
<script>
var	allInputs	=	$(	":input"	);
var	formChildren	=	$(	"form	>	*"	);
$(	"#messages"	).text(	"Found	"	+	allInputs.len
gth	+	"	inputs	and	the	form	has	"	+
		formChildren.length	+	"	children."	);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innerWidth() 下一页：.insertAfter()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inpu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inpu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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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is().is()

分类：遍历	>	筛选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6

加入于:	1.6

加入于:	1.6

.is(	selector	)

描述：根据一个选择器、元素或者jQuery对象，检查当前元素的
匹配集合，如果这些元素中至少有一个匹配了给定的参数，则返回
true。

.is(	selector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is(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Element	eleme
nt	)	=>	Boolean

一个函数，它用来测试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它接受两个参
数， index，它是元素在jQuery集合中的索引，还有 eleme

nt，它是该DOM元素。在函数内部， this引用当前的DOM
元素。

.is(	selection	)

selection

类型：jQuery
一个已有的jQuery对象，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当前元素集合
中的元素。

.is(	elements	)

elements

类型：Element



一个或更多的元素，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元素的当前集合。

与其它筛选方法不同， .is()并不创建一个新的jQuery对象。而是
，它允许你测试一个jQuery对象的内容，而不对它作修改。这通
常用在回调函数内部，比如说事件处理函数。
假设你有一个列表，其中有两个项目包含了一个子元素。

<ul>
		<li>list	<strong>item	1</strong></li>
		<li><span>list	item	2</span></li>
		<li>list	item	3</li>
</ul>

你可以把一个点击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ul>元素上，然后限制代码
，只有在没有子元素的列表项被点击时，才能触发该事件。

$(	"ul"	).click(function(	event	)	{
		var	target	=	$(	event.target	);
		if	(	target.is(	"li"	)	)	{
				target.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
});

现在，当用户点击第一项中的单词“list”时，或者点击第三项中
的任何位置，被点击的列表项将变成红色背景。然而，如果用户在
第一项的item1上点击，或者在第二项中的任一位置点吉，什么也
不会发生，因为那样的话，事件的目标将分别是 <strong>和 <span>

。
在jQuery	1.7以前的版本中，在带有位置选择器的选择器字符串
中，比如说 :first、 :gt()或者 :even，定位筛选器是针对传递给 .

is()方法的jQuery对象，不是针对容纳的document的。所以对于
上面显示的HTML，像 $(	"li:first"	).is(	"li:last"	)这样的表达
式返回 true，但是 $(	"li:first-child"	).is(	"li:last-child"	)返
回false。另外，在Sizzle中有一个缺陷，阻止了很多位置选择
器适当的起作用。这两个因素使定位选择器在筛选器中几乎不能用
。



自从jQuery	1.7，带有位置选择器的选择器字符串针对documen
t应用该选择器，然后确定当前jQuery集合的第一个元素匹配了任
一个结果元素。所以上面显示的HTML，像 $(	"li:first"	).is(	"li:

last"	)这样的表达式返回false。注意，因为定位选择器是jQuer
y的附加物，不是W3C标准，我们建议每当可行的时候尽量使用W3C
选择器。

使用一个函数

该方法的第二种形式基于一个函数，而不是基于选择器，评估了与
元素相关的表达式。针对每个元素，如果函数返回true，则 .is()

也返回true。举个例子，给定一个稍微复杂的HTML代码：

<ul>
		<li><strong>list</strong>	item	1	-	one	strong
	tag</li>
		<li><strong>list</strong>	item	<strong>2</str
ong>	-
				two	<span>strong	tags</span></li>
		<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你可以把一个点击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每个 <li>上，评估被点击的
<li>内部的 <strong>元素的数量，如下所示：

$(	"li"	).click(function()	{
		var	li	=	$(	this	),
				isWithTwo	=	li.is(function()	{
						return	$(	"strong",	this	).length	===	2;
				});
		if	(	isWithTwo	)	{
				li.css(	"background-color",	"green"	);
		}	else	{
				li.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
});



示例

显示 .is()可以用在事件处理函数内部的一些方法。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s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height:	6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order:	4px	outset;
				background:	green;
				text-align:	center;
				font-weight:	bolder;
				cursor:	pointer;
		}
		.blue	{
				background:	blue;
		}
		.red	{
				background:	red;
		}
		span	{
				color:	white;
				font-size:	16px;
		}
		p	{
				color:	red;
				font-weight:	bolder;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3px;
				clear:	left;
				display:	non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	class="blue"></div>
<div></div>
<div	class="red"></div>
<div><br/><span>Peter</span></div>
<div	class="blue"></div>
<p>&nbsp;</p>
	
<script>
$(	"div"	).one(	"click",	function()	{
		if	(	$(	this	).is(	":first-child"	)	)	{
				$(	"p"	).text(	"It's	the	first	div."	);
		}	else	if	(	$(	this	).is(	".blue,.red"	)	)	{
				$(	"p"	).text(	"It's	a	blue	or	red	div."	);
		}	else	if	(	$(	this	).is(	":contains('Peter')
"	)	)	{
				$(	"p"	).text(	"It's	Peter!"	);
		}	else	{
				$(	"p"	).html(	"It's	nothing	<em>special</e
m>."	);
		}
		$(	"p"	).hide().slideDown(	"slow"	);
		$(	this	).css({
				"border-style":	"inset",
				cursor:	"defaul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true，因为输入框的父元素是一个表单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s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input	type="checkbox">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sFormParent	=	$(	"input[type='checkbox']"	
).parent().is(	"form"	);
$(	"div"	).text(	"isFormParent	=	"	+	isFormPare
n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false，因为输入框的父元素是一个<p>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s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p><input	type="checkbox"></p>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sFormParent	=	$(	"input[type='checkbox']"	
).parent().is(	"form"	);
$(	"div"	).text(	"isFormParent	=	"	+	isFormPare
n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针对替代列表元素的已有集合作检查。蓝色替代列表元素向上滑移
的同时别的变红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s	demo</title>
		<style>
		li	{
				cursor:	poi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id="browsers">
		<li>Chrome</li>
		<li>Safari</li>
		<li>Firefox</li>
		<li>Opera</li>
</ul>
	
<script>
var	alt	=	$(	"#browsers	li:nth-child(2n)"	).css



(	"background",	"#0ff"	);
$(	"li"	).click(function()	{
		var	li	=	$(	this	);
		if	(	li.is(	alt	)	)	{
				li.slideUp();
		}	else	{
				li.css(	"background",	"red"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实现上面示例的一个替代的方法是使用一个元素，而不是使用一个
jQuery对象。针对已有的替代列表元素的集合作检查蓝色替代列
表元素向上滑移的同时，别的变红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s	demo</title>
		<style>
		li	{
				cursor:	poi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id="browsers">
		<li>Chrome</li>
		<li>Safari</li>
		<li>Firefox</li>
		<li>Opera</li>
</ul>
	
<script>
var	alt	=	$(	"#browsers	li:nth-child(2n)"	).css
(	"background",	"#0ff"	);
$(	"li"	).click(function()	{
		if	(	alt.is(	this	)	)	{
				$(	this	).slideUp();
		}	else	{
				$(	this	).css(	"background",	"red"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insertBefore() 下一页：jQuery()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i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i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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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String

.jquery.jquery

分类：内部	|	属性	>	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加入于:	1.0

上一页：jQuery() 下一页：jQuery.ajax()

jquery

描述：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jQuery版本数字。

jquery

该 .jquery属性被分配给jQuery原型，常用它的别名 $.fn来引用这
个原型。它是一个字符串，包含了 jQuery的版本数字，比如说“1.
5.0”或者“1.4.4”。

示例

确定某个对象是否是一个jQuery对象：

var	a	=	{	what:	"A	regular	JS	object"	},
		b	=	$(	"body"	);
	
if	(	a.jquery	)	{	//	Falsy,	since	it's	undefine
d
		alert(	"a	is	a	jQuery	object!"	);
}
	
if	(	b.jquery	)	{	//	Truthy,	since	it's	a	strin
g
				alert(	"b	is	a	jQuery	object!"	);
}

获得网页上正在运行的jQuery的当前版本

alert(	"You	are	running	jQuery	version:	"	+	$.f
n.jquery	);

javascript

javascrip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2.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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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keydown().keydown()

分类：事件	>	键盘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keydown(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down”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keydown(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keydown(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keydown()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在前两种变体中，该方法是 .on(	"keydown",	handler	)的简写，在
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keydown"	)的简写。

当用户在键盘上按下一个键时， keydown事件会发送到一个元素。
它可以被附加到任何元素上，但是事件只能发送到带有焦点的元素
上。在不同的浏览器中，可获得焦点的元素各不相同，但是表单元
素总是能够获得焦点，因此是针对这种事件类型的合理的候选者。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form>

xml



		<input	id="target"	type="text"	value="Hello	t
here">
</form>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输入框字段上：

$(	"#target"	).keydown(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keydown()	called."	);
});

现在，当插入点在字段内部了，按下一个键显示这条提醒：

Handler	for	.keydown()	called.

要想人为触发该事件，请不带参数地调用 .keydown()。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keydown();
});

在代码执行之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也将跳出提醒
消息。
如果需要捕获在任何地方按下的键（比如说，在网页上实现全局的
快捷键），可以把这个行为附加到document对象上。因为事件冒
泡，任何键按下事件都会沿着各自的DOM树冒泡到document对象
上，除非明确地制止它。
要想确定按下了哪个键，请检查传递给处理函数的事件对象。浏览
器会用不同的属性来存储这个信息，与此同时jQuery规范化了 .wh

ich属性，因此你可以可靠地使用它来检索到键代码。该代码对应
到键盘上的每个键，包括特殊键的代码，比如说箭头键。要想捕获
实际的输入文本， .keypress()会是更好的选择。

其它说明
因为 .keydown()方法是 .on(	"keydown",	handler	)的简写，所



以可以使用 .off(	"keydown"	)来分离。

示例

当输入框中按下一个键时，显示针对keydown处理函数的事件对象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keydown	demo</title>
		<style>
		fieldset	{
				margin-bottom:	1em;
		}
		input	{
				display:	block;
				margin-bottom:	.25em;
		}
		#print-output	{
				width:	100%;
		}
		.print-output-line	{
				white-space:	pre;
				padding:	5px;
				font-family:	monaco,	monospace;
				font-size:	.7em;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fieldset>
				<label	for="target">Type	Something:</label>
				<input	id="target"	type="text">
		</fieldset>
</form>



<button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button>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api.
jquery.com/sources/events.js"></script>
	
<script>
var	xTriggered	=	0;
$(	"#target"	).keydown(function(	event	)	{
		if	(	event.which	==	13	)	{
			event.preventDefault();
		}
		xTriggered++;
		var	msg	=	"Handler	for	.keydown()	called	"	+	
xTriggered	+	"	time(s).";
		$.print(	msg,	"html"	);
		$.print(	event	);
});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keydow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jQuery.when() 下一页：.keypress()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keydow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keydow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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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keypress().keypress()

分类：事件	>	键盘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keypress(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press”
上，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keypress(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keypress(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keypress()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注意：因为没有任何官方规范文档包含了对 keypress事件的说明，
所以在不同的浏览器、不同的浏览器版本、不同的平台上实际使用
这个事件时可能遇到问题。
在前两种变体中，该方法是 .on(	"keypress",	handler	)的简写，在
第三种变体中，它是 .trigger(	"keypress"	)的简写。

当浏览器捕获了一次键盘输入的时候， keypress事件被发送到一个
元素上。这近似于 keydown事件，除了修饰符和非打印键，比如说 S

hift、 Esc和 delete只会触发 keydown事件，但是不会触发 keypress



事件。两种事件的其它区别可能取决于平台和浏览器。
一个 keypress事件处理函数可以附加到任何元素上，但是事件只发
送到可以获得焦点的元素上。在不同的浏览器中，可获得焦点的元
素各不相同，但是表单元素总是能够获得焦点，因此是针对这种事
件类型的合理的候选者。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form>
		<fieldset>
				<input	id="target"	type="text"	value="Hello
	there">
		</fieldset>
</form>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输入字段上：

$(	"#target"	).keypress(function()	{
		console.log(	"Handler	for	.keypress()	called.
"	);
});

现在，当插入点在字段内时，按下一个键将显示记录：

Handler	for	.keypress()	called.

要想人为触发该事件，请不带参数地调用 .keypress()。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keypress();
});

在代码执行之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div记录这条消
息。
如果需要捕获在任何地方按下的键（比如说，在网页上实现全局的
快捷键），可以把这个行为附加到document对象上。因为事件冒



泡，任何键按下事件都会沿着各自的DOM树冒泡到document对象
上，除非明确地制止它。
要想确定按下了哪个键，请检查传递给处理函数的事件对象。浏览
器会用不同的属性来存储这个信息，与此同时jQuery规范化了 .wh

ich属性，因此你可以可靠地使用它来检索到键代码。

注意， keydown和 keyup提供了一个代码，标识哪个键被按下了，与
此同时， keypress标识了输入了哪个字符。举个例子，一个小写的
“a”会被 keydown和 keyup报告为65，但是会被 keypress报告为97。
而一个大写的“A”，会被这三个事件都报告为65。因为这点区别，
若要捕获特殊的敲键，比如说捕获箭头键， .keydown()或 .keyup()

是更好的选择。

其它说明
因为 .keypress()方法是 .on(	"keypress",	handler	)的简写，
所以可以使用 .off(	"keypress"	)来分离。

示例

当事件在输入框中按下键时，显示事件对象。注意：要输出事件对
象，演示文档依赖于一个简单的 $.print()插件（http://api.jq
uery.com/sources/events.js）。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keypress	demo</title>
		<style>
		fieldset	{
				margin-bottom:	1em;
		}
		input	{
				display:	block;
				margin-bottom:	.25em;
		}
		#print-output	{



				width:	100%;
		}
		.print-output-line	{
				white-space:	pre;
				padding:	5px;
				font-family:	monaco,	monospace;
				font-size:	.7em;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fieldset>
				<label	for="target">Type	Something:</label>
				<input	id="target"	type="text">
		</fieldset>
</form>
<button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button>
<script	src="http://api.jquery.com/sources/even
ts.js"></script>
	
<script>
var	xTriggered	=	0;
$(	"#target"	).keypress(function(	event	)	{
		if	(	event.which	==	13	)	{
					event.preventDefault();
		}
		xTriggered++;
		var	msg	=	"Handler	for	.keypress()	called	"	+
	xTriggered	+	"	time(s).";
		$.print(	msg,	"html"	);
		$.print(	event	);
});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keypress();
});
</script>
	



上一页：.keydown() 下一页：.keyup()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keypres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keypr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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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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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keyup().keyup()

分类：事件	>	键盘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keyup(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keyup”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keyup(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keyup(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keyup()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在前两种变体中，该方法是 .on(	"keyup",	handler	)的简写，在第
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keyup"	)的简写。

当用户在键盘上释放一个键时， keyup事件会发送到元素上。它可
以被附加到任何元素上，但是事件只能发送到带有焦点的元素上。
不同的浏览器中，可获得焦点的元素各不相同，但是表单元素总是
能够获得焦点，因此是针对这种事件类型的合理的候选者。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form>

xml



		<input	id="target"	type="text"	value="Hello	t
here">
</form>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输入字段上：

$(	"#target"	).keyup(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keyup()	called."	);
});

现在，当插入点在字段内时，按下键并释放它，将显示提醒：

Handler	for	.keyup()	called.

要想人为触发该事件，请不带参数地调用 .keyup()。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keyup();
});

代码执行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也将跳出这条提醒
消息。
如果需要捕获在任何地方按下的键（比如说，在网页上实现全局的
快捷键），可以把这个行为附加到document对象上。因为事件冒
泡，任何键按下事件都会沿着各自的DOM树冒泡到document对象
上，除非明确地制止它。
要想确定按下了哪个键，请检查传递给处理函数的事件对象。览器
会用不同的属性来存储这个信息，与此同时jQuery规范化了 .whic

h属性，因此你可以可靠地使用它来检索到键代码。该代码对应到
键盘上的每个键，包括特殊键的代码，比如说箭头键。要想捕获实
际的输入文本， .keypress()会是更好的选择。

其它说明
因为 .keyup()方法是 .on(	"keyup",	handler	)的简写，所以可



以使用 .off(	"keyup"	)来分离。

示例

当输入框中释放一个键时，显示针对keyup处理函数的事件对象（
使用一个 $.print()插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keyup	demo</title>
		<style>
		fieldset	{
				margin-bottom:	1em;
		}
		input	{
				display:	block;
				margin-bottom:	.25em;
		}
		#print-output	{
				width:	100%;
		}
		.print-output-line	{
				white-space:	pre;
				padding:	5px;
				font-family:	monaco,	monospace;
				font-size:	.7em;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fieldset>
				<label	for="target">Type	Something:</label>
				<input	id="target"	type="text">
		</fieldset>
</form>



<button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button>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api.
jquery.com/sources/events.js"></script>
	
<script>
var	xTriggered	=	0;
$(	"#target"	).keyup(function(	event	)	{
		xTriggered++;
		var	msg	=	"Handler	for	.keyup()	called	"	+	xT
riggered	+	"	time(s).";
		$.print(	msg,	"html"	);
		$.print(	event	);
}).keydown(function(	event	)	{
		if	(	event.which	==	13	)	{
				event.preventDefault();
		}
});
	
$(	"#other").click(function()	{
		$(	"#target"	).keyup();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keypress() 下一页：:lang()	选择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keyu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keyu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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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	:lang()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9

lang	selector

描述：选择指定语言的所有元素。

jQuery(	":lang(language)"	)

language:	一个语言代码。

:lang()选择器匹配具有语言值，而且语言值等于提供的语言代码
的元素，或者是语言值以提供的语言代码开头，后面跟着一个"-"
。举个例子，选择器 $("div:lang(en)")将匹配 <div	lang="en">和 <d

iv	lang="en-us">（以及任何它们的后代 <div>元素），但是不能匹
配 <div	lang="fr">。

对于HTML元素，语言值由元素属性 lang决定，也有可能由来自 <me

ta>元素的信息或者由HTTP文件头决定。

可以在W3C	CSS规范文档中找到对这个用法的进一步讨论。

示例

根据div元素的语言，给它们着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lang	demo</title>
		<style>
		body	{
				background-color:	#ccc;
		}
		h3	{
				margin:	.25em	0;
		}
		div	{
				line-height:	1.5em

xml

http://www.w3.org/TR/css3-selectors/#lang-pseudo


		}
		.usa	{
				background-color:	#f00;
				color:	#fff;
		}
		.usa	.usa	{
				background-color:	#fff;
				color:	#000;
		}
		.usa	.usa	.usa	{
				background-color:	#00f;
				color:	#fff;
		}
		.spain	{
				background-color:	#f00;
				color:	#ff0;
		}
		.spain	.spain	{
				background-color:	#ff0;
				color:	#f00;
				line-height:	3em;
		}
		.spain	.spain	.spain	{
				background-color:	#f00;
				color:	#ff0;
				line-height:	1.5em;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h3>USA</h3>
<div	lang="en-us">red
		<div>white
				<div>and	blue</div>
		</div>
</div>
<h3>España</h3>
<div	lang="es-es">rojo
		<div>amarillo
				<div>y	rojo</div>
		</div>



上一页：.keyup() 下一页：.last()

</div>
	
<script>
$(	"div:lang(en-us)"	).addClass(	"usa"	);
$(	"div:lang(es-es)"	).addClass(	"spai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ang-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ang-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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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last().last()

分类：遍历	>	筛选



加入于:	1.4

.last()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集合中的最后一个。

.las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last()方法
从集合中最后一个元素构造了一个新jQuery对象。
设想一个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我们可以将这个方法应用到列表项目的集合上：

$(	"li"	).last().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最后一项变成红色背景：

示例

高亮段落文本中最后一个<span>。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xml

javascript

xml



上一页：:lang()	选择器 下一页：:last-child	选择器

		<meta	charset="utf-8">
		<title>last	demo</title>
		<style>
		.highlight	{
				background-color: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span>Look:</span>	<span>This	is	some	text	i
n	a	paragraph.</span>	<span>This	is	a	note	abou
t	it.</span></p>
	
<script>
$(	"p	span"	).last().addClass(	"highligh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ast.htm


ryAPI/las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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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child	:last-chil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1.4

last-child	selector

描述：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父元素中的最后一个子元
素。

jQuery(	":last-child"	)

:last选择器只匹配一个元素，与此同时 :last-child可以匹配超过
一个元素：每个父元素都有一个。

示例

找到匹配的<div>中最后一个<span>，给它加一些CSS并加一个悬
停状态。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last-child	demo</title>
		<style>
		span.solast	{
				text-decoration:	line-through;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span>John,</span>
		<span>Karl,</span>
		<span>Brandon,</span>
		<span>Sam</span>
</div>
<div>

xml



上一页：.last() 下一页：:last-of-type	选择器

		<span>Glen,</span>
		<span>Tane,</span>
		<span>Ralph,</span>
		<span>David</span>
</div>
	
<script>
$(	"div	span:last-child"	)
		.css({	color:"red",	fontSize:"80%"	})
		.hover(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solast"	);
		},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solas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ast-chil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ast-child-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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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of-type	:last-of-type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9

last-of-type	selector

描述：选择这样的元素：它们属于它们的同名的同辈元素中的最后
一个。

jQuery(	":last-of-type"	)

:last-of-type选择器匹配没有在document树中没有和它父元素相
同、标签名相同的元素在它前面的元素。

示例

在每个匹配的<div>中找到最后一个<span>并给它加一些CSS以及
一个悬停状态。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last-of-type	demo</title>
		<style>
		span.solast	{
				text-decoration:	line-through;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span>Corey,</span>
		<span>Yehuda,</span>
		<span>Adam,</span>
		<span>Todd</span>
</div>
<div>

xml



上一页：:last-child	选择器 下一页：:last	选择器

		<span>Jörn,</span>
		<span>Scott,</span>
		<span>Timo,</span>
		<b>Nobody</b>
</div>
	
<script>
$(	"span:last-of-type"	)
		.css({	color:"red",	fontSize:"80%"	})
		.hover(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solast"	);
		},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solas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ast-of-type-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ast-of-type-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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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las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0

last	selector

描述：选择最后一个匹配的元素。

jQuery(	":last"	)

注意， :last通过筛选当前jQuery集合，并匹配它内部的最后一个
选择，来选择一个元素。

其它说明
因为 :last是一个jQuery扩展，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使用 :last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的DOM提供的 querySelectorAl

l()方法来提高性。要想在使用 :last选择元素时取得最佳性能
，请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使用 .filter(":la

st")作筛选。

示例

找到最后一个表行。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las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table>
		<tr><td>First	Row</td></tr>
		<tr><td>Middle	Row</td></tr>
		<tr><td>Last	Row</td></tr>
</table>

xml



上一页：:last-of-type	选择器 下一页：.length

	
<script>
$(	"tr:last"	).css({	backgroundColor:	"yellow",
	fontWeight:	"bolder"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as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as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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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Integer

.length.length

分类：属性	>	jQuery对象实例的属性



加入于:	1.0

length

描述：jQuery对象中的元素数量。

length

当前匹配的元素的数目。 .size()方法将返回同样的值。

示例

计数div，点击它们以添加更多div。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length	demo</title>
		<style>
		body	{
				cursor:	pointer;
		}
		div	{
				width:	50px;
				height:	3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ackground:	green;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span>
		<div></div>

xml



上一页：:last	选择器 下一页：.live()

<script>
$(	document.body	)
		.click(function()	{
				$(	document.body	).append(	$(	"<div>"	)	);
				var	n	=	$(	"div"	).length;
				$(	"span"	).text(	"There	are	"	+	n	+	"	divs
."	+
						"Click	to	add	more.");
		})
		//	Trigger	the	click	to	start
		.trigger(	"click"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engt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engt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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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弃用于：1.7，删除于：1.9

.live().live()

分类：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	已删除



加入于:	1.3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4.3

.live(	events,	handler	)

描述：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匹配当前选择器的所有元素，无
论是现在匹配当前选择器，还是未来匹配当前选择器。

.live(	events,	handler	)

events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JavaScript事件对象，比如
说 click或者 keydown。自从jQuery	1.4，该字符串可以
包含多个由空格分隔的事件类型，或者自定义事件名。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事件触发时执行它。

.live(	events	[,	data	],	handler	)

events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JavaScript事件对象，比如
说 click或者 keydown。自从jQuery	1.4，该字符串可以
包含多个由空格分隔的事件类型，或者自定义事件名。
data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事件触发时执行它。

.live(	events	)

event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纯对象，由一个或多个JavaScript事件类型以及针
对它们执行的函数构成。

自从jQuery	1.7， .live()方法就被建议弃用了。请使用 .on()来
附加事件处理函数。旧版本的jQuery的用户，必须优先使用 .dele

gate()方法，而不是 .live()方法

该方法为将委托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网页的document上提供了一
种手段，当内容动态添加到网页上时，它简化了事件处理函数的用
法。请阅读 .on()以了解直接事件与委托事件有什么区别。

根据它的继承者重写 .live()方法是很直截了当的；以下是三种附
加事件的方法的模板，它们是等同的：

$(	selector	).live(	events,	data,	handler	);			
													//	jQuery	1.3+
$(	document	).delegate(	selector,	events,	data,
	handler	);		//	jQuery	1.4.3+
$(	document	).on(	events,	selector,	data,	handl
er	);								//	jQuery	1.7+

events参数可能是事件类型名的空格分隔的列表，或者是事件名字
符串和处理函数的对象。 data参数是可选的，而且可能会被省略。
举个例子，下面三个方法调用是功能等同的（但是请看下面以了解
更有效而且性能更好的附加委托事件处理函数的方法。）

$(	"a.offsite"	).live(	"click",	function()	{
		alert(	"Goodbye!"	);	//	jQuery	1.3+
});
$(	document	).delegate(	"a.offsite",	"click",	f
unction()	{
		alert(	"Goodbye!"	);	//	jQuery	1.4.3+
});
$(	document	).on(	"click",	"a.offsite",	functio
n()	{
		alert(	"Goodbye!"	);		//	jQuery	1.7+
});

在最近的jQuery版本中，不再推荐使用 .live()方法，因为jQuer



y提供了更好的方法，而且没有它的缺点。特别是，使用 .live()会
出现以下问题：

jQuery在调用 .live()方法之前，会试图检索用选择器指定元
素，在一个大文档上，这步操作可能是一个很耗时。
不支持连缀方法。举个例子， $(	"a"	).find(	".offsite,	.exte

rnal"	).live(	...	);	是无效的，不会如所期待那样起作用。
因为所有的 .live()事件都附加在 document元素上，所以在事
件被处理之前，可能会取用最长最慢的那条路径。
在手机iOS操作系统上（iPhone、iPad和触屏iPod上），对
大多数元素来说， click事件不会冒泡到document.body上
，因此不用下面的变通方法之一，就不能和 .live()方法一起
使用：
1.	使用原生的可点击的元素，比如说链接或按钮，因为这两

者都会冒泡到 document。
2.	使用 .on()或 .delegate()附加到 document.body的下级元素

，因为手机iOS操作系统不能在body内冒泡。
3.	向需要冒泡点击的元素（或者一个父元素，包括 document.

documentElement）应用CSS样式 cursor:pointer。然而要
注意，这会禁用元素上的复制、粘贴功能，并导致在触及
它时会把它高亮。

在这个事件处理函数上调用 event.stopPropagation()来阻止附
加到document中的低层元素上的事件处理函数，是效率很低
的；因为该事件已经传播到 document上了。
.live()方法与其它事件方法的相互影响方式是出人意料的，
例如， $(	document	).off(	"click"	)会删除所有的通过调用 .l

ive()所附加的点击处理函数。

对于依然在使用 .live()的网页，下面关于该方法在不同版中的区
别，可能会对您有一定帮助：
在jQuery	1.7以前，用 .live()绑定处理函数之后，如果想
阻止进一步执行处理函数，处理函数必须返回false调用 even

t.stopPropagation()并不能实现这。
自从jQuery	1.4， .live()方法支持自定义事件，以及所有
的冒泡的JavaScript事件。它还支持某些不冒泡的事件，包
括 change、 submit、 focus和 blur事件。
在jQuery	1.3k，只能绑定以下的JavaScript事件： click



、 dblclick、 keydown、 keypress、 keyup、 mousedown、 mouse

move、 mouseout、 mouseover和 mouseup。

示例

用返回false来取消默认行为，并防止向上它冒泡。

$(	"a"	).live(	"click",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通过使用preventDefault()方法，只取消默认行为。

$(	"a"	).live(	"click",	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用 .live()绑定自定义事件。

$(	"p"	).live(	"myCustomEvent",	function(	event
,	myName,	myValue	)	{
		$(	this	).text(	"Hi	there!"	);
		$(	"span"	)
				.stop()
				.css(	"opacity",	1	)
				.text(	"myName	=	"	+	myName	)
				.fadeIn(	30	)
				.fadeOut(	1000	);
		});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trigger(	"myCustomEvent"	);
});

使用一个对象来绑定多个事件处理函数。注意， .live()会针对所
有的段落文本调用click、mouseover、mouseout事件处理函数
——哪怕是新加入的段落文本。



上一页：.length 下一页：.load()

$(	"p"	).live({
		click:	function()	{
				$(	this	).after(	"<p>Another	paragraph!</p>
"	);
		},
		mouseover:	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over"	);
		},
		mouseout: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over"	);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iv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iv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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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load().load()

分类：Ajax	>	简写方法



加入于:	1.0

.load(	url	[,	data	]	[,	compl

ete	]	)

描述：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并把返回的HTML放置到匹配的元素内
。

.load(	url	[,	data	]	[,	complete	]	

)

url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发送请求的URL。
data

类型：PlainObject	or	String
一个纯对象或字符串，将和请求一起发送到服务器。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String	responseText,	String	
textStatus,	jqXHR	jqXHR	)

一个回调函数，在请求成功时执行它。

注意，事件处理函数中也有一个方法，名为 .load()。jQuery
会根据传递给它的参数的设置来确定要引发哪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从服务器端取回数据的最简单的方法。它大致等同于 $.

get(url,	data,	success)，除了它是一个方法，而不是一个全局函
数，而且它有隐式的回调函数。当检测到一个成功的响应时（亦即
，当 textStatus是"success"或者"notmodified"时）， .load(

)会把匹配的元素的HTML内容设置为返回的数据。这意味着这个方
法的大多数用法可能相当简单：

$(	"#result"	).load(	"ajax/test.html"	);

javascript



如果没有元素匹配该选择器——在这个案例中，如果document中不
包含一个id="result"的元素——则不会发送Ajax请求。

回调函数

如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回调函数，在完成预处理并实施了HTML
插入之后，会执行它们。会针对jQuery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引发回
调函数，而且 this被设置为当前正在处理的DOM元素

$(	"#result"	).load(	"ajax/test.html",	function
()	{
		alert(	"Load	was	performed."	);
});

在上面的两个示例中，如果当前的文档没有包含一个"id=result
"的元素，则不会执行 .load()方法。

请求方法

如果以对象的形式提供数据，就可以使用POST请求方式；否则，就
用GET请求方式。

载入网页片段

.load()方法与 $.get()方法不同，它允许我们指定要插入的远端do
cument的一个部分。这可以通过 url参数的特殊句法来实现。如果
字符串中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空格字符，字符串中跟在第一个空格
后面的部分，会被假定为一个jQuery的选择器，决定要载入的内
容。
我们可以修改上面的示例，只使用取回的document的一部分：

$(	"#result"	).load(	"ajax/test.html	#container
"	);

在执行方法的时候，它会检索 ajax/test.html的内容，但是然后jQ
uery会解析返回的document，以找到id="container"的元素
。这个元素，以及它的内容，被插入到id="result"的元素内，
而获取到的document的其余内容就被丢弃了。
jQuery使用浏览器的.innerHTML属性以解析检索到的document



，并把它插入到当前的document中。在这个处理过程中，浏览器
经常筛选来自document的元素，比如说 <html>、 <title>或 <head

>元素。作为结果，由 .load()方法获得的元素，与从浏览器中直接
获取到的document内容，可能是并不是精确相同的。

脚本执行

当调用 .load()方法，使用一个不带后缀的选择器表达式的URL时，
在脚本被删除之前，内容就传递给 .html()了。在丢弃脚本块之前
会执行脚本块。然而，如果调用 .load()时，选择器表达式追加到U
RL上，在DOM被更新之前，脚本会被剥离，不会执行脚本。在下面
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的示例：
在这里，任何载入到 #a中的JavaScript脚本会将会作为docume
nt的一部分而被执行。

$(	"#a"	).load(	"article.html"	);

然而，在下面的情况中，加载到 #b的document中会剥离掉脚本块
，因此不会执行脚本块：

$(	"#b"	).load(	"article.html	#target"	);

其它说明
因为浏览器的安全限制，大多数Ajax请求要遵守同源策略；请
求不能成功地从不同的域名、不同的子域名、不同的端口或者
不同的协议检索到数据。

示例

把另一个网页的列表项目载入到一个有序列表中。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e_origin_policy


		<meta	charset="utf-8">
		<title>load	demo</title>
		<style>
		body	{
				font-size:	12px;
				font-family:	Arial;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Projects:</b>
<ol	id="new-projects"></ol>
	
<script>
$(	"#new-projects"	).load(	"sources/load.html	#
projects	li"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Ajax请求遇到了一个错误，就显示一条提醒。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load	demo</title>
		<style>
		body	{
				font-size:	12px;
				font-family:	Arial;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Successful	Response	(should	be	blank):</b>
<div	id="success"></div>
<b>Error	Response:</b>
<div	id="error"></div>
	
<script>
$(	"#success"	).load(	"/not-here.php",	function
(	response,	status,	xhr	)	{
		if	(	status	==	"error"	)	{
				var	msg	=	"Sorry	but	there	was	an	error:	";
				$(	"#error"	).html(	msg	+	xhr.status	+	"	"	
+	xhr.statusText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live() 下一页：.load()

把feeds.html文件载入到id为feeds的div中。

$(	"#feeds"	).load(	"feeds.html"	);

演示结果

<div	id="feeds"><b>45</b>	feeds	found.</div>

向服务器传递数据的数组。

$(	"#objectID"	).load(	"test.php",	{	"choices[]
":	[	"Jon",	"Susan"	]	}	);

和上面一样，但是将用POST方水运向服务器发送额外的参数，在服
务器完成响应时，执行一个回调函数。

$(	"#feeds"	).load(	"feeds.php",	{	limit:	25	},
	function()	{
		alert(	"The	last	25	entries	in	the	feed	have	
been	loaded"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oa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o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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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弃用于：1.8

.load().load()

分类：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文档载入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load(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load”上。

.load(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触发事件时执行它。

.load(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该方法是 .on(	"load",	handler	)的简写。

网页上当一个元素和它的所有的子元素完全载入时， load事件就发
送到这个元素上了。这个事件可以发送到任何与一个url有关联的
元素上：<image>、<script>、<frames>，以及 windows对象。

举个例子，设想一个带有一张图片的网页：

<img	src="book.png"	alt="Book"	id="book">

该事件处理函数被绑定到图像上：

$(	"#book"	).load(function()	{
		//	Handler	for	.load()	called.
});

xml

javascript



一旦图像已经载入，就会调用处理函数。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等待所有的图像完全载入。如果代码可以更早
执行，通常最好把它放到一个发送到 .ready()方法的处理函数中。

Ajax模块也有一个方法，名为 .load()。jQuery会根据传递给
它的参数的设置来确定要引发哪种方法。

在图像上使用 load事件的注意事项

使用 .load()简写，开发员们试图解决的一个常见挑战是，当一
个图像（或者一个图像集合）完会载入时，执行一个函数。关
于它，有一些已知的注意事项。即：
它不能一致性地起作用，或者可靠地跨浏览器起作用。
在WebKit中，如果图像的src被设置为和之前相同的src
，则不会正确地引发该事件处理函数。
它不能正确地沿着DOM树向上冒泡。
如果图像已经驻留在浏览器的缓存中，可能不会引发处理
函数。

注意：	注意， .love()方法和 .delegate()方法不能用来侦测一
个<iframe>的 load事件。load事件上能正确地向上冒泡到父
document，而且Firefox浏览器、IE9或Chrome浏览器不能
设置event.target，而event.target是做事件委托必不可
少的。

示例

当网页，包括图像在内，完全载入的时候，运行一个函数。

$(	window	).load(function()	{
		//	Run	code
});



上一页：.load() 下一页：:lt()	选择器

当每个图像载入时，把样式类bigImg添加到所有的高度大于100像
素图像上。

$(	"img.userIcon"	).load(function()	{
		if	(	$(	this	).height()	>	100)	{
				$(	this	).addClass(	"bigImg"	);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oad-even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oad-ev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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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l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8

lt	selector

描述：在匹配的集合内部，选择索引号小于某个索引数字 index的
所有元素。

jQuery(	":lt(index)"	)

index:	基于零的索引。

jQuery(	":lt(-index)"	)

indexFromEnd:	基于零的索引，从最后一个元素开始向前倒
数。

索引相关的选择器
索引相关的选择器表达式（包括“大于”选择器）筛选了已经匹配它
前面的表达式的元素的集合。它们根据元素在匹配的集合中的次序
收窄了集合。举个例子，如果先用样式类选择器（ .myclass）选择
元素，并返回了四个元素，这些元素给定0到3的索引。
注意，因为JavaScript数组使用基于0的索引，这些选择器返回
这个事实。这就是这什么 $(	".myclass:lt(1)"	)选中了在documen
t中，带样式类 myclass的元素中，第二个元素之前的所有元素。相
较之下， :nth-child(n)使用基于1的索引，以与CSS规范文档一致
。
在jQuery	1.8以前的版本中， :lt(index)选择器不能接受一个负
数值，作为 index。

其它说明
因为 :lt()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使用 :lt()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All(

)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性能，请
使用 $("your-pure-css-selector").slice(0,	index)来代替它。



示例

给第四个<td>以前的<td>一个黄色的背景，给倒数第2个<td>以
前的<td>一个红色的文本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l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table	border="1">
		<tr><td>TD	#0</td><td>TD	#1</td><td>TD	#2</td
></tr>
		<tr><td>TD	#3</td><td>TD	#4</td><td>TD	#5</td
></tr>
		<tr><td>TD	#6</td><td>TD	#7</td><td>TD	#8</td
></tr>
</table>
	
<script>
$(	"td:lt(4)"	).css(	"backgroundColor",	"yellow
"	);
$(	"td:lt(-2)"	).css(	"color",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load() 下一页：.map()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l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l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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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map().map()

分类：遍历	>	筛选



加入于:	1.2

.map(	callback	)

描述：把当前匹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传递给一个函数，制造出一个
包含返回的值的新jQuery对象。

.map(	callback	)

callback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Element	domEl
ement	)	=>	Object

一个函数对象，将被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调用执行。

如果你想处理一个纯数组或纯对象，请使用jQuery.map()代替它
。
因为返回的值是一个jQuery对象，它包含了一个数组，通常会对
结果调用 .get()，以处理基本数组。

要想读取或者设置一个元素集合的值， .map()方法很有用。设想一
个表单，带有一个勾选框集合：

<form	method="post"	action="">
		<fieldset>
				<div>
						<label	for="two">2</label>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2"	id="two"
	name="number[]">
				</div>
				<div>
						<label	for="four">4</label>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4"	id="four
"	name="number[]">
				</div>
				<div>
						<label	for="six">6</label>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6"	id="six"
	name="number[]">
				</div>

xml



				<div>
						<label	for="eight">8</label>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8"	id="eigh
t"	name="number[]">
				</div>
		</fieldset>
</form>

要想获得勾选框id的一个逗号分隔的列表，只要：

$(	":checkbox"	)
		.map(function()	{
				return	this.id;
		})
		.get()
		.join();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一个字符串， "two,four,six,eight"。

在回调函数内部， this引用针对每次迭代的当前DOM元素。这个函
数可以返回一个独立的数据项，或者数据项的一个数组，以插入到
结果集合中。如果返回了数组，数组中的元素会插入到集合中。如
果函数返回了null或undefined，就不会插入任何元素。

示例

在表单内部建立一个所有值的列表：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ap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b>Values:	</b></p>
<form>
		<input	type="text"	name="name"	value="John">
		<input	type="text"	name="password"	value="pas
sword">
		<input	type="text"	name="url"	value="http://e
john.org/">
</form>
	
<script>
$(	"p"	)
		.append(	$(	"input"	).map(function()	{
				return	$(	this	).val();
		})
		.get()
		.join(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一个人为的示例，以显示一些功能。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ap	demo</title>
		<style>
		body	{
				font-size:	16px;
		}
		ul	{
				float:	left;
				margin:	0	30px;
				color:	blue;
		}
		#results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li>First</li>
		<li>Second</li>
		<li>Third</li>
		<li>Fourth</li>
		<li>Fifth</li>
</ul>
<ul	id="results">
</ul>
	
<script>
var	mappedItems	=	$(	"li"	).map(function(	index
	)	{
		var	replacement	=	$(	"<li>"	).text(	$(	this	)
.text()	).get(	0	);
		if	(	index	===	0	)	{
	
				//	使第一项全都大写。
				$(	replacement	).text(	$(	replacement	).tex
t().toUpperCase()	);
		}	else	if	(	index	===	1	||	index	===	3	)	{
	



				//	删除第二项和第四项。
				replacement	=	null;
		}	else	if	(	index	===	2	)	{
	
				//	制作两个第三项，并添加一些文本
				replacement	=	[	replacement,	$(	"<li>"	).ge
t(	0	)	];
				$(	replacement[	0	]	).append(	"<b>	-	A</b>"
	);
				$(	replacement[	1	]	).append(	"Extra	<b>	-	
B</b>"	);
		}
	
		//	替代物将是一个dom元素、null、
		//	或者是一个dom元素的数组
		return	replacement;
});
$(	"#results"	).append(	mappedItems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补偿div的高度。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ap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40px;
				float:	left;
		}
		input	{
				clear: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type="button"	value="equalize	div	height
s">
<div	style="background:	red;	height:	40px;	"></
div>
<div	style="background:	green;	height:	70px;"><
/div>
<div	style="background:	blue;	height:	50px;	"><
/div>
	
<script>
$.fn.equalizeHeights	=	function()	{
		var	maxHeight	=	this.map(function(	i,	e	)	{
				return	$(	e	).height();
		}).get();
		return	this.height(	Math.max.apply(	this,	max
Height	)	);
};
	
$(	"input"	).click(function()	{
		$(	"div"	).equalizeHeights();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lt()	选择器 下一页：.mousedown()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a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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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mousedown().mousedown()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mousedown(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down”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down(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down(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down()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第一种变体中，是 .on(	"mousedown",	handler)的简写，
在第二种变体中，是 .trigger(	"mousedown"	)的简写。

当鼠标指针在一个元素上面，而且鼠标按钮按下时， mousedown事
件会发送到这个元素。任何HTML元素都可以接收这个事件。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div	id="target">
		Click	here

xml



</div>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插图1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任何 <div>上：

$(	"#target"	).mousedown(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mousedown()	called."	);
});

现在，如果我们在这个元素上点击，会显示提醒：

Handler	for	.mousedown()	called.

当别的元素被点击时，我们也能触发该事件：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mousedown();
});

在执行代码之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也会跳出这条
提醒消息。
在点击任何鼠标按钮时，就会发送 mousedown事件。要想只对特定
的按钮操作，我们可以使用事件对象的 which属性。并非所有的浏
览器都支持这个属性（Internet	Explorer使用button代替它
），但是jQuery规范化了这个属性，所以它可以安全的用在任何
浏览器上。 which的值将是对左按键报告1，对中按键即滚轮报告2
，对右按键报告3。
此事件主要作用是用来确保主要按钮用来开始一个拖动操作；如果



忽略了它，当用户试图使用上下文菜单时，可能会发生奇怪的结果
。虽然中间和右键可以通过这些属性来侦测，但是它不可靠。比如
说，在Opera浏览器和Safari浏览器中，右键按钮的点击，默认
不可侦测。
如果用户在一个元素上点击，从它那里拖开，然后释放按钮，它依
然会被计数为一次 mousedown事件。在大多数用户界面中，这一系
列操作会被视为一个按下按钮的“取消”，因此使用 click事件会更
好，除非我们知道 mousedown对某些情况更适合。

其它说明
因为 .mousedown()方法是 .on(	"mousedown",	handler	)的简写，
所以可以用 .off(	"mousedown"	)来分离。

示例

在触发mouseup事件和mousedown事件时，显示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ousedown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Press	mouse	and	release	here.</p>
	
<script>
$(	"p"	)
		.mouseup(function()	{
				$(	this	).append(	"<span	style='color:#f00;
'>Mouse	up.</span>"	);
		})
		.mousedown(function()	{
				$(	this	).append(	"<span	style='color:#00f;



上一页：.map() 下一页：.mouseenter()

'>Mouse	down.</span>"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ousedow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ousedown.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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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mouseenter().mouseenter()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mouseenter(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一个元素上，当鼠标进入这个元
素时引发该函数，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enter(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enter(	[eventData	],	handle

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enter()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前两种变体中，是 .on(	"mouseenter",	handler	)的简写
，在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mouseenter"	)的简写。

JavaScript事件 mouseenter是Internet	Explorer专有的。因
为该事件在平时很有用，jQuery模拟了这个事件，因此它可以用
在任何浏览器中。当鼠标指针进入一个元素时，该事件会被发送到
该元素。任何HTML元素都能接收该事件。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xml



<div	id="outer">
		Outer
		<div	id="inner">
				Inner
		</div>
</div>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div	id="log"></div>

插图1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任何元素上：

$(	"#outer"	).mouseenter(function()	{
		$(	"#log"	).append(	"<div>Handler	for	.mousee
nter()	called.</div>"	);
});

现在，当鼠标指针移到id="outer"这个div上时，一条消息会追
加到 <div	id="log">中。当别的元素被点击时，也可以触发该事件
：

$(	"#other"	).click(function()	{
		$(	"#outer"	).mouseenter();
});

在执行代码之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也会追加这条
消息。



在处理事件冒泡的方式上， mouseleave事件不同于 mouseout事件。
如果在这个示例中使用 moseover事件，则当鼠标指针移到id="inn
er"这个元素上时，也会触发处理函数。这通常是不想要的行为。
另一方面， mouseenter事件，只有当鼠标进入到它绑定的元素时，
才会触发处理函数，进入绑定元素的后代元素不会触发。因此，在
这个救命中，当鼠标指针进入id="outer"这个元素时，会触发处
理函数，但是进入id="inner"这个元素时不会触发处理函数。

其它说明
因为 .mouseenter()方法是 .on(	"mouseenter",	handler	)的简写
，所以可以用 .off(	"mouseenter"	)来分离。

示例

当触发mouseenter事件和mouseout事件时，显示文本。当鼠标
指针移到子元素上时，也会引发 mouseover事件，与此同时，只有
当指针指针移进绑定的元素时才会引发 mouseenter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ouseenter	demo</title>
		<style>
		div.out	{
				width:	40%;
				height:	120px;
				margin:	0	15px;
				background-color:	#d6edfc;
				float:	left;
		}
		div.in	{
				width:	60%;
				height:	60%;
				background-color:	#fc0;
				margin:	10px	auto;
		}



		p	{
				line-height:	1em;
				margin:	0;
				padding:	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out	overout">
		<p>move	your	mouse</p>
		<div	class="in	overout"><p>move	your	mouse</p
><p>0</p></div>
		<p>0</p>
</div>
	
<div	class="out	enterleave">
		<p>move	your	mouse</p>
		<div	class="in	enterleave"><p>move	your	mouse
</p><p>0</p></div>
		<p>0</p>
</div>
	
<script>
var	i	=	0;
$(	"div.overout"	)
		.mouseover(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over"	);
				$(	"p:last",	this	).text(	++i	);
		})
		.mouseout(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out"	);
		});
	
var	n	=	0;
$(	"div.enterleave"	)
		.mouseenter(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enter"	);
				$(	"p:last",	this	).text(	++n	);
		})
		.mouseleave(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lea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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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ouseente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ouseent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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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mouseleave().mouseleave()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mouseleave(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一个元素上，当鼠标离开这个元
素时引发该函数，，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leave(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leave(	[eventData	],	handle

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leave()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前两种变体中，是 .on('mouseleave',	handler)的简写，
在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mouseleave')的简写。

JavaScript事件 mouseleave是Internet	Explorer专有的。因
为该事件在平时很有用，jQuery模拟了这个事件，因此它可以用
在任何浏览器中。当鼠标指针离开一个元素时，该事件会被发送到
该元素。任何HTML元素都能接收该事件。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xml



<div	id="outer">
		Outer
		<div	id="inner">
				Inner
		</div>
</div>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div	id="log"></div>

插图1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任何元素：

$(	"#outer"	).mouseleave(function()	{
		$(	"#log"	).append(	"<div>Handler	for	.mousel
eave()	called.</div>"	);
});

现在，当鼠标指针移出这个id=outer的div时，一条消息会追加
到 <div	id="log">中。当别的元素被点击的时候，也能够触发这个
事件：

$(	"#other"	).click(function()	{
		$(	"#outer"	).mouseleave();
});

在执行代码之后，在“Trigger	the	handler”上点击，也将追
加这条消息。



在处理事件冒泡的方式上， mouseleave事件不同于 mouseout事件。
如果在这个示例中使用了 mouseout事件，则当鼠标指针移出id="i
nner"这个元素时，也会触发处理函数。这通常是不想要的行为。
另一方面， mouseleave事件，只有当鼠标指针离开绑定元素的时候
，才触发它的处理函数，离开它的后代元素时不会触发。因此在这
个示例中，当鼠标指针离开id="outer"这个元素时，会触发处理
函数，但是当鼠标指针离开id="inner"这元素时，不会触发处理
函数。

其它说明
因为 .mouseleave()方法是 .on(	"mouseleave",	handler	)的简写
，可以使用 .off(	"mouseleave"	)来分离。

示例

显示mouseout事件和mouseleave事件的触发次数。当鼠标指针
移出子元素的时候，也会引发 mouseout；与此同时，只有当鼠标指
针移出绑定的元素的时候，才会引发 mouseleave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ouseleave	demo</title>
		<style>
		div.out	{
				width:	40%;
				height:	120px;
				margin:	0	15px;
				background-color:	#d6edfc;
				float:	left;
		}
		div.in	{
				width:	60%;
				height:	60%;
				background-color:	#fc0;
				margin:	10px	auto;



		}
		p	{
				line-height:	1em;
				margin:	0;
				padding:	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out	overout">
		<p>move	your	mouse</p>
		<div	class="in	overout"><p>move	your	mouse</p
><p>0</p></div>
		<p>0</p>
</div>
<div	class="out	enterleave">
		<p>move	your	mouse</p>
		<div	class="in	enterleave"><p>move	your	mouse
</p><p>0</p></div>
		<p>0</p>
</div>
	
<script>
var	i	=	0;
$(	"div.overout"	)
		.mouseover(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over"	);
		})
		.mouseout(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out"	);
				$(	"p:last",	this	).text(	++i	);
		});
	
var	n	=	0;
$(	"div.enterleave"	)
		.mouseenter(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enter"	);
		})
		.mouseleave(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leave"	);
				$(	"p:last",	this	).text(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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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ouseleav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ouseleav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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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mousemove().mousemove()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mousemove(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move”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move(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move(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move()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前两种变体中，是 .on(	"mousemove",	handler	)的简写
，在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mousemove"	)的简写。

当鼠标指针在一个元素内部移动时， mousemove事件被发送到该元
素上。任何HTML元素都能接收该事件。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div	id="target">
		Move	here

xml



</div>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div	id="log"></div>

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目标上：

$(	"#target"	).mousemove(function(	event	)	{
		var	msg	=	"Handler	for	.mousemove()	called	at
	";
		msg	+=	event.pageX	+	",	"	+	event.pageY;
		$(	"#log"	).append(	"<div>"	+	msg	+	"</div>"	
);
});

现在，当鼠标指针在目标按钮内部移动时，消息会追加到<div	id
="log">中：

Handler	for	.mousemove()	called	at	(399,	48)

Handler	for	.mousemove()	called	at	(398,	46)

Handler	for	.mousemove()	called	at	(397,	44)

Handler	for	.mousemove()	called	at	(396,	42)

要想人为触发该事件，请不带参数地调用 .mousemove()。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mousemove();
});

在代码执行之后，在触发按钮上点击，也将追加这条消息：

Handler	for	.mousemove()	called	at	(undefined,	un

defined)

在跟踪鼠标移动的时候，你通常需要知道鼠标指针的实际位置。这
个事件对象会传给处理函数，它包含了一些关于鼠标坐标的信息。
像 .clientX、 .clientY和 .pageX、 .pageY这样的属性是可用的，但
是在不同的浏览器中有不同的支持。幸好jQuery规范化了 .pageX



属性和 .pageY属性，从而可以在所有浏览器中使用它们。这些属性
提供了鼠标指针相对于document的左上角的X坐标和Y坐标，如上
面的示例输出所示。
请记住，每当鼠标指针移动时，就会触发 mousemove事件，哪怕只
移动了一像素。这意味着在一小段时间内会生成几百次事件。如果
处理函数不得不做任何明显的处理，或者如果对这个事件绑定了多
个处理函数，这可能造成浏览器的严重的性能问题。因此，尽可能
地优化 mousemove	处理函数很重要，而且当不再需要它们时应尽快
解除绑定。
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在 mousedown事件的处理函数内部绑定 mousemove

事件处理函数，而且在相应的 mouseup事件处理函数上对它解除绑
定。如果实现了这一系列事件，请记住 mouseup事件可能会发送到
别的HTML元素上，而不是发送到 mousemove事件绑定的元素。出于
这个原因， mouseup事件处理函数通常应该绑定到DOM树中层次较高
的元素上，比如说 <body>上。

其它说明
因为 .mousemove()方法是 .on(	"mousemove",	handler	)的简写，
所以可以使用 .off(	"mousemove"	)来分离。

示例

当鼠标在黄色div内部移动时，显示鼠标的坐标位置。坐标位置相
对于窗口，在这个案例是指iframe。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ousemove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220px;
				height:	170px;
				margin:	10px	50px	10px	10px;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2px	groove;
				float:	right;
		}
		p	{
				margin:	0;
				margin-left:	10px;
				color:	red;
				width:	220px;
				height:	120px;
				padding-top:	70px;
				float:	left;
				font-size:	14px;
		}
		span	{
				display:	block;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span>Move	the	mouse	over	the	div.</span>
		<span>&nbsp;</span>
</p>
<div></div>
	
<script>
$(	"div"	).mousemove(function(	event	)	{
		var	pageCoords	=	"(	"	+	event.pageX	+	",	"	+	
event.pageY	+	"	)";
		var	clientCoords	=	"(	"	+	event.clientX	+	",	
"	+	event.clientY	+	"	)";
		$(	"span:first"	).text(	"(	event.pageX,	event
.pageY	)	:	"	+	pageCoords	);
		$(	"span:last"	).text(	"(	event.clientX,	even
t.clientY	)	:	"	+	clientCoords	);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mouseleave() 下一页：.mouseout()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ousemov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ousemov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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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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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mouseout().mouseout()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mouseout(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out”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out(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out(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out()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前两种变体中，是 .on(	"mouseout",	handler	)的简写，
在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mouseout"	)的简单写。

当鼠标指针离开一个元素时， mouseout事件会发送到这个元素上。
任何HTML元素都可以接收这个事件。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div	id="outer">
		Outer

xml



		<div	id="inner">
				Inner
		</div>
</div>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div	id="log"></div>

插图1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任何元素上：

$(	"#outer"	).mouseout(function()	{
		$(	"#log"	).append(	"Handler	for	.mouseout()	
called."	);
});

现在，当鼠标指针移出id="outer"的div时，消息会追加到 <div	

id="log">要想人为触发该事件，请不带参数地应用 .mouseout()方
法：

$(	"#other"	).click(function()	{
		$(	"#outer"	).mouseout();
});

在执行代码之后，在“Trigger	the	handler”上点击，也将追
加这条消息。
因为事件冒泡，这个事件类型可能导致很多令人头痛的问题。比如
说，在本示例中，当鼠标指针移出id="inner"这个元素时，一个



mouseout会发送到那里，然后冒泡到id="outer"这个元素。这可
能在不适当的时候触发绑定的 mouseout处理函数。参见对 .mouselea

ve()的讨论以了解有用的替代方法。

其它说明
因为 .mouseout()方法是 .on(	"mouseout",	handler	)的简写，
所以可以用 .off(	"mouseout"	)来分离。

示例

显示mouseout事件和mouseleave事件被触发的次数。当鼠标指
针移出子元素的时候，也会触发 mouseout；与此同时，只有当鼠标
指针移出绑定的元素的时候，才会触发 mouseleave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ouseout	demo</title>
		<style>
		div.out	{
				width:	40%;
				height:	120px;
				margin:	0	15px;
				background-color:	#d6edfc;
				float:	left;
		}
		div.in	{
				width:	60%;
				height:	60%;
				background-color:	#fc0;
				margin:	10px	auto;
		}
		p	{
				line-height:	1em;
				margin:	0;
				padding:	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out	overout">
		<p>move	your	mouse</p>
		<div	class="in	overout"><p>move	your	mouse</p
><p>0</p></div>
		<p>0</p>
</div>
	
<div	class="out	enterleave">
		<p>move	your	mouse</p>
		<div	class="in	enterleave"><p>move	your	mouse
</p><p>0</p></div>
		<p>0</p>
</div>
	
<script>
var	i	=	0;
$(	"div.overout"	)
		.mouseout(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out"	);
				$(	"p:last",	this	).text(	++i	);
		})
		.mouseover(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over"	);
		});
	
var	n	=	0;
$(	"div.enterleave"	)
		.on(	"mouseenter",	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enter"	);
		})
		.on(	"mouseleave",	function()	{
				$(	"p:first",	this	).text(	"mouse	leave"	);
				$(	"p:last",	this	).text(	++n	);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mousemove() 下一页：.mouseover()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ouseou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ouse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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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mouseover().mouseover()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mouseover(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over”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over(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over(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over()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前两种变体中，是 .on('mouseover',	handler)的简写，
在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mouseover')的简写。

当鼠标指针进入一个元素时， mouseover事件会发送到这个元素上
。任何HTML元素都能接收该事件。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div	id="outer">
		Outer

xml



		<div	id="inner">
				Inner
		</div>
</div>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div	id="log"></div>

插图1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任何元素上：

$(	"#outer"	).mouseover(function()	{
		$(	"#log"	).append(	"<div>Handler	for	.mouseo
ver()	called.</div>"	);
});

现在，当鼠标指针在id="outer"这个div内部移动时，一条消息
会追加到 <div	id="log">中。当别的元素被点击的时候，也能够触
发这个事件：

$(	"#other"	).click(function()	{
		$(	"#outer"	).mouseover();
});

在执行代码之后，在“Trigger	the	handler”上点击，也将追
加这条消息。
因为事件冒泡，这个事件类型可能导致很多令人头痛的问题。比如
说，在本示例中，当鼠标指针在id="inner"这个元素上移动时，



一个	 mouseover事件会发送到那里。这可能在不适当的时候触发绑
定的 mouseover处理函数。参见对 .mouseenter()的讨论以了解有用
的替代方法。

其它说明
因为 .mouseover()方法是 .on(	"mouseover",	handler	)的简写，
所以可以用 .off(	"mouseover"	)来分离。

示例

显示 mouseover事件和 mouseenter事件的触发次数。当鼠标指针移到
它的子元素内时，也会引发 mouseover事件，与此同时，只有当鼠
标指针移进绑定的元素的时候，才会引发 mouseenter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ouseover	demo</title>
		<style>
		div.out	{
				width:	40%;
				height:	120px;
				margin:	0	15px;
				background-color:	#d6edfc;
				float:	left;
		}
		div.in	{
				width:	60%;
				height:	60%;
				background-color:	#fc0;
				margin:	10px	auto;
		}
		p	{
				line-height:	1em;
				margin:	0;
				padding:	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out	overout">
		<span>move	your	mouse</span>
		<div	class="in">
		</div>
</div>
	
<div	class="out	enterleave">
		<span>move	your	mouse</span>
		<div	class="in">
		</div>
</div>
	
<script>
var	i	=	0;
$(	"div.overout"	)
		.mouseover(function()	{
				i	+=	1;
				$(	this	).find(	"span"	).text(	"mouse	over	
x	"	+	i	);
		})
		.mouseout(function()	{
				$(	this	).find(	"span"	).text(	"mouse	out	"
	);
		});
	
var	n	=	0;
$(	"div.enterleave"	)
		.mouseenter(function()	{
				n	+=	1;
				$(	this	).find(	"span"	).text(	"mouse	enter
	x	"	+	n	);
		})
		.mouseleave(function()	{
				$(	this	).find(	"span"	).text(	"mouse	leave
"	);
		});
</script>
	



上一页：.mouseout() 下一页：.mouseup()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ouseove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ouseov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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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mouseup().mouseup()

分类：事件	>	鼠标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mouseup(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mouseup”上，或
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mouseup(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up(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mouseup()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这个方法，在第一种变体中是 .on('mouseup',	handler)的简写，在
第二种变体中是 .trigger('mouseup')的简写。

当鼠标指针在一个元素上，然后公开鼠标键时， mouseup方法会发
送到这个元素。任何HTML元素都可以接受这个事件。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div	id="target">
		Click	here
</div>

xml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插图1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任何 <div>上：

$(	"#target"	).mouseup(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mouseup()	called."	);
});

现在，如果我们在按钮上点击，将显示提醒：

Handler	for	.mouseup()	called.

当别的元素被点击时，我们也能触发该事件：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mouseup();
});

在执行代码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将跳出提醒消息
。
如果用户在一个元素外面点击，拖曳到元素内部，并松开按钮，这
依然会计数为一次 mouseup事件。在大多数的用户接口中，这一系
列操作作不会被视为一次“按下按钮”，因此使用 click事件会更好
，除非我们知道 mouseup对某些情况更适合。

其它说明
因为 .mouseup()方法是 .on(	"mouseup",	handler	)的简写，所



以可以用 .off(	"mouseup"	)来分离。

示例

在每次触发mouseup和mousedown事件时显示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ouseup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Press	mouse	and	release	here.</p>
	
<script>
$(	"p"	)
		.mouseup(function()	{
				$(	this	).append(	"<span	style='color:#f00;
'>Mouse	up.</span>"	);
		})
		.mousedown(function()	{
				$(	this	).append(	"<span	style='color:#00f;
'>Mouse	down.</span>"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mouseover()

下一页：多重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value”][name2=”val
ue2″]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ouseu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ouseu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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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多重元素属性选择器多重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va	[name=”va

lue”][name2=”value2″]lue”][name2=”value2″]

分类：选择器	>	元素属性选择器



加入于:	1.0

attributeMultiple	selector

描述：匹配元素，匹配所有的指定的元素属性筛选器的元素。

jQuery(	"[attributeFilter1][attribu

teFilter2][attributeFilterN]"	)

attributeFilter1:	一个元素筛选器。
attributeFilter2:	另一个元素筛选器，进一步缩小选中区
。
attributeFilterN:	根据需要添加更多的元素筛选器。

示例

找到所有带有元素属性id，而且它们的元素属性name的值以“man
”结尾的<input>元素，并给它们设置值。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ttributeMultiple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id="man-news"	name="man-news">
<input	name="milkman">
<input	id="letterman"	name="new-letterman">
<input	name="newmilk">
	
<script>
$(	"input[id][name$='man']"	).val(	"only	this	o
ne"	);

xml



上一页：.mouseup()

下一页：多重选择器	(“selector1,	selector2,	selector
N”)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multiple-attribute-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ultiple-attribute-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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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选择器多重选择器	(“selector1,	sel	(“selector1,	sel

ector2,	selectorN”)ector2,	selectorN”)

分类：选择器	>	基本选择器



加入于:	1.0

multiple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指定选择器的组合结果。

jQuery(	"selector1,	selector2,	sele

ctorN"	)

selector1:	任何有效的选择器。
selector2:	任何有效的选择器。
selectorN:	根据你的喜好，添加任意个有效的选择器。

你可以指定任何数量的选择器，以组合到一个结果中。多个表达式
组合器是一个选择没有共同点的元素的有效的方式。在返回的jQue
ry对象中的DOM元素的次序可能是不相同的，以它们在document
中的次序。对这个组合器的替代方式是使用.add()方法。

示例

找到匹配三个选择器中任一个的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ultiple	demo</title>
		<style>
		div,	span,	p	{
				width:	126px;
				height:	60px;
				float:	left;
				padding:	3px;
				margin:	2px;
				background-color:	#eee;
				font-size:	14px;
		}
		</style>

xml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div>
<p	class="myClass">p	class="myClass"</p>
<p	class="notMyClass">p	class="notMyClass"</p>
<span>span</span>
	
<script>
$(	"div,	span,	p.myClass"	).css(	"border",	"3px
	solid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显示在该jQuery对象中的次序。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ultiple	demo</title>
		<style>
		b	{



				color:	red;
				font-size:	16px;
				display:	block;
				clear:left;
		}
		div,	span,	p	{
				width:	40px;
				height:	40px;
				float:	left;
				margin:	10px;
				background-color:	blue;
				padding:	3px;
				color:	whit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span</span>
<p>p</p>
<p>p</p>
<div>div</div>
<span>span</span>
<p>p</p>
<div>div</div>
<b></b>
	
<script>
var	list	=	$(	"div,	p,	span"	)
		.map(	function()	{
				return	this.tagName;
		})
		.get()
		.join(	",	"	);
$(	"b"	).append(	document.createTextNode(	lis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多重元素属性选择器	[name=”value”][name2=”val
ue2″]

下一页：.next()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
.asprain.cn/jQueryAPI/multiple-sele
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multiple-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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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next().next()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0

.next(	[selector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后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如
果提供了一个选择器，它会取得只有匹配该选择器的下一个同辈元
素。

.next(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next()方法
允许我们搜索遍DOM树中这些元素后面紧跟着的同辈元素，并根据
匹配的元素构造出一个新jQuery对象。
该方法可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与我们可以传递给 $()函
数的选择器表达式类型相同。如果后面紧跟着的同辈元素匹配该选
择器，那么它会保存在新生成的	jQuery对象中，否则，会被排除
在外。
设想一个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class="third-item">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如果我们从第三项开始，我们可以找到正好在它后面的元素：

$(	"li.third-item"	).next().css(	"background-co
lor",	"red"	);

xml

javascript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第四项后面有红色背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一个
选择器表达式，后面跟着的元素毫不含糊地成为对象的一部分。如
果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只有匹配这个表达式的元素才会
包括在内。

示例

查找每个紧跟在被禁用的按钮后面的元素，并将其文本变为	"thi
s	button	is	disabled"。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ext	demo</title>
		<style>
		span	{
				color:	blue;
				font-weight:	bold;
		}
		button	{
				width:	10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button	disabled="disabled">First</button>
	-	<span></span></div>
<div><button>Second</button>	-	<span></span></d
iv>
<div><button	disabled="disabled">Third</button>
	-	<span></span></div>
	
<script>
$(	"button[disabled]"	).next().text(	"this	butt
on	is	disabl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找到紧跟在每个段落文本后面的元素。确保只选中带有“selected
”类的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ex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	class="selected">Hello	Again</p>
<div><span>And	Again</span></div>
	
<script>
$(	"p"	).next(	".selected"	).css(	"background",
	"yellow"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多重选择器	(“selector1,	selector2,	selector
N”)

下一页：下一个相邻选择器	(“prev	+	next”)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
运行示例，请点
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ex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ex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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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相邻选择器下一个相邻选择器	(“prev	+	ne	(“prev	+	ne

xt”)xt”)

分类：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加入于:	1.0

next	adjacent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紧挨在	prev	元素后的	next	元素。

jQuery(	"prev	+	next"	)

prev:	任何有效的选择器。
next:	一个选择器，用来匹配在第一个选择器后面的元素。

对于“下一个相邻选择器”（ prev	+	next）和“一般同辈选择器”（ p

rev	~	siblings）来说，需要认识的一个重点是，在组合的任一侧
的元素必须共享相同的父元素。

示例

找到所有的在一个<label>后面的<input>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ext	adjacen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label	for="name">Name:</label>
		<input	name="name"	id="name">
		<fieldset>
				<label	for="newsletter">Newsletter:</label>
				<input	name="newsletter"	id="newsletter">
		</fieldset>
</form>
<input	name="none">

xml



上一页：.next()

下一页：下一个同辈选择器	Selector	(“prev	~	siblings”
)

	
<script>
$(	"label	+	input"	).css(	"color",	"blue"	).val
(	"Label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next-adjacen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ext-adjacen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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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同辈选择器下一个同辈选择器	Selector	(“	Selector	(“

prev	~	siblings”)prev	~	siblings”)

分类：选择器	>	层次结构选择器



加入于:	1.0

next	siblings	selector

描述：选择跟在“prev”	元素后面的所有同辈元素。具有相同的父
元素，并匹配筛选的“siblings”选择器。

jQuery(	"prev	~	siblings"	)

prev:	任何有效的选择器。
siblings:	一个选择器，用来筛选第一个选择器匹配的元素
的面跟着的同辈元素。

prev	+	next和 prev	~	siblings的显著区别是它们各自的接触。前
者只接触到一个后面紧跟着的同辈元素，与此同时，后者会扩展到
接触所有的所有后面跟着的同辈元素。

示例

找到带有id为#prev的元素后面所有的div同辈元素。注意，<spa
n>不能选中，因为它不是一个div，而且"niece"也不能选中，因
为它是一个同辈元素的子元素，不是真正的同辈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ext	siblings	demo</title>
		<style>
		div,	span	{
				display:	block;
				width:	80px;
				height:	80px;
				margin:	5px;
				background:	#bfa;
				float:	left;
				font-size:	14px;
		}

xml



		div#small	{
				width:	60px;
				height:	25px;
				font-size:	12px;
				background:	#fab;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oesn't	match	since	before	#prev)</di
v>
<span	id="prev">span#prev</span>
<div>div	sibling</div>
<div>div	sibling	<div	id="small">div	niece</div
></div>
<span>span	sibling	(not	div)</span>
<div>div	sibling</div>
	
<script>
$(	"#prev	~	div"	).css(	"border",	"3px	groove	b
lu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下一个相邻选择器	(“prev	+	next”)

下一页：.nextAll()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
www.asprain.cn/jQueryAPI/next-siblings-selector.htm
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ext-siblings-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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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not().not()

分类：遍历	>	筛选	|	遍历	>	杂项遍历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4

.not(	selector	)

描述：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删除元素。

.not(	selector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or	Element	or	Array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一个DOM元素，
或者一个元素数组，用来针对集合作匹配。

.not(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Element	eleme
nt	)	=>	Boolean

一个用来测试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函数。它接受两个参数， i

ndex，就是元素在jQuery集合中的索引，还有 element，
就是该DOM元素。在函数内部， this引用当前DOM元素。

.not(	selection	)

selection

类型：jQuery
一个已有的jQuery对象，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当前元素集合
中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它代表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not()方法
根据匹配的元素的子集构造了一个新的jQuery对象。提供的选择
器针对每个元素作测试；不匹配选择器的元素将包含在结果中。
设想一个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xml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个列表项集合中：

$(	"li"	).not(	":even"	).css(	"background-color
",	"red"	);

这次调用的结果是第二项和第四项有了红色背景，因为它们不匹配
该选择器（再次强调 :even选择器和 :odd选择器使用基于0的索引
。）

删除特定元素

.not()方法的第二版本允许我们从匹配的集合中删除元素，假设我
们之前已经用别的方法已经找到那些元素例如，假设我们我们的列
表已经有一个项目应用了一个id：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id="not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我们可以使用原生的JavaScript函数 getElementById()取回第三
个列表项，然后从jQuery对象中删掉它：

$(	"li"	).not(	document.getElementById(	"notli"
	)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这条语句改变了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的背景色。我们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jQuery表达式来完成同样的工作，但是这个技
术很有用，举个例子，在别的库提供了对纯DOM节点的引用的时候
。
自从jQuery	1.4， .not()方法可以取用一个函数作为它的参数，
与 .filter()采用的方法相同。那个函数返回true的元素被排出在
经筛选的集合外；所有其它的元素则包含在集合内。

示例

给不是绿色也不是蓝色的div添加一个边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ot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50px;
				height:	50px;
				margin:	10px;
				float:	left;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2px	solid	white;
		}
		.green	{
				background:	#8f8;
		}
		.gray	{
				background:	#ccc;
		}
		#blueone	{
				background:	#99f;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	id="blueone"></div>
<div></div>
<div	class="green"></div>
<div	class="green"></div>
<div	class="gray"></div>
<div></div>
	
<script>
$(	"div"	).not(	".green,	#blueone"	)
		.css(	"border-color",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从所有的段落文本集合中删除id="selected"的元素。

$(	"p"	).not(	$(	"#selected"	)[	0	]	);

从所有的段落文本集合中删除id="selected"的元素。

$(	"p"	).not(	"#selected"	);

从所有的段落文本的总集合中删除所有匹配"div	p.selected"
的元素。



上一页：.nextUntil() 下一页：:not()	选择器

$(	"p"	).not(	$(	"div	p.selected"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no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o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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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no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0

not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不匹配给定选择器的元素。

jQuery(	":not(selector)"	)

selector:	一个用来筛选的选择器。

在 :not()内部，所有的选择器都是可接受的，比如说， :not(div

a)和 :not(div,a)。

其它说明
比起向 :not()选择器筛选器推加复杂的选择器或者变量， .not()方
法会给你带来更可读的选择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更好的
选择。

示例

找到所有没有勾选中的<input>元素，并高亮下一个同辈<span>
。注意，当点击勾选框时，不会有改变，因为没有把任何处理函数
绑定点击事件上。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o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nput	type="checkbox"	name="a">

xml



上一页：.not() 下一页：:nth-child()	选择器

		<span>Mary</span>
</div>
<div>
		<input	type="checkbox"	name="b">
		<span>lcm</span>
</div>
<div>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	checked="chec
ked">
		<span>Peter</span>
</div>
	
<script>
$(	"input:not(:checked)	+	span"	).css(	"backgro
und-color",	"yellow"	);
$(	"input").attr(	"disabled",	"disabl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no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ot-selector.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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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h-child()	:nth-chil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1.4

nth-child	selector

描述：选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第n个子元素。

jQuery(	":nth-child(index/even/od

d/equation)"	)

index:	每个要匹配的子元素的索引值，从1开始，也可以是字
符串 even或 odd，或者是一个公式（例如 :nth-child(even)、 :n

th-child(4n)）

因为 :nth-选择器的jQuery编译器严格派生自CSS规范文档，所以
n的值是基于1的索引，意味着计数从1开始。对于其它选择器表达
式，比如说 :eq()或 :even，jQuery遵循JavaScript的“0起步索
引”计数。给定一个 <ul>，它包含了两个 <li>， $(	"li:nth-child(1

)"	)选中了第一个 <li>，与此同时 $(	"li:eq(1)"	)选中了第二个 <

li>。

:nth-child(n)伪类很容易和 :eq(n)伪类混淆，虽然这两者可能造成
戏剧性的不同的匹配的元素。使用 :nth-child(n)，所有的子元素都
被计数，无论它们是哪种子元素，而且指定元素只有它匹配附加到
伪类的选择器时才会被选中。使用 :eq(n)，只有附加到伪类的选择
器的元素才被计数，对别的类型的子元素不作限制，而且会选中第
(n+1)个元素（n是基于零的索引）。
关于这种不常用的用法的进一步讨论，可在W3C	CSS	specifica
tion找到。

示例

在每个匹配的<ul>中找到第二个<li>并标记它。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xml

http://www.w3.org/TR/css3-selectors/#nth-child-pseudo


		<meta	charset="utf-8">
		<title>nth-child	demo</title>
		<style>
		div	{
				float:	left;
		}
		span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ul>
				<li>John</li>
				<li>Karl</li>
				<li>Brandon</li>
		</ul>
</div>
<div>
		<ul>
				<li>Sam</li>
		</ul>
</div>
<div>
		<ul>
				<li>Glen</li>
				<li>Tane</li>
				<li>Ralph</li>
				<li>David</li>
		</ul>
</div>
	
<script>
$(	"ul	li:nth-child(2)"	).append(	"<span>	-	2nd
!</spa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这是一个游戏场，看看用不同的字符串的选择器是否起作用。注意
， :even和 :odd	会无视它们的父元素，仅仅把元素列表中的元素每
隔一个筛选出来。而 :nth-child和它们不同，会根据特定的父元素
计数子元素的索引。无论如何，直接看示例会比空讲要容易理解的
多……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th-child	demo</title>
		<style>
		button	{
				display:	block;
				font-size:	12px;
				width:	100px;
		}
		div	{
				float:	left;
				margin:	10px;
				font-size:	10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
		span	{
				color:	blue;
				font-size:	18px;
		}



		#inner	{
				color:	red;
		}
		td	{
				width:	50px;
				text-align:	ce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button>:nth-child(even)</button>
		<button>:nth-child(odd)</button>
		<button>:nth-child(3n)</button>
		<button>:nth-child(2)</button>
</div>
<div>
		<button>:nth-child(3n+1)</button>
		<button>:nth-child(3n+2)</button>
		<button>:even</button>
		<button>:odd</button>
</div>
	
<div>
		<table>
				<tr><td>John</td></tr>
				<tr><td>Karl</td></tr>
				<tr><td>Brandon</td></tr>
				<tr><td>Benjamin</td></tr>
		</table>
</div>
<div>
		<table>
				<tr><td>Sam</td></tr>
		</table>
</div>
<div>
		<table>
				<tr><td>Glen</td></tr>
				<tr><td>Tane</td></tr>
				<tr><td>Ralph</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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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td>David</td></tr>
				<tr><td>Mike</td></tr>
				<tr><td>Dan</td></tr>
		</table>
</div>
	
<span>tr<span	id="inner"></span></span>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var	str	=	$(	this	).text();
		$(	"tr"	).css(	"background",	"white"	);
		$(	"tr"	+	str	).css(	"background",	"#ff0000"	
);
		$(	"#inner"	).text(	str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
，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th-child-sel
ector.htm查看示例。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th-child-selector.htm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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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h-last-child()	:nth-last-chil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9

nth-last-child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倒数第n个子
元素，即从最后的元素往前数。

jQuery(	":nth-last-child(index/even

/odd/equation)"	)

index:	每个要匹配的子元素的索引值，从 1开始，也可以是
字符串 even或 odd，或者是一个公式（例如 :nth-last-child(eve

n)、 :nth-last-child(4n)）。

因为 :nth-选择器的jQuery编译器严格派生自CSS规范文档，所以
n的值是基于1的索引，意味着计数从1开始。对于其它选择器表达
式，比如说 :eq()或 :even，jQuery遵循JavaScript的“0起步索
引”计数。给定一个 <ul>，它包含了三个 <li>， $(	"li:nth-last-ch

ild(1)"	)选中了第三个 <li>，即最后一个 <li>。

关于这种用法的进一步讨论，可在W3C	CSS	specification找
到。

示例

在每个匹配的<ul>中查找倒数第二个<li>，并将它标记出来。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th-last-child	demo</title>
		<style>
		div	{
				float:	left;
		}
		span	{
				color:	blue;

xml

http://www.w3.org/TR/css3-selectors/#nth-last-child-pseudo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ul>
				<li>John</li>
				<li>Karl</li>
				<li>Adam</li>
		</ul>
</div>
<div>
		<ul>
				<li>Dan</li>
		</ul>
</div>
<div>
		<ul>
				<li>Dave</li>
				<li>Rick</li>
				<li>Timmy</li>
				<li>Gibson</li>
		</ul>
</div>
<script>
$(	"ul	li:nth-last-child(2)"	).append(	"<span>	
-	2nd	to	last!</spa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这是一个游戏场，看看用不同的字符串的选择器是否起作用。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th-last-child	demo</title>
		<style>
		button	{
				display:	block;
				font-size:	12px;
				width:	100px;
		}
		div	{
				float:	left;
				margin:	10px;
				font-size:	10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
		span	{
				color:	blue;
				font-size:18px;
		}
		#inner	{
				color:	red;
		}
		td	{
				width:	50px;
				text-align:	ce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button>:nth-last-child(even)</button>
		<button>:nth-last-child(odd)</button>
		<button>:nth-last-child(3n)</button>
		<button>:nth-last-child(2)</button>
</div>
<div>
		<button>:nth-last-child(3n+1)</button>
		<button>:nth-last-child(3n+2)</button>
</div>
<div>
		<table>
				<tr><td>John</td></tr>
				<tr><td>Karl</td></tr>
				<tr><td>Brandon</td></tr>
				<tr><td>Benjamin</td></tr>
		</table>
</div>
<div>
		<table>
				<tr><td>Sam</td></tr>
		</table>
</div>
<div>
		<table>
				<tr><td>Glen</td></tr>
				<tr><td>Tane</td></tr>
				<tr><td>Ralph</td></tr>
				<tr><td>David</td></tr>
				<tr><td>Mike</td></tr>
				<tr><td>Dan</td></tr>
		</table>
</div>
<span>tr<span	id="inner"></span></span>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var	str	=	$(	this	).text();
		$(	"tr"	).css(	"background",	"white"	);
		$(	"tr"	+	str	).css(	"background",	"#ff0000"	
);
		$(	"#inner"	).text(str);
});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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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
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th-last-ch
il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th-last-child-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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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h-last-of-type()	:nth-last-of-type()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9

nth-last-of-type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中的倒数第n个
子元素，即从最后的元素往前数，相对于具有相同元素名的同辈元
素。

jQuery(	":nth-last-of-type(index/ev

en/odd/equation)"	)

index:	每个要匹配的子元素的索引值，从 1开始，也可以是
字符串 even或 odd，或者是一个公式（例如 :nth-last-of-type(e

ven)、 :nth-last-of-type(4n)）

因为 :nth-选择器的jQuery编译器严格派生自CSS规范文档，所以
n的值是基于1的索引，意味着计数从1开始。对于其它选择器表达
式，比如说 :eq()或 :even，jQuery遵循JavaScript的“0起步索
引”计数。给定一个 <ul>，它包含了三个 <li>， $(	'li:nth-last-ty

pe(1)'	)选中了第三个 <li>，即最后一个 <li>。

关于这种用法的进一步讨论，可在W3C	CSS	specification找
到。

示例

在每个匹配的<ul>中查找倒数第二个<li>，并将它标记出来。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th-last-of-type	demo</title>
		<style>
		div	{
				float:	left;
		}

xml

http://www.w3.org/TR/css3-selectors/#nth-last-of-type-pseudo


		span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ul>
				<li>John</li>
				<li>Karl</li>
				<li>Adam</li>
		</ul>
</div>
<div>
		<ul>
				<li>Dan</li>
		</ul>
</div>
<div>
		<ul>
				<li>Dave</li>
				<li>Rick</li>
				<li>Timmy</li>
				<li>Gibson</li>
		</ul>
</div>
	
<script>
$(	"ul	li:nth-last-of-type(2)"	).append(	"<span
>	-	2nd	to	last!</spa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这是一个游戏场，看看用不同的字符串的选择器是否起作用。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th-last-of-type	demo</title>
		<style>
		button	{
				display:	block;
				font-size:	12px;
				width:	100px;
		}
		div	{
				float:	left;
				margin:	10px;
				font-size:	10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
		span	{
				color:	blue;
				font-size:	18px;
		}
		#inner	{
				color:	red;
		}
		td	{
				width:	50px;
				text-align:	ce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button>:nth-last-of-type(even)</button>
		<button>:nth-last-of-type(odd)</button>
		<button>:nth-last-of-type(3n)</button>
		<button>:nth-last-of-type(2)</button>
</div>
<div>
		<button>:nth-last-of-type(3n+1)</button>
		<button>:nth-last-of-type(3n+2)</button>
</div>
	
<div>
		<table>
				<tr><td>John</td></tr>
				<tr><td>Karl</td></tr>
				<tr><td>Brandon</td></tr>
				<tr><td>Benjamin</td></tr>
		</table>
</div>
<div>
		<table>
				<tr><td>Sam</td></tr>
		</table>
</div>
<div>
		<table>
				<tr><td>Glen</td></tr>
				<tr><td>Tane</td></tr>
				<tr><td>Ralph</td></tr>
				<tr><td>David</td></tr>
				<tr><td>Mike</td></tr>
				<tr><td>Dan</td></tr>
		</table>
</div>
	
<span>tr<span	id="inner"></span></span>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var	str	=	$(	this	).text();
		$(	"tr"	).css(	"background",	"white"	);
		$(	"tr"	+	str	).css(	"background",	"#ff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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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ner"	).text(	str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
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th-last-of-type
-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th-last-of-type-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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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h-of-type()	:nth-of-type()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9

nth-of-type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中的第n个子元
素，相对于具有相同元素名的同辈元素。

jQuery(	":nth-of-type(index/even/od

d/equation)"	)

index:	每个要匹配的子元素的索引值，从 1开始，也可以是
字符串 even或 odd，或者是一个公式（例如 :nth-of-type(even)

、 :nth-of-type(4n)）。

因为 :nth-选择器的jQuery编译器严格派生自CSS规范文档，所以
n的值是基于1的索引，意味着计数从1开始。对于其它选择器表达
式，比如说 :eq()或 :even，jQuery遵循JavaScript的“0起步索
引”计数。
关于这种用法的进一步讨论，可在W3C	CSS	specification找
到。

示例

查找每个<span>，这个<span>是	其所有同辈<span>元素中的第
二个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th-of-type	demo</title>
		<style>
		.nth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xml

http://www.w3.org/TR/css3-selectors/#nth-of-type-pseudo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span>John</span>,
		<b>Kim</b>,
		<span>Adam</span>,
		<b>Rafael</b>,
		<span>Oleg</span>
</div>
<div>
		<b>Dave</b>,
		<span>Ann</span>
</div>
<div>
		<i><span>Maurice</span></i>,
		<span>Richard</span>,
		<span>Ralph</span>,
		<span>Jason</span>
</div>
	
<script>
$(	"span:nth-of-type(2)"	)
		.append(	"<span>	is	2nd	sibling	span</span>"	
)
		.addClass(	"nth"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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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odd	选择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
www.asprain.cn/jQueryAPI/nth-of-type-selector.htm查
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th-of-type-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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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d	:od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0

odd	selector

描述：选择奇数元素，从0开始排序。参见 even。

jQuery(	":odd"	)

特别需要注意，从0开始的索引意味着，反直觉地， :odd选择了第
二个元素、第四个元素……在匹配的集合中依此类推。

其它说明
因为 :odd是一个jQuery扩展，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所以用 :even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提供的 querySelecto

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odd选择元素时获得最佳
性能，请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使用 .filter

(":odd")作筛选。
选中的元素以它在document中出现的顺序。

示例

查找偶数表格行，匹配第二行、第四行、依此类推（索引号为1、3
、4等等）。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dd	demo</title>
		<style>
		table	{
				background:	#f3f7f5;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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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body>
	
<table	border="1">
		<tr><td>Row	with	Index	#0</td></tr>
		<tr><td>Row	with	Index	#1</td></tr>
		<tr><td>Row	with	Index	#2</td></tr>
		<tr><td>Row	with	Index	#3</td></tr>
</table>
	
<script>
$(	"tr:odd"	).css(	"background-color",	"#bbbbff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d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dd-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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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off().off()

分类：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加入于:	1.7

加入于:	1.7

加入于:	1.7

.off(	events	[,	selector	]	[,

handler	]	)

描述：删除所有的事件处理函数。

.off(	events	[,	selector	]	[,	handl

er	]	)

events

类型：String
一个或更多的用空格分隔的事件类型，以及可选的命名空
间，比如说"click"或者"keydown.myPlugin"。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它必须匹配一个在附加事件处理函数时，原
来传给 .on()处理函数名。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先前附加到事件上的处理函数，或者特殊值false。

.off(	events	[,	selector	]	)

event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在那里，字符串键代表一个或多个空格隔开的
事件类型，以及可选的命名空间；值代表先前附加到这些
事件上的处理函数。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它必须匹配一个在附加事件处理函数时，原
来传给 .on()处理函数名。

.off(	event	)



加入于:	1.7

event

类型：Event
一个 jQuery.Event对象。

.off()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off()方法删除了用 .on()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参见本页中对派
遣事件和直接绑定事件的讨论，以了解更多信息。不带参数地调用
.off()会删除所有附加到该元素上的处理函数。提供事件名称、命
名空间、选择器，或者处理函数名的组合，可以指定要从元素上删
除的事件处理函数。如果给定了多个筛选参数，只有与这些参数完
全匹配的事件处理函数才会被删除。
如果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事件名称，比如说 "click"，所有的那种类
型的事件（直接事件以及委托事件）都会从jQuery集合中的元素
上删除。在编写用作插件的代码的时候，或者基于大型代码而编程
时，最佳实践是使用命名空间附加和删除事件，从而代码不会意外
删除用别的代码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在一个特定的命名空间中所
有类型的事件都可以从一个元素上删除，只要提供一个命名空间，
比如说 ".myPlugin"。命名空间或者事件名称至少必须提供一种。

要想删除特定的委托事件处理函数，只要提供 selector参数。这个
选择器字符串必须严格匹配在附加事件处理函数时，传递给 .on()

函数的选择器字符串。要想从元素上删除所有的委托事件，而不删
除非委托事件，请使用特殊值 "**"。

通过在 handler参数中指定函数名，可以删除一个处理函数。当jQu
ery附加一个事件处理函数时，它会给处理函数设定一个独一无二
的id。通过 jQuery.proxy()或类似的机器获得的处理函数proxied
，将具有同样的独一无二的id（代理函数），所以向 .off()传递代
理处理函数，可能删除的函数会超过预期。在那种情况下，用命名
空间附加并删除事件处理函数会更好。
和 .on()一样，你可以以一个对象的形式传递 events，而不是指定
一个 events字符串以及 handler函数作为分开的参数。针对 events

对象的键是事件名和/或命名空间；对象的值是处理函数或者特定
的值 false。



示例

在彩色的按钮上添加并删除事件处理函数。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ff	demo</title>
		<style>
		button	{
				margin:	5px;
		}
		button#theone	{
				color:	red;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theone">Does	nothing...</button>
<button	id="bind">Add	Click</button>
<button	id="unbind">Remove	Click</button>
<div	style="display:none;">Click!</div>
	
<script>
function	flash()	{
		$(	"div"	).show().fadeOut(	"slow"	);
}
$(	"#bind"	).click(function()	{
		$(	"body"	)
				.on(	"click",	"#theone",	flash	)
				.find(	"#theone"	)
						.text(	"Can	Click!"	);
});
$(	"#unbind"	).click(function()	{
		$(	"body"	)
				.off(	"click",	"#theone",	flash	)



				.find(	"#theone"	)
						.text(	"Does	nothing..."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上删除所有的事件处理函数。

$(	"p"	).off();

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上删除所有被委托的点击事件处理函数。

$(	"p"	).off(	"click",	"**"	);

通过把一个先前绑定处理函数传为 .off()的第三个参数，来删除对
它的绑定。

var	foo	=	function()	{
		//	处理某些事件的代码
};
	
//	...	现在当点击段落文本时会调用foo	...



上一页：:odd	选择器 下一页：.offset()

$(	"body"	).on(	"click",	"p",	foo	);
	
//	...	不能再调用Foo了
$(	"body"	).off(	"click",	"p",	foo	);

根据委托事件处理函数的命名空间来解绑所有的委托事件处理函数
。

var	validate	=	function()	{
		//	校验表单项的代码
};
	
//	在.validator命名空间下面委托事件。
$(	"form"	).on(	"click.validator",	"button",	va
lidate	);
	
$(	"form"	).on(	"keypress.validator",	"input[ty
pe='text']",	validate	);
	
//	删除在.validator命名空间中的事件处理函数。
$(	"form"	).off(	".validator"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ff.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ff.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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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Object

.offset().offset()

分类：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2

.offset()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相对于document的
当前坐标。

.offse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offset()方法允许我们检索一个元素相对于document的当前位置
。相较之下， .position()是检索元素相对于最接近的有定位的祖先
元素的位置。当通过全局操作（特别是通过拖拽操作）将一个新的
元素放置到另一个已经存在的元素的上面时，若要取得这个新的元
素的位置，那么 .offset()会很有用。

.offset()返回一个包含top和left属性的对象	。

注意：jQuery不支持获得隐藏元素的坐标，同样的，也无法取
得隐藏元素的	border,	margin,	或	padding	信息。

虽然它能够获得带 visibility:hidden设置的元素的坐标，但是
因为带有 display:none设置的元素不包含在呈现树内，所以它的
位置也是未知的。

其它说明
维度相关的API返回的数字，包括 .offset()，在一些情况中可
能是分数。代码不应该假定它是一个整数。当用户缩放网页的
时候，维度可能不正确；浏览器没有提供侦测这种情况的API
。

示例

访问第二个段落文本的偏移：

x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ffset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left:	1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p>2nd	Paragraph</p>
	
<script>
var	p	=	$(	"p:last"	);
var	offset	=	p.offset();
p.html(	"left:	"	+	offset.left	+	",	top:	"	+	of
fset.top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点击以查看偏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ffset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left:	10px;
				color:	blue;
				width:	200px;
				cursor:	pointer;
		}
		span	{
				color:	red;
				cursor:	pointer;
		}
		div.abs	{
				width:	50px;
				height:	50px;
				position:	absolute;
				left:	220px;
				top:	35px;
				background-color:	green;
				cursor:	poi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result">Click	an	element.</div>
<p>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span>find</span>	an	
offset.
</p>
<div	class="abs">
</div>
	
<script>
$(	"*",	document.body	).click(function(	event	)
	{
		var	offset	=	$(	this	).offset();
		event.stopPropagation();



返回:	jQuery

		$(	"#result"	).text(	this.tagName	+
				"	coords	(	"	+	offset.left	+	",	"	+	offset.
top	+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4

.offset()

描述：或者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设置相对于document
的坐标。

.offset(	coordinates	)

coordinate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属性 top和属性 left，它们是针对每
个元素表示新的top和left坐标的数字。

.offset(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PlainObject	c
oords	)	=>	PlainObject

一个函数，它返回要设置的坐标。接受元素在集合中的索
引作为第一个参数，当前的坐标作为第二个参数。该函数
必须返回一个对象，带有属性 top和属性 left。

.offset()设置器方法允许我们重定位一个元素。元素的位置被指
定为相对于document。如果元素的CSS样式属性 position是 stati

c，必须把它设置为 relative，才能让这个重定位生效。

示例

设置第二个段落文本的偏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xml



上一页：.off() 下一页：.offsetParent()

		<title>offset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left:	1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p>2nd	Paragraph</p>
	
<script>
$(	"p:last"	).offset({	top:	10,	left:	30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ffset1.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ffse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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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on().on()

分类：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加入于:	1.7

加入于:	1.7

.on(	events	[,	selector	]	[,	

data	],	handler	)

描述：针对选中的元素，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一个或多个事
件上。

.on(	events	[,	selector	]	[,	data	]

,	handler	)

events

类型：String
一个或更多的用空格分隔的事件类型，以及可选的命名空
间，比如说"click"或者"keydown.myPlugin"。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字符串，用来筛选选中的触发事件的元素的后
代元素I如果选择器是null，或者被省略，事件总是会在
它抵达选中的元素时触发。
data

类型：Anything
当一个事件被触发时，在 event.data中传递给处理函数的
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Anythin
g	extraParameter	]	[,	...	]	)

一个函数，在触发事件时执行它。还允许用false值，作
为只做 return	false的函数的简写。

.on(	events	[,	selector	]	[,	data	]

)

events

类型：PlainObject
个对象，在那里，字符串键代表一个或多个空格隔开的事



件类型，以及可选的命名空间；值代表针对事件调用的处
理函数。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字符串，用于筛选出被选中的元素中能触发事
件的后代元素。如果选择器是null或者省略了该选择器，
将会在事件抵达选中的元素时调用处理函数。
data

类型：Anything
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在 event.data中传递给处理函数的数
据。

.on()方法把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当前选中的元素集合上。自从jQ
uery	1.7， .on()方法提供了附加事件处理函数的所有的功能需
要。为了帮助从旧的jQuery事件方法转换过来，参见 .bind()、 .d

elegate()和 .live()。要想删除作 .on()绑定的事件，参见 .off()

。要想附加只运行一次就自动删除的事件，参见 .one()。



事件名和命名空间
任何事件名都可以用于 events参数。当浏览器生成用户操作产生的
事件，比如说 click的时候，jQuery将传递入浏览器的标准JavaS
cript事件类型，调用 handler函数。另外， .trigger()方法能够
触发标准浏览器事件名，以及自定义事件名，以调用附加的处理函
数。事件名必须只包含字母数字、下划线，以及冒号字符。
一个事件名可以添加指定的事件命名空间，以简化删除或触发该事
件。举个例子， "click.myPlugin.simple"为特定的点击事件定义了m
yPlugin命名空间和simple命名空间。通过那个字符串附加的点
吉事件，可以用 .off("click.myPlugin")删除，不会干扰别的附加到
该元素的点击事件处理函数。命名空间类似于CSS样式类，因为它
们都是不分层次的；只需要匹配一个名字即可。以一个下划线开始
的命名空间，是保留给jQuery用的。
在第二种 .on()形式中， events参数是一个纯对象。它的键是一个
字符吕，与 events参数的形式相同，是用空格隔开的事件类型名，
以及可选的命名空间。每个键的值是一个函数（或者是 false值）
，用作 handler，代替该方法的最后一个参数。在其它方面，两种
形式在它们的行为上是等同的，如下面的讲解。



直接事件和委托事件
主流浏览器事件的冒泡或者传播，发生在document中的最深、最
内部的元素（event	target）上，然后向上传播到body，以及d
ocument元素。在Internet	Explorer	8以及更低的版本中，
一些事件类型，比如说 change和 submit不能原生冒泡，但是jQuer
y弥补了冒泡功能，并创建了跨浏览器行为一致性。
如果省略了 selector，或者它被设置为null，则事件处理函数会被
视为直接或者直接绑定。每当一个事件在选中的元素上发生时，就
会调用该事件处理函数，无论它是直接发生在该元素上，还是发生
在后代元素（内部元素）上。
如果提供了一个 selector，该事件处理函数会被视为委托事件。当
事件直接在绑定的元素上发生时，不会调用处理函数，只有发生在
匹配选择器的后代元素（内部元素）上时，才会调用处理函数。jQ
uery把事件从事件目标冒泡到附加了处理函数的元素上（亦即，从
最内部的元素到最外层的元素），并运行处理函数。
事件处理函数只绑定到当前选中的元素上；他们必须在你调用 .on(

)的时候已经存在在网页上。为了确保元素存在，而且可以被选中
，请把脚本放在HTML标签中的元素后面，或者在 document.ready处
理函数内部实施一个事件绑定。作为替代，也可以使用委托事件以
附加事件处理函数。
委托事件有这么一个好处，它们可以处理来自以后才添加到docum
ent的后代元素上的事件。	挑拣一个元素，保证是附加委托事件处
理函数是已经存在的元素，你可以使用委托事件以避免频繁附加事
件处理函数删除事件处理函数的需要。如果事件处理函数想要监视
document中所有的冒泡事件，这个元素可以，比如说是一个MVC
设计中的视图的容器元素，或者是document元素。在document
的 head元素中，哪怕别的HTML还没有载入，document元素也是可
用的，所以它可以安全地附加事件，而不需要等待document就绪
。
除了它们能够处理还没有创建的后代元素上的事件，委托事件的另
一个好处是，当有很多元素必须被监视时，它们潜在地降低了很多
开销。在一个带有1000行内容的数据表格上，下面这个示例要把事
件处理函数附加到1000个元素上：

javascript



$(	"#dataTable	tbody	tr"	).on(	"click",	functio
n()	{
		console.log(	$(	this	).text()	);
});

然而一个事件委托实现方式，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只附加到一个元
素上，即tbody上，然后事件只需要冒泡到这一层（从被点击的 tr

冒泡到 tbody）：

$(	"#dataTable	tbody"	).on(	"click",	"tr",	func
tion()	{
		console.log(	$(	this	).text()	);
});

注意：委托事件不能对SVG起作用。



事件处理函数以及它的环境
handler参数是一个函数（或者是值false，见下面），而且是必
不可少的，除非你针对 events参数传递了一个对象。你可以在调用
.on()的时候，提供一个匿名处理函数，如上面所示，或者声明一
名命名函数，并传递它的名称：

function	notify()	{
		alert(	"clicked"	);
}
$(	"button"	).on(	"click",	notify	);

当浏览器触发一个事件，或者别的JavaScript调用jQuery的 .tr

igger()方法时，jQuery传递一个 Event对象，它可以用来分析并
修改事件的状态。该对象是一个浏览器提供的数据的规范化子集；
浏览器的未经修改的原生事件对象可以在 event.originalEvent中访
问到。举个例子， event.type包含了事件名（例如，“resize”）
以及 event.target，它表示事件发生的最深（最内部）的元素。

默认情况下，大多数事件会从原始事件目标向上冒泡，冒泡到docu
ment元素。每个元素都沿着这条路，jQuery调用任何已经附加的
匹配的事件处理函数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通过调用 event.stopPropagat

ion()方法，可以阻止事件进一步沿着DOM树向上冒泡（因此阻止了
在上层元素上的处理函数的运行）。任何其它附加在当前元素上的
事件处理函数还将继续运行。要想阻止这，请调用 event.stopImmedi

atePropagation()。绑定在元素上的事件处理函数被调用的顺序和它
们被绑定的顺序时一样的。
类似地，一个处理函数可以调用 event.preventDefault()以取消浏览
器设定给该事件的任何默认操作。举个例子， click事件上的默认
操作是打开这个链接。并非所有的浏览器事件都有默认操作，而且
并非所有的默认操作都是可以被取消的。参见W3C事件规范文档以
了解详情。
从一个事件处理函数上返回false会自动调用 event.stopPropagatio

n()和 event.preventDefault()。传递给 handler的false值，是 func

javascript

http://www.w3.org/TR/DOM-Level-3-Events/#event-types-list


tion(){	return	false;	}的简写。因此， $(	"a.disabled"	).on(	"cl

ick",	false	);向所有带样式类“disabled”的链接附加了一个事
件处理函数，可以在它们被点击的时候，阻止它们被打开，并制止
事件冒泡。
当jQuery调用一个处理函数时， this关键词是一个对事件递送到
的元素的引用。对于直接绑定的事件，这就是事件所附加的元素；
对于委托事件，这是一个匹配 selector的元素。（注意，如果事件
是从后代元素冒泡上来的， this可能并不等同于 event.target。）
要想从这个元素上创建一个jQuery对象，从而它可以使用jQuery
方法，请使用 $(	this	)。



把数据传递给处理函数
如果向 .on()提供一个 data对象，它既不是null也不是undefine
d，每次触发事件时，它会传给 event.data中的处理函数。 data参
数可以是任何类型，但是如果使用了一个字符串，必须要么提供 se

lector，要明确向它传递null，从页不会被错当成一个选择器。最
佳实践是使用一个纯对象，从而多个值可以传为属性。
自从jQuery	1.4，同样的事件处理函数可以多次绑定到一个元素
上。在使用了 event.data功能的时候，还有当围绕着事件处理函数
，闭包内有别的独一无二的数据时，这会特别有用。举个例子：

function	greet(	event	)	{
		alert(	"Hello	"	+	event.data.name	);
}
$(	"button"	).on(	"click",	{
		name:	"Karl"
},	greet	);
$(	"button"	).on(	"click",	{
		name:	"Addy"
},	greet	);

当点击鼠标时，上面的代码将生成两条不同的提醒。
作为一个替代，或者作为提供给 .on()方法的 data参数的补充，你
还可以向一个事件处理函数传递数据，使用 .trigger()方法或 .trig

gerHandler()方法的第二个参数。以这种方式提供的数据，是传递
给事件处理函数，作为 Event对象后面的进一步参数。如果一个数
组是传递给 .trigger()方法或 .triggerHandler()方法的第二个参数
，数组中的每个元素将出现在事件处理函数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参
数。

javascript



事件实施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事件，比如说 click发生得不太频繁，性能
表现得不太明显。然而，高度频繁发生的事件，比如说 mousemove

或者 scroll，可以每秒引发几十次，那样的放，明智地使用事件会
变得很重要。可以采用如下的方法提高事件的性能：减少事件中的
工作量、缓存处理函数需要用的信息，而不是重复计算它，或者使
用 setTimeout方法限制的页面更新的实际次数。

在document树的顶层附近附加很多委托事件处理函数，也可能降
低性能。每次事件发生时，jQuery必须比较从 event.target开始到
文档顶层的路径中每一个元素上所有已附加事件的所有选择器。为
了最佳的性能，应把委托事件附加在尽可能接近目标元素的docum
ent位置。在大型document中，应避免过度地使用 document或 doc

ument.body来委托事件。

当选择器用来筛选委托事件时，jQuery可以快速地处理 tag#id.cla

ss这种形式的简单的选择器。因此， "#myForm"、 "a.external"和 "

button"都是快速选择器。使用更复杂的选择器的委托事件，特别是
使用层级选择器，可能会比较慢——虽然对于大多数应用程序来说，
它们还是足够快的。通过把处理函数附加到document中更合适的
点上，通常可以简单避免层级选择器。举个例子，不是用 $(	"body"

).on(	"click",	"#commentForm	.addNew",	addComment	)，而是用 $(	"

#commentForm"	).on(	"click",	".addNew",	addComment	)。



其它说明
对于一些事件，还有它们的简写方法，比如说 .click()，可以用来
附加事件或触发事件。要想完整地了解简写方法，请参阅events	
category。
.hover()方法，在jQuery	1.8中被建议弃用，在jQuery	1.9中
被删除，它被用作字符串 "mouseenter	mouseleave"的简写方法。它
针对那两种事件附加了一个事件处理函数，而且处理函数必须检查
event.type以确定事件到底是 mouseenter还是 mouseleave。不要把
伪事件名“hover”与 .hover()方法搞混， .hover()方法接收一个或
两个函数。
jQuery的事件系统需要一个DOM元素，允许通过元素上的属性来附
加数据，因此事件可以被跟踪并递送。<object>、<embed>和<a
pplet>元素不能附加数据，因此不能对它们绑定jQuery事件。
W3C指定的 focus事件和 blur事件不会冒泡，但是jQuery定义了跨
浏览器的会冒泡的 focusin事件和 focusout事件。当 focus和 blur用
来附加委托事件处理函数时，jQuery映射事件名，并分别把它们
递送为 focusin事件和 focusout事件。为了一致性和清楚明白，请
使用冒泡事件类型名。
在所有浏览器中， load事件、 scroll事件和 error事件（例如，在
一个 <img>元素上）都不冒泡。在Internet	Explorer	8和更低
的版本中， paste事件和 reset事件也不冒泡。这些事件不支持使用
委托，但是当事件处理函数直接附加到生成事件的元素上时，它们
是可以使用的。
window对象上的 error事件，可以使用非标准的参数和返回值惯例
，因此jQuery不支持它。请用直接对 window.onerror属性分配处理
函数来代替它。
在事件第一次递送时，设置了针对元素的处理函数列表。在当前元
素上添加或删除事件处理函数，不会产生影响，直到下一次事件被
处理时。要想在一个元素上的一个事件处理函数内，阻止执行任何
未来的事件处理函数，请调用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该行为与W3C事件规范文档相悖。要想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况，设想
以下代码：
javascript

http://www.w3.org/TR/DOM-Level-2-Events/events.html#Events-EventTarget-removeEventListener


var	$test	=	$(	"#test"	);
	
function	handler1()	{
		console.log(	"handler1"	);
		$test.off(	"click",	handler2	);
}
	
function	handler2()	{
		console.log(	"handler2"	);
}
	
$test.on(	"click",	handler1	);
$test.on(	"click",	handler2	);

在上面的代码中， handler2必须以任何方式执行一次，哪怕已经用
.off()删除了它。然而， click事件触发以后，事件处理函数就不
能再度执行了。

示例

当点击一个段落文本的时候，在提醒框中显示该段落文本文件的内
容。

$(	"p"	).on(	"click",	function()	{
		alert(	$(	this	).text()	);
});

把数据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它由事件名指定：

function	myHandler(	event	)	{
		alert(	event.data.foo	);
}
$(	"p"	).on(	"click",	{	foo:	"bar"	},	myHandler
	);

通过返回false取消一个表单提交操作，并阻止事件冒泡。



$(	"form"	).on(	"submit",	false	);

使用 .preventDefault()来取消默认操作。

$(	"form"	).on(	"submit",	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使用 .stopPropagation()方法阻止提交事件冒泡，但是不妨碍表单
提交。

$(	"form"	).on(	"submit",	function(	event	)	{
		event.stopPropagation();
});

使用 .trigger()的第二个参数，把数据传递到事件处理函数。

$(	"div"	).on(	"click",	function(	event,	person
	)	{
		alert(	"Hello,	"	+	person.name	);
});
$(	"div"	).trigger(	"click",	{	name:	"Jim"	}	);

使用 .trigger()的第二个参数以把一个数据的数组传递到事件处理
函数。

$(	"div"	).on(	"click",	function(	event,	saluta
tion,	name	)	{
		alert(	salutation	+	",	"	+	name	);
});
$(	"div"	).trigger(	"click",	[	"Goodbye",	"Jim"
	]	);

附加自定义事件（非浏览器事件）并触发它。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n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red;
		}
		span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as	an	attached	custom	event.</p>
<button>Trigger	custom	event</button>
<span	style="display:none;"></span>
	
<script>
$(	"p"	).on(	"myCustomEvent",	function(	event,	
myName	)	{
		$(	this	).text(	myName	+	",	hi	there!"	);
		$(	"span"	)
				.stop()
				.css(	"opacity",	1	)
				.text(	"myName	=	"	+	myName	)
				.fadeIn(	30	)
				.fadeOut(	1000	);
});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	"p"	).trigger(	"myCustomEvent",	[	"John"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使用一个纯对象，同时附加多个事件处理函数。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n	demo</title>
		<style>
		.test	{
				color:	#000;
				padding:	.5em;
				border:	1px	solid	#444;
		}
		.active	{
				color:	#900;
		}
		.inside	{
				background-color:	aqua;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test">test	div</div>
	
<script>
$(	"div.test"	).on({
		click:	function()	{
				$(	this	).toggleClass(	"active"	);



		},	mouseenter:	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inside"	);
		},	mouseleave: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inside"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点击任何段落文本，以添加另一个段落。注意， .on()允许任何段
落文本上的一个点击事件——哪怕是新段落文本上的点击事件——因为
事件是通过始终存在的body元素处理的，事件会冒泡到body元素
上。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n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font-weight:	bold;
				cursor:	pointer;
				padding:	5px;



		}
		p.over	{
				background:	#ccc;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Click	me!</p>
<span></span>
	
<script>
var	count	=	0;
$(	"body"	).on(	"click",	"p",	function()	{
		$(	this	).after(	"<p>Another	paragraph!	"	+	(
++count)	+	"</p>"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当在一个段落文本上点击时，在提醒框中显示这个段落文本。



上一页：.offsetParent() 下一页：.one()

$(	"body"	).on(	"click",	"p",	function()	{
		alert(	$(	this	).text()	);
});

使用 .preventDefault()方法，取消一个链接的默认操作。

$(	"body"	).on(	"click",	"a",	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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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one().one()

分类：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加入于:	1.1

加入于:	1.7

.one(	events	[,	data	],	handl

er	)

描述：把一个处理函数附加元素的某个事件上。每个元素每种事件
类型，该处理函数最多只执行一次。

.one(	events	[,	data	],	handler	)

events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包含了一个或多个JavaScript事件类型，
比如说“click”或者“submit”，或者自定义的事件名。
data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事件触发时执行它。

.one(	events	[,	selector	]	[,	data	

],	handler	)

events

类型：String
一个或更多的用空格分隔的事件类型以及可选的命名空间
，比如说“click”或者“keydown.myPlugin”。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字符串，用来筛选选中的元素触发事件的后代
元素。如果选择器是null或者被省略掉了，将会在事件抵
达选中的元素时调用处理函数。
data

类型：Anything
当一个事件被触发时，在 event.data中传递给处理函数的



加入于:	1.7

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触发事件时执行它。值false还允许作为一
个只做 return	false的函数的简写。

.one(	events	[,	selector	]	[,	data	

]	)

event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在其中，字符吕键代表一个或多个用空格隔开
的事件类型，以及可选的命名空间，而值代表针对这些事
件所调用的处理函数。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字符串，用来筛选选中的元素的将要调用处理
函数的后代元素。如果选择器是null或者被省略了，将会
在事件抵达选中的元素时调用处理函数。
data

类型：Anything
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在 event.data中传递给处理函数的数
据。

.one()方法与 .on()方法完全相同，除了处理函数会在它第一次调
用之后被解除绑定。举个例子：

$(	"#foo"	).one(	"click",	function()	{
		alert(	"This	will	be	displayed	only	once."	);
});

执行代码之后，在id="foo"这个元素上点击一次，会显示这个提
醒。再继续点击，则不会做任何事情。这个代码等同于：



$(	"#foo"	).on(	"click",	function(	event	)	{
		alert(	"This	will	be	displayed	only	once."	);
		$(	this	).off(	event	);
});

换句话说，从一个规则绑定的处理函数内部显式地调用 .off()具有
同样的效果。
如果第一个参数，包含了不止一个事件类型，用空格隔开，则事件
处理函数对每种事件类型各调用一次。

示例

向每个div绑定一个一次性点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ne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height:	6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ackground:	green;
				border:	10px	outset;
				cursor:pointer;
		}
		p	{
				color:	red;
				margin:	0;
				clear: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上一页：.on() 下一页：:only-child	选择器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p>Click	a	green	square...</p>
	
<script>
var	n	=	0;
$(	"div"	).one(	"click",	function()	{
		var	index	=	$(	"div"	).index(	this	);
		$(	this	).css({
				borderStyle:	"inset",
				cursor:	"auto"
		});
		$(	"p"	).text(	"Div	at	index	#"	+	index	+	"	c
licked."	+
				"	That's	"	+	(++n)	+	"	total	clicks."	);
});
</script>
	
</body>
</html>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n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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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child	:only-chil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1.4

only-child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这样的元素：它们是它们的父元素的唯一子元素。

jQuery(	":only-child"	)

如果父元素还有别的子元素，就不会匹配到任何东西。

示例

针对每个属于它的父元素的唯一子元素的按钮改变文本，添加边框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nly-child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100px;
				height:	8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ackground:	#b9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button>Sibling!</button>
		<button>Sibling!</button>
</div>
	
<div>

xml



上一页：.one() 下一页：:only-of-type	选择器

		<button>Sibling!</button>
</div>
	
<div>
		None
</div>
	
<div>
		<button>Sibling!</button>
		<button>Sibling!</button>
		<button>Sibling!</button>
</div>
	
<div>
		<button>Sibling!</button>
</div>
	
<script>
$(	"div	button:only-child"	).text(	"Alone"	).cs
s(	"border",	"2px	blue	soli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nly-chil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nly-child-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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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of-type	:only-of-type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子元素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9

only-of-type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这样的元素：它们没有同名的同辈元素。

jQuery(	":only-of-type"	)

如果父元素具有别的元素带有同样的元素名，就不会匹配到任何东
西。

示例

针对每个属于它的父元素的唯一按钮子元素的按钮改变文本，添加
边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nly-of-type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100px;
				height:	8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ackground:	#b9e;
		}
		span	{
				padding:	2px;
				margin:	3px;
				line-height:	1.4;
				border:	1px	solid	#00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xml



	
<div>
		<button>Sibling!</button>
		<button>Sibling!</button>
</div>
	
<div>
		<button>Sibling!</button>
</div>
<div>
		None
</div>
	
<div>
		<button>Sibling!</button>
		<span>Sibling!</span>
		<span>Sibling!</span>
</div>
	
<div>
		<button>Sibling!</button>
</div>
	
<script>
		$(	"button:only-of-type"	).text(	"Alone"	).cs
s(	"border",	"2px	blue	soli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only-child	选择器 下一页：.outerHeigh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nly-of-type-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nly-of-type-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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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parent().parent()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0

.parent(	[selector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父元素，视情况
用一个选择器作筛选。

.parent(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parent()方
法遍历了那些元素在DOM树中紧挨着的父元素，并从匹配的元素构
造了一个jQuery对象。
该方法近似于 .parents()，除了 .parent()方法只会在DOM树中遍历
一层。此外， $(	"html"	).parent()方法返回一个包含 document的集
合，而 $(	"html"	).parents()返回一个空集合。

该方法可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与我们可以传递给 $()函
数的选择器表达式类型相同。如果提供了这个选择器，将对元素作
筛选，测试它是否匹配选择器。
设想一个网页，上面有一个基本的嵌套列表：

<ul	class="level-1">
		<li	class="item-i">I</li>
		<li	class="item-ii">II
				<ul	class="level-2">
						<li	class="item-a">A</li>
						<li	class="item-b">B
								<ul	class="level-3">
										<li	class="item-1">1</li>
										<li	class="item-2">2</li>
										<li	class="item-3">3</li>
								</ul>
						</li>

xml



						<li	class="item-c">C</li>
				</ul>
		</li>
		<li	class="item-iii">III</li>
</ul>

如果我们从项目A开始，我们可以找到它的父元素：

$(	"li.item-a"	).parent().css(	"background-colo
r",	"red"	);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第二级列表有红色的背景。因为我们没有应用一
个选择器表达式，父元素毫不含糊地会成为对象的一部分。如果我
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只有匹配这个表达式的元素才会包括
在内。

示例

把每个元素的父元素显示成 parent	>	child。检查“查看源码”以查
看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arent	demo</title>
		<style>
		div,	p	{
				margin:	1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span>span,	</span>
		<b>b	</b>



</div>
	
<p>p,
		<span>span,
				<em>em	</em>
		</span>
</p>
	
<div>div,
		<strong>strong,
				<span>span,	</span>
				<em>em,
						<b>b,	</b>
				</em>
		</strong>
		<b>b	</b>
</div>
	
<script>
$(	"*",	document.body	).each(function()	{
		var	parentTag	=	$(	this	).parent().get(	0	).t
agName;
		$(	this	).prepend(	document.createTextNode(	p
arentTag	+	"	>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outerWidth() 下一页：:parent	选择器

找到每个带样式类“selected”的段落文本的父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aren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p>Hello</p></div>
<div	class="selected"><p>Hello	Again</p></div>
	
<script>
$(	"p"	).parent(	".selected"	).css(	"background
",	"yellow"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aren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ar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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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paren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内容筛选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
器



加入于:	1.0

parent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至少有一个子节点的元素（子节点包括元素或者
文本）。

jQuery(	":parent"	)

这是 :empty的逆转。

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是： :parent（以及 :empty）中的子元素包括
文本节点。
W3C建议 <p>元素至少有一个子元素，哪怕子元素仅仅是文本（参
见http://www.w3.org/TR/html401/struct/text.html#e
def-P）。另一方面，有些别的元素根据定义是空的（没有子元素
），比如说： <input>、 <img>、 <br>以及 <hr>。

要想获得已有的jQuery集合的父元素或者祖先元素，参见 .parent(

)和 .parents()方法。

其它说明
因为 :parent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
分，使用 :parent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

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parent选择元素时获得最
佳性能，请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使用 .filt

er(":parent")作筛选。

示例

查找所有的<td>以及它们的子元素，包括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xml

http://www.w3.org/TR/html401/struct/text.html#edef-P


上一页：.parent() 下一页：.parents()

		<title>parent	demo</title>
		<style>
		td	{
				width:	40px;
				background:	green;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table	border="1">
		<tr><td>Value	1</td><td></td></tr>
		<tr><td>Value	2</td><td></td></tr>
</table>
	
<script>
$(	"td:parent"	).fadeTo(	1500,	0.3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aren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aren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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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parents().parents()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0

.parents(	[selector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祖先元素，视情
况用一个选择器作筛选。

.parents(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代表DOM元素的集合的jQuery对象， .parents()方法允许
我们搜遍这些元素在DOM树中的祖先元素，并根据匹配的元素构造
一个新的jQuery对象，从最紧挨的父元素向上排序；返回的元素
以最接近的父元素到最外层元素排序。如果在原始集合中有多个DO
M元素，返回的集合将是原来元素以相反的顺序排序，	并且重复删
除项。
.parents()和 .parent()方法是近似的，除了后者只会在DOM树中向
上遍历一层。而且， $(	"html"	).parent()入法返回一个包含 docume

nt的集合，而 $(	"html"	).parents()返回一个空集合。

该方法可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与我们可以传递给 $()函
数的选择器表达式类型相同。如果提供了这个选择器，将对元素作
筛选，测试它是否匹配选择器。
设想一个网页带有一个基本的嵌套列表：

<ul	class="level-1">
		<li	class="item-i">I</li>
		<li	class="item-ii">II
				<ul	class="level-2">
						<li	class="item-a">A</li>
						<li	class="item-b">B
								<ul	class="level-3">
										<li	class="item-1">1</li>

xml



										<li	class="item-2">2</li>
										<li	class="item-3">3</li>
								</ul>
						</li>
						<li	class="item-c">C</li>
				</ul>
		</li>
		<li	class="item-iii">III</li>
</ul>

如果我们从项目A开始，我们可以找到它的祖先元素：

$(	"li.item-a"	).parents().css(	"background-col
or",	"red"	);

这次调用的结果是，针对第二层列表，item	II，和第一层列表（
并在DOM树中向上遍历，直到 <html>元素）变成红色背景。因为我
们没有提供选择器，所以所有的祖先元素都成了返回的jQuery对
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只有匹配这个表
达式的元素才会包括在内。

示例

找到每个<b>的所有父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arents	demo</title>
		<style>
		b,	span,	p,	html	body	{
				padding:	.5em;
				border:	1px	solid;
		}
		b	{
				color:	blue;
		}
		strong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p>
				<span>
						<b>My	parents	are:	</b>
				</span>
		</p>
</div>
	
<script>
var	parentEls	=	$(	"b"	).parents()
		.map(function()	{
				return	this.tagName;
		})
		.get()
		.join(	",	"	);
$(	"b"	).append(	"<strong>"	+	parentEls	+	"</st
rong>"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点击以找到每个<span>的所有独一无二的div父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arents	demo</title>
		<style>
		p,	div,	span	{
				margin:	2px;
				padding:	1px;
		}
		div	{
				border:	2px	white	solid;
		}
		span	{
				cursor:	pointer;
				font-size:	12px;
		}
		.selected	{
				color:	blue;
		}
		b	{
				color:	red;
				display:	block;
				font-size:	1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div>
				<div><span>Hello</span></div>
						<span>Hello	Again</span>
				</div>
				<div>
						<span>And	Hello	Again</span>
				</div>
		</p>



上一页：:parent	选择器 下一页：.parentsUntil()

		<b>Click	Hellos	to	toggle	their	parents.</b>
	
<script>
function	showParents()	{
		$(	"div"	).css(	"border-color",	"white"	);
		var	len	=	$(	"span.selected"	)
				.parents(	"div"	)
						.css(	"border",	"2px	red	solid"	)
						.length;
		$(	"b"	).text(	"Unique	div	parents:	"	+	len	)
;
}
$(	"span"	).click(function()	{
		$(	this	).toggleClass(	"selected"	);
		showParents();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arent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arents.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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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	:passwor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password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type="password"的<input>元素。

jQuery(	":password"	)

$(	":password"	)等同于 $(	"[type=password]"	)。与别的伪类选择
器一样（它们以一个“:”开头），建议在它前面用一个标签名或者
别的选择器，否则，会潜在地使用普遍选择器（ "*"）。换句话说
，光是用 $(':password')，等于使用了 $("*:password")，所以必须
改用 $(	"input:password"	)来代替它。

其它说明
因为 :password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
部分，使用 :password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

ecto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
性能，请使用 [type="password"]来代替它。

示例

找到所有的type="password"的<input>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assword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4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xml



</head>
<body>
	
<form>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file">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image">
		<input	type="password">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eset">
		<input	type="submit">
		<input	type="text">
		<select>
				<option>Option</option>
		</select>
		<textarea></textarea>
		<button>Button</button>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nput	=	$(	"input:password"	).css({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3px	red	solid"
});
$(	"div"	)
		.text(	"For	this	type	jQuery	found	"	+	input.
length	+	"."	)
		.css(	"color",	"red"	);
	
//	Prevent	form	submission
$(	"form"	).submit(function()	{
		return	fals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parentsUntil() 下一页：.position()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asswor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assword-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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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Object

.position().position()

分类：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2

.position()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坐标，相对于最接
近的有定位的祖先元素。

.position()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position()方法允许我们检索一个元素相对于定位父元素的当前位
置。把它和 .offset()方法做对比， .offset()方法是检索相对于do
cument的当前位置。如果要把一个新元素定位在同一个容器里面
另一个元素附近时， .position()方法会很有用。

返回一个对象，它包含了属性 top和属性 left。

注意：jQuery不支持获得隐藏元素的位置坐标，以及它占用的
边框（border）、边距（margin）和内填衬（padding）的
大小

其它说明
维度相关的API返回的数字，包括 .position()在内，在一些情
况中可能是分数。代码不应该假定它是一个整数。当用户缩放
网页的时候，维度可能不正确；浏览器没有提供侦测这种情况
的API。

示例

访问第二个段落文本的位置。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xml



		<meta	charset="utf-8">
		<title>position	demo</title>
		<style>
		div	{
				padding:	15px;
		}
		p	{
				margin-left:	1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p>Hello</p>
</div>
<p></p>
	
<script>
var	p	=	$(	"p:first"	);
var	position	=	p.position();
$(	"p:last"	).text(	"left:	"	+	position.left	+	
",	top:	"	+	position.top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password	选择器 下一页：.prepen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ositio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osition.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prepend().prepend()

分类：操纵	>	DOM内部插入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prepend(	content	[,	content	

]	)

描述：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开头，插入用参数指定的内
容。

.prepend(	content	[,	content	]	)

content

类型：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rray	or	jQue
ry

要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前面的DOM元素、元
素的数组、HTML字符串，或jQuery对象。
content

类型：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rray	or	jQue
ry

用来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末尾的一个或更多
的额外的DOM元素、元素的数组、HTML字符串，或者jQue
ry对象。

.prepend(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elementOfArray,	Stri
ng	html	)	=>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jQuer

y

一个返回HTML字符串、DOM元素或者jQuery对象的函数，
返回值将插入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末尾。检索
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以及旧html值作为参数。在这个函
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该 .prepend()方法插入指定的内容作为jQuery集合中每个元素的
第一个子元素（要想插入为最后一个子元素，请使用 .append()方



法）。
.prepend()方法和 .prependTo()方法执行了同样的任务。主要区别
是在句法中——具体地说，是内容和目标的位置。利用 .prepend()方
法，方法前面的选择器或者表达式是要插入的内容的容器。相较之
下，利用 .prependTo()方法，方法前面的内容，无论是选择器表达
式还是快速创建的元素标签，都会被插入到目标容器中。
设想下面的HTML：

<h2>Greetings</h2>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你可以创建内容，并把它一次性插入到了若干个元素中：

$(	".inner"	).prepend(	"<p>Test</p>"	);

每个 div.inner得到这些新内容：

<h2>Greetings</h2>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p>Test</p>
				Hello
		</div>
		<div	class="inner">
				<p>Test</p>
				Goodbye
		</div>
</div>

你还可以选择一个页面上的元素并把它插入到另一个里面：

$(	".container"	).prepend(	$(	"h2"	)	);

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一个元素选中并插入到DOM中另一个位置，它会



被移到目标位置，而不是被克隆到目标位置。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重要：然而，如果有超过一个目标元素，将创建插入元素的克隆副
本，以用于重组个目标，除了最后一个目标。

额外的参数

类似于别的添加内容的方法，比如说 .prepend()和 .before()， .pre

pend()也支持传递多个参数，作为输入。支持的输入包括了DOM元
素、jQuery对象、HTML字符串和DOM元素数组。
举个例子，下面的代码将插入两个新的 <div>以及一个已有的 <div>

，作为body的前面三个子节点：

var	$newdiv1	=	$(	"<div	id='object1'/>"),
		newdiv2	=	document.createElement(	"div"	),
		existingdiv1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foo"
	);
	
$(	"body"	).prepend(	$newdiv1,	[	newdiv2,	exist
ingdiv1	]	);

因为 .prepend()可以接受任意数量的额外参数，作为三个独立的参
数，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结果，像这样： $('body').prepend(	$newdiv1

,	newdiv2,	existingdiv1	)。参数的类型和数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在代码中如何收集元素。

其它说明
根据设计意图，任何接受一段HTML字符串的jQuery构造器或
者jQuery方法——包括 jQuery()、 .append()、 .after()等等—
—都会潜在地执行代码。这可能发生脚本标签注入，或者使用H
TML的元素属性执行代码（例如， <img	onload="">。）千万不



要用这些方法来插入从不可信任的来源获得的字符串，比如说
URL查询参数、cookies，或者表单输入。这样做还可能引入
跨站脚本（XSS）漏洞。在往document添加内容之前要删除
或转义一切的用户输入。

示例

向所有的段落文本开头插入一些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epend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there,	friend!</p>
<p>amigo!</p>
	
<script>
$(	"p"	).prepend(	"<b>Hello	</b>"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所有的段落文本开头插入一个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epend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is	what	I'd	say</p>
<p>is	what	I	said</p>
	
<script>
$(	"p"	).prepend(	document.createTextNode(	"Hel
lo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所有的段落文本开头插入一个jQuery对象（近似于一个DOM元素
的数组）：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epend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is	what	was	said.</p><b>Hello</b>
	
<script>
$(	"p"	).prepend(	$(	"b"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position() 下一页：.prependTo()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repen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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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prev().prev()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0

.prev(	[selector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前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视
情况用一个选择器作筛选。

.prev(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prev()方法
允许我们搜索遍DOM树中这些元素前面紧r挨着的同辈元素，并根据
匹配的元素构造出一个新jQuery对象。
该方法可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与我们可以传递给 $()函
数的选择器表达式类型相同。如果前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匹配该选
择器，那么它会保存在新生成的	jQuery对象中，否则，会被排除
在外。
设想一个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class="third-item">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要想选择前面紧挨着第三项的元素：

$(	"li.third-item"	).prev().css(	"background-co
lor",	"red"	);

xml

javascript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第二项后面有红色背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一个
选择器表达式，前面跟挨的元素毫不含糊地成为对象的一部分。如
果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只有匹配这个表达式的元素才会
包括在内。
如果没有前面的同辈元素存在，或者如果前面的同辈元素都不匹配
提供的选择器，将返回一个空的jQuery对象。
要想选择所有的前面的同辈元素，而不是只选择相邻的同辈元素，
请使用 .prevAll()方法。

示例

找到每个div前面紧挨着的同辈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ev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40px;
				height:	40px;
				margin:	10px;
				float:	left;
				border:	2px	blue	solid;
				padding:	2px;
		}
		span	{
				font-size:	14px;
		}
		p	{
				clear:	left;
				margin:	1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div>
<div><span>has	child</span></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	id="start"></div>
<div></div>
<p><button>Go	to	Prev</button></p>
	
<script>
var	$curr	=	$(	"#start"	);
$curr.css(	"background",	"#f99"	);
$(	"button"	).click(function()	{
		$curr	=	$curr.prev();
		$(	"div"	).css(	"background",	""	);
		$curr.css(	"background",	"#f99"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针对每个段落文本，找到它们前面紧挨着的带有“selected”样式
类的同辈元素。

<!doctype	html>



上一页：.prependTo() 下一页：.prevAl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ev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span>Hello</span></div>
<p	class="selected">Hello	Again</p>
<p>And	Again</p>
	
<script>
$(	"p"	).prev(	".selected"	).css(	"background",
	"yellow"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rev.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rev.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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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Promise

.promise().promise()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6

.promise(	[type	]	[,	target	]

)

描述：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用来观察某种类型的所有操作何时
绑定到该集合、所有操作还处于队列中或是已经完成。

.promise(	[type	]	[,	target	]	)

type	(默认值： fx )

类型：String
需要观察的队列的类型。
target

类型：PlainObject
要附加promise方法的对象

.promise()方法返回一个动态生成的Promise对象，一旦绑定到集
合上的某种类型的所有操作，队列的操作不非队列的操作，都结束
了的时候，该Promise对象就被解决了。
默认情况下， type的值是 "fx"，它意味着当选中的元素上所有的动
画都完成时，返回的Promise被解决。
解决的上下文，以及唯一的参数，是一个元素集合，在这个元素集
合上调用 .promise()。

如果提供了 target， .promise()将把方法附加到它上面，然后返回
这个对象，而不是创建一个新对象。这个可以用来把Promise对象
的行为附加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对象上。

注意：返回的Promise对象，链接到一个存储在元素的 .data()

上的Deferred对象。因为 .remove()方法会删除元素的数据，
以及元素本身，它可以防止任何元素的未解决的Promise对象
被解决。如果在一个元素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之前把这个元
素从DOM上删除是必要的，请使用 .detach()代替它，在Promi
se对象被解决了之后，再调用 .removeData()方法。



示例

在一个不带激活动画的集合上使用 .promise()，返回一个已解决的
Promise对象：

var	div	=	$(	"<div>"	);
	
div.promise().done(function(	arg1	)	{
		//	Will	fire	right	away	and	alert	"true"
		alert(	this	===	div	&&	arg1	===	div	);
});

当所有的动画结束时，解决返回的Promise对象（包括那些在动画
回调函数和之后添加的回调函数中初始化的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omise	demo</title>
		<style>
		div	{
				height:	50px;
				width:	50px;
				float:	left;
				margin-right:	10px;
				display:	none;
				background-color:	#09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Go</button>
<p>Ready...</p>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	"button"	).on(	"click",	function()	{
		$(	"p"	).append(	"Started..."	);
	
		$(	"div"	).each(function(	i	)	{
				$(	this	).fadeIn().fadeOut(	1000	*	(	i	+	1	
)	);
		});
	
		$(	"div"	).promise().done(function()	{
				$(	"p"	).append(	"	Finished!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使用一个 $.when()语句解决返回的Promise对象（ .promise()方法
使它可能用jQuery集合做到这）：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omise	demo</title>
		<style>
		div	{
				height:	50px;
				width:	50px;
				float:	left;
				margin-right:	10px;
				display:	none;
				background-color:	#09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Go</button>
<p>Ready...</p>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var	effect	=	function()	{
		return	$(	"div"	).fadeIn(	800	).delay(	1200	)
.fadeOut();
};
	
$(	"button"	).on(	"click",	function()	{
		$(	"p"	).append(	"	Started...	"	);
	
		$.when(	effect()	).done(function()	{
				$(	"p"	).append(	"	Finished!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prevUntil() 下一页：.prop()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romis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romi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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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Anything

.prop().prop()

分类：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加入于:	1.6

.prop(	propertyName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某个属性的值。

.prop(	propertyName	)

propertyName

类型：String
要读取的属性的名称。

The	 .prop() 	method	gets	the	property	value	for	onl

y	the	first	element	in	the	matched	set.	It	return

s	 undefined 	for	the	value	of	a	property	that	has	n

ot	been	set,	or	if	the	matched	set	has	no	element

s.	To	get	the	value	for	each	element	individually

,	use	a	looping	construct	such	as	jQuery's	 .each()

	or	 .map() 	method.

注意：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type 	property	(

or	attribute)	of	an	 input 	element	created	via	

HTML	or	already	in	an	HTML	document	will	resul

t	in	an	error	being	thrown	by	Internet	Explore

r	6,	7,	or	8.

元素属性和属性的对比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ttributes	and	properties	

can	be	important	in	specific	situations.	Before	j

Query	1.6,	the	 .attr() method	sometimes	took	proper

ty	values	into	account	when	retrieving	some	attri

butes,	which	could	cause	inconsistent	behavior.	A

s	of	jQuery	1.6,	the	 .prop() 	method	provides	a	way

to	explicitly	retrieve	property	values,	while	 .at

tr() 	retrieves	attributes.



For	example,	 selectedIndex ,	 tagName ,	 nodeName ,	 nodeType

,	 ownerDocument ,	 defaultChecked ,	and	 defaultSelected 	shou

ld	be	retrieved	and	set	with	the	 .prop() 	method.	P

rior	to	jQuery	1.6,	these	properties	were	retriev

able	with	the	 .attr() 	method,	but	this	was	not	wit

hin	the	scope	of	 attr .	These	do	not	have	correspo

nding	attributes	and	are	only	properties.

Concerning	boolean	attributes,	consider	a	DOM	ele

ment	defined	by	the	HTML	markup	 <input	type="checkbox"

checked="checked"	/> ,	and	assume	it	is	in	a	JavaScrip

t	variable	named	 elem :

elem.checked
true 	(Boolean)	Will	change	with	chec

kbox	state

$(	elem	).prop(

"checked"	)

true 	(Boolean)	Will	change	with	chec

kbox	state

elem.getAttribu

te(	"checked"	)

"checked" 	(String)	Initial	state	of	t

he	checkbox;	does	not	change
$(	elem	).attr(

"checked"	) 	(1

.6)

"checked" 	(String)	Initial	state	of	t

he	checkbox;	does	not	change

$(	elem	).attr(

"checked"	) 	(1

.6.1+)

"checked" 	(String)	Will	change	with	c

heckbox	state

$(	elem	).attr(

"checked"	) 	(p

re-1.6)

true 	(Boolean)	Changed	with	checkbox

state

According	to	the	W3C	forms	specification,	the	 che

cked 	attribute	is	a	boolean	attribute,	which	mean

s	the	corresponding	property	is	true	if	the	attri

bute	is	present	at	all—even	if,	for	example,	the	

attribute	has	no	value	or	is	set	to	empty	string	

value	or	even	"false".	This	is	true	of	all	boolea

n	attributes.

Nevertheles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	to	remem

ber	about	the	 checked 	attribute	is	that	it	does	no

t	correspond	to	the	 checked 	property.	The	attribut

e	actually	corresponds	to	the	 defaultChecked 	proper

http://www.w3.org/TR/html401/interact/forms.html#h-17.4
http://www.w3.org/TR/html4/intro/sgmltut.html#h-3.3.4.2


ty	and	should	be	used	only	to	set	theinitial	valu

e	of	the	checkbox.	The	 checked 	attribute	value	doe

s	not	change	with	the	state	of	the	checkbox,	whil

e	the	 checked property	does.	Therefore,	the	cross-b

rowser-compatible	way	to	determine	if	a	checkbox	

is	checked	is	to	use	the	property:

if	(	elem.checked	)

if	(	$(	elem	).prop(	"checked"	)	)

if	(	$(	elem	).is(	":checked"	)	)

对于其它动态元素属性来说也一样，比如说 selected和 value。

其它说明
In	Internet	Explorer	prior	to	version	9,	usin

g	 .prop() 	to	set	a	DOM	element	property	to	any

thing	other	than	a	simple	primitive	value	(nu

mber,	string,	or	boolean)	can	cause	memory	le

aks	if	the	property	is	not	removed	(using	 .rem

oveProp() )	before	the	DOM	element	is	removed	fr

om	the	document.	To	safely	set	values	on	DOM	

objects	without	memory	leaks,	use	 .data() .

示例

显示勾选框的checked属性和元素属性，与此同时改它的勾中状态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op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20px	0	0;
		}



		b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id="check1"	type="checkbox"	checked="che
cked">
<label	for="check1">Check	me</label>
<p></p>
	
<script>
$(	"input"	).change(function()	{
		var	$input	=	$(	this	);
		$(	"p"	).html(
				".attr(	\"checked\"	):	<b>"	+	$input.attr(	
"checked"	)	+	"</b><br>"	+
				".prop(	\"checked\"	):	<b>"	+	$input.prop(	
"checked"	)	+	"</b><br>"	+
				".is(	\":checked\"	):	<b>"	+	$input.is(	":c
hecked"	)	)	+	"</b>";
}).change();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	jQuery



加入于:	1.6

加入于:	1.6

加入于:	1.6

.prop(	propertyName	)

描述：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设置一个或多个属性。

.prop(	propertyName,	value	)

propertyName

类型：String
要设置的属性的名称。
value

类型：Anything
要设置的属性的值。

.prop(	properties	)

propertie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它是要设置的属性名值对。

.prop(	propertyName,	function	)

propertyName

类型：String
要设置的属性的名称。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Anything	oldP
ropertyValue	)	=>	Anything

一个函数，它返回要设置的值。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
置以及旧属性值作为参数。要函数内部，关键词 this引用
当前元素。

The	 .prop() 	method	is	a	convenient	way	to	set	the	

value	of	properties—especially	when	setting	multi



ple	properties,	using	values	returned	by	a	functi

on,	or	setting	values	on	multiple	elements	at	onc

e.	It	should	be	used	when	setting	 selectedIndex ,	 tag

Name ,	 nodeName ,	 nodeType ,	 ownerDocument ,	 defaultChecked ,	

or	 defaultSelected .	Since	jQuery	1.6,	these	properti

es	can	no	longer	be	set	with	the	 .attr() 	method.	T

hey	do	not	have	corresponding	attributes	and	are	

only	properties.

Properties	generally	affect	the	dynamic	state	of	

a	DOM	element	without	changing	the	serialized	HTM

L	attribute.	Examples	include	the	 value 	property	

of	input	elements,	the	 disabled 	property	of	inputs

and	buttons,	or	the	 checked 	property	of	a	checkbox

.	The	 .prop() 	method	should	be	used	to	set	disable

d	and	checked	instead	of	the	 .attr() 	method.	The	 .

val() method	should	be	used	for	getting	and	settin

g	value.

$(	"input"	).prop(	"disabled",	false	);
$(	"input"	).prop(	"checked",	true	);
$(	"input"	).val(	"someValue"	);

重要：	the	 .removeProp() 	method	should	not	be	used	t

o	set	these	properties	to	false.	Once	a	native	pr

operty	is	removed,	it	cannot	be	added	again.

See	 .removeProp() 	for	more	information.

计算属性值

利用一个函数来设置值，你可以根据元素的其它属性值来计算。举
个例子：基于每个勾选框的值，来切换所有勾选框的选中状态。

$(	"input[type='checkbox']"	).prop(	"checked",	
function(	i,	val	)	{
		return	!val;
});



注意：如果设置器函数没有返回任何东西（亦即， function(	index,

prop	){})），或者如果返回了undefined，则不会改变当前值。
当只需要对部分满足条件的元素有选择地设置值时，这个功能特别
有用。

其它说明
In	Internet	Explorer	prior	to	version	9,	usin

g	 .prop() 	to	set	a	DOM	element	property	to	any

thing	other	than	a	simple	primitive	value	(nu

mber,	string,	or	boolean)	can	cause	memory	le

aks	if	the	property	is	not	removed	(using	 .rem

oveProp() )	before	the	DOM	element	is	removed	fr

om	the	document.	To	safely	set	values	on	DOM	

objects	without	memory	leaks,	use	 .data() .

示例

在网页上禁用所有的勾选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op	demo</title>
		<style>
		img	{
				padding:	10px;
		}
		div	{
				color:	red;
				font-size:	2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上一页：.promise() 下一页：.pushStack()

	
		<input	type="checkbox"	checked="checked">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checked="checked">
	
<script>
$(	"input[type='checkbox']"	).prop({
		disabled:	tru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ro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ro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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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Array

.queue().queue()

分类：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	实用工具



加入于:	1.2

.queue(	[queueName	]	)

描述：显示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

.queue(	[queueName	]	)

queueNam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队列的名称。默认是 fx，即标准效
果队列。

示例

显示队列的长度。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queue	demo</title>
		<style>
		div	{
				margin:	3px;
				width:	40px;
				height:	40px;
				position:	absolute;
				left:	0px;
				top:	60px;
				background:	green;
				display:	none;
		}
		div.newcolor	{
				background:	blue;
		}
		p	{
				color:	red;

xml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The	queue	length	is:	<span></span></p>
<div></div>
	
<script>
var	div	=	$(	"div"	);
	
function	runIt()	{
		div
				.show(	"slow"	)
				.animate({	left:	"+=200"	},	2000	)
				.slideToggle(	1000	)
				.slideToggle(	"fast"	)
				.animate({	left:	"-=200"	},	1500	)
				.hide(	"slow"	)
				.show(	1200	)
				.slideUp(	"normal",	runIt	);
}
	
function	showIt()	{
		var	n	=	div.queue(	"fx"	);
		$(	"span"	).text(	n.length	);
		setTimeout(	showIt,	100	);
}
	
runIt();
showIt();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	jQuery



加入于:	1.2

加入于:	1.2

.queue(	[queueName	]	)

描述：操纵要在匹配的元素上执行的函数队列，一次只针对一个匹
配的元素。

.queue(	[queueName	],	newQueue	)

queueNam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队列的名称。默认是 fx，即标准效
果队列。
newQueue

类型：Array
一个函数的数组，用来代替当前的队列内容。

.queue(	[queueName	],	callback	)

queueNam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队列的名称。默认是 fx，即标准效
果队列。
callback

类型：Function(	Function	next()	)
要添加到队列的新函数，带有一个函数，可以调用它，把
队列中的下一项赶出队列。

jQuery可以把一个或多个队列附加到任一个元素上。但是在大多
数应用中，只使用了一个队列（称为 fx）。队列允许在一个元素上
异步调用一系列操作，而不需要停止程序的执行。典型的示例是在
一个元素上调用多个动画方法。举个例子：

$(	"#foo"	).slideUp().fadeIn();

javascript



在执行这个语句时，元素立即开始它的滑移动画，但是渐显淡入过
渡放置在 fx队列上，只有当滑移过渡结束时才会调用它。

.queue()方法允许我们直接操纵函数的队列。带一个回调函数调用

.queue()特别有用；它允许我们把一个新函数放置在队列的末尾。
该回调函数针对jQuery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都执行一次。
这个方法近似于使用一个动画方法提供一个回调函数，但是不要求
在动画执行时必须给出回调函数。

$(	"#foo"	).slideUp();
$(	"#foo"	).queue(function()	{
		alert(	"Animation	complete."	);
		$(	this	).dequeue();
});

这等同于：

$(	"#foo"	).slideUp(function()	{
		alert(	"Animation	complete."	);
});

注意，在用 .queue()添加一个函数时，我们必须确保 .dequeue()最
终被调用，从而让队列中的下一个函数依次执行。
自从jQuery	1.4，这个被调用的函数会传给另一个函数，作为第
一个参数。在调用的时候，它会自动把队列中的下一项赶出队列，
并保持队列移动。我们可以如下使用它：

$(	"#test"	).queue(function(	next	)	{
				//	Do	some	stuff...
				next();
});

示例

队列一个自定义函数。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queue	demo</title>
		<style>
		div	{
				margin:	3px;
				width:	40px;
				height:	40px;
				position:	absolute;
				left:	0px;
				top:	30px;
				background:	green;
				display:	none;
		}
		div.newcolor	{
				background: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Click	here...
<div></div>
	
<script>
$(	document.body	).click(function()	{
		$(	"div"	)
				.show(	"slow"	)
				.animate({	left:	"+=200"	},	2000	)
				.queue(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newcolor"	).dequeue(
);
				})
				.animate({	left:	"-=200"	},	500	)
				.queue(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newcolor"	).deque
ue();
				})
				.slideUp();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设置一个队列数组，以删除这个队列。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queue	demo</title>
		<style>
		div	{
				margin:	3px;
				width:	40px;
				height:	40px;
				position:	absolute;
				left:	0px;
				top:	30px;
				background:	green;
				display:	none;
		}
		div.newcolor	{
				background: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start">Start</button>
<button	id="stop">Stop</button>
<div></div>
	
<script>
$(	"#start"	).click(function()	{
		$(	"div"	)
				.show(	"slow"	)
				.animate({	left:	"+=200"	},	5000	)
				.queue(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newcolor"	).dequeue(
);
				})
				.animate({	left:	'-=200'	},	1500	)
				.queue(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newcolor"	).deque
ue();
				})
				.slideUp();
});
$(	"#stop"	).click(function()	{
		$(	"div"	)
				.queue(	"fx",	[]	)
				.stop();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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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queu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queu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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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	:radio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radio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type="radio"的<input>元素。

jQuery(	":radio"	)

$(	":radio"	)等同于 $(	"[type=radio]"	)。与别的伪类选择器一样
（它们以一个“:”开头），建议在它前面用一个标签名或者别的选
择器，否则，会潜在地使用普遍选择器（ "*"）。换句话说，光裸
的 $(	":radio"	)等同于 $(	"*:radio"	)，所以应该使用 $(	"input:r

adio"	)来代替它。

要想选择一个互相关联的单选钮，你可以使用 $(	"input[name=gende

r]:radio"	)。

其它说明
因为 :radio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
分，使用 :radio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A

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性能，
请使用 [type="radio"]来代替它。

示例

查找所有的type="radio"的<inpu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adio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25px;
		}
		</style>

xml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file">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image">
		<input	type="password">
		<input	type="radio"	name="asdf">
		<input	type="radio"	name="asdf">
		<input	type="reset">
		<input	type="submit">
		<input	type="text">
		<select>
				<option>Option</option>
		</select>
		<textarea></textarea>
		<button>Button</button>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nput	=	$(	"form	input:radio"	)
		.wrap(	"<span></span>"	)
		.parent()
				.css({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3px	red	solid"
				});
	
$(	"div"	)
		.text(	"For	this	type	jQuery	found	"	+	input.
length	+	"."	)
		.css(	"color",	"red"	);
	
//	Prevent	form	submission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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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adio-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adio-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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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ready().ready()

分类：事件	>	文档载入



加入于:	1.0

.ready(	handler	)

描述：指定一个函数，当DOM完全加入的时候执行它。

.ready(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DOM就绪后执行它。

虽然JavaScript提供了 load事件，用于在网页呈现完成之后执行
代码，但是会直到网页上所有的资源，比如说图像，都已经完全收
到之后，才会触发这个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脚本会在DOM
层级结构完全构造完之后就会运行。传递给 .ready()方法的处理函
数，能保证在DOM就绪立后执行，因此这通常是附加所有其它事件
处理函数、运行其它JavaScript代码的最合适的地方。如果运行
脚本依赖于CSS样式属性值，则在引用脚本之前引用外部样式表文
件或者嵌入<style>元素很重要。
万一代码依赖于载入的资源（举个例子，如果需要用一个图像的维
度），则代码必须改放在 load事件的处理函数中。

.ready()方法通常不兼容 <body	onload="">。如果必须使用 load

事件，要么不要使用 .ready()方法，要么向window对象使用jQ
uery的 .load()方法来附加 load事件处理函数，或者向更多特
定的项目，比如说图像，附加 load事件处理函数。

下面三种句法是等同的：
$(	document	).ready(	handler	)

$().ready(	handler	) 	(this	is	not	recommended)

$(	handler	)

还有一个 $(document).on(	"ready",	handler	)，自从jQuery	1.8
版就被建议弃用了。这种行为近似于 .ready()方法，但是如果 read

y事件已经被引发，而且你试图用 .on(	"ready"	)来绑定处理函数，



处理函数将不会被执行。以这种方式绑定的ready处理函数，会在
上面三种方法绑定的函数执行完之后才执行它。
.ready()只能在匹配当前document的jQuery对象上调用，所以选
择器可以省略掉。
.ready()方法通常与匿名函数协作。

$(	document	).ready(function()	{
		//	Handler	for	.ready()	called.
});

它等同于调用：

$(function()	{
		//	Handler	for	.ready()	called.
});

如果 .ready()在DOM已经初始化完成后调用，新传入的处理函数将
立即执行。

给jQuery命名空间取别名。

如果还使用了别的JavaScript库，我们可以调用 $.noConflict()

以避免命名空间冲突。调用了这个函数， $这个简写就不再可用了
，强迫我们把通常可以写成 $的符号书写成 jQuery。然而，传递给
.ready()方法的处理函数可以取用一个参数，它会传入全局 jQuery

对象。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 .ready()处理函数的上下文内重命名这
个对象，而不影响别的代码：

jQuery(	document	).ready(function(	$	)	{
		//	Code	using	$	as	usual	goes	here.
});

示例

当DOM载入后，显示一条消息。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ady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script>
	
		$(	document	).ready(function()	{
				$(	"p"	).text(	"The	DOM	is	now	loaded	and	c
an	be	manipulated."	);
		});
	
		</script>
	
</head>
<body>
	
<p>Not	loaded	yet.</p>
	
	
</body>
</html>

演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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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ady.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ad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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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remove().remove()

分类：操纵	>	DOM删除



加入于:	1.0

.remove(	[selector	]	)

描述：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

.remove(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筛选要匹配的元素集合，以删除
它们。

近似于 .empty()， .remove()方法把元素移出DOM。当你想删除元素
本身，以及它里面的所有元素时，请使用 .remove()方法。除了元
素本身，所有的绑定的事件，以及与这些元素有关联的jQuery数
据也被删除了。要想删除元素，但是不删除数据和事件，请使用 .d

etach()方法代替它。

设想下面的HTML：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hello">Hello</div>
		<div	class="goodbye">Goodbye</div>
</div>

我们可以瞄准任何要删除的元素。

$(	".hello"	).remove();

这将导致删除 <div>元素之后的同样的DOM结构：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goodbye">Goodbye</div>
</div>

xml

javascript

xml



如果 <div	class="hello">里面有任意数量的嵌套的元素，它们也将
被删除。别的jQuery构造，比如说数据或者事件处理函数，也一
起擦除了。
我们还可以包含一个选择器，作为可选的参数。举个例子，我们可
以重写上一个DOM删除代码，如下所示：

$(	"div"	).remove(	".hello"	);

这将导致同样的DOM结构：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goodbye">Goodbye</div>
</div>

示例

从DOM中删除所有的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move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6px	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how	are
<p>you?</p>



<button>Call	remove()	on	paragraphs</button>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remov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从DOM中删除所有包含“Hello”的段落文本。类似于执行 $("p").fi

lter(":contains('Hello')").remove()。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move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6px	0;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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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body>
	
<p	class="hello">Hello</p>
how	are
<p>you?</p>
<button>Call	remove(	":contains('Hello')"	)	on	
paragraphs</button>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remove(	":contains('Hello')"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mov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mov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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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	:rese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reset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type="reset"的<input>元素和button元素
。

jQuery(	":reset"	)

:reset等同于 [type="reset"]。

其它说明
因为 :reset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
分，使用 :reset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A

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性能，
请使用 [type="reset"]来代替它。

示例

查找所有的type="reset"的<inpu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set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4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xml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file">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image">
		<input	type="password">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eset">
		<input	type="submit">
		<input	type="text">
		<select>
				<option>Option</option>
		</select>
		<textarea></textarea>
		<button>Button</button>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nput	=	$(	"input:reset"	).css({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3px	red	solid"
});
$(	"div"	)
		.text(	"For	this	type	jQuery	found	"	+	input.
length	+	"."	)
		.css(	"color",	"red"	);
	
//	Prevent	form	submission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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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se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se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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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resize().resize()

分类：事件	>	浏览器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resize(	handler	)

描述：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resize”上
，或者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resize(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resize(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resize()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这个方法，在前两种变体中，是 .on('resize',	handler)的简写，在
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resize"	)的简写。

当浏览器的窗口的尺寸改变的时候， resize事件发送到 windows元
素上：

$(	window	).resize(function()	{
		$(	"#log"	).append(	"<div>Handler	for	.resize
()	called.</div>"	);
});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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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浏览器的窗口尺寸改变时，这条消息将一次或多次追加到
<div	id="log">中，取决于你的浏览器。
resize()处理函数中的代码不能依赖于处理函数调用的次数。由于
不同浏览器对该事件实现的方式不同，在Internet	Explorer和
基于Webkit的浏览器，比如说Safari和Chrome中， resize事件
可能在改变窗口尺寸的过程中持续地发送，或者只在改变窗口尺寸
的操作结束之后发送一次（这是另一部分浏览器，比如Opera的典
型行为）。

其它说明
因为 .resize()方法是 .on(	"resize",	handler	)的简写，所以
可以用 .off(	"resize"	)来分离它。

示例

要想在调整窗口大小之后查看窗口的宽度，只要这么做：

$(	window	).resize(function()	{
		$(	"body"	).prepend(	"<div>"	+	$(	window	).wi
dth()	+	"</div>"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siz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siz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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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roo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9

root	selector

描述：选择document的根节点元素。

jQuery(	":root"	)

在HTML中，document的根节点，也就是 $(":root")选择器选中的
元素，永远是 <html>元素。

示例

显示根元素的标签名。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oot	demo</title>
		<style>
		span.fot	{
				color:	red;
				font-size:	120%;
				font-style:	italic;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log">The	root	of	this	document	is:	</d
iv>
	
<script>
$(	"<b></b>"	).html(	$(	":root"	)[	0	].nodeName
	).appendTo(	"#log"	);
</script>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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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oo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oo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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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scroll().scroll()

分类：事件	>	浏览器事件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scroll(	handler	)

描述：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croll”上
，或者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croll(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scroll(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scroll()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前两种变体中，是 .on(	"scroll",	handler	)的简写，在
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scroll"	)的简写。

当用户在一个元素中滚动到别的地方时， scroll事件被发送到该元
素上。它不仅应用到 window对象上，而且还应用到可滚动的框架上
和一些元素上。这些元素必须带有CSS属性 overflow:scroll;（或
者 overflow:auto;），与此同时元素显式定义的高度或宽度小于它
的内容的高度或宽度。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xml



<div	id="target"	style="overflow:	scroll;	width
:	200px;	height:	100px;">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
sicing	elit,
		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a.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x	ea	commodo
	consequat.
		Duis	aute	irure	dolor	in	reprehenderit	in	vol
uptate	velit
		esse	cillum	dolore	eu	fugiat	nulla	pariatur.	
Excepteur
		sint	occaecat	cupidatat	non	proident,	sunt	in
	culpa	qui
		officia	deserunt	mollit	anim	id	est	laborum.
</div>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div	id="log"></div>

通过样式定义，使目标元素足够小，从而它可以滚动：

插图1

scroll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这个元素上：

$(	"#target"	).scroll(function()	{
		$(	"#log"	).append(	"<div>Handler	for	.scroll
()	called.</div>"	);



});

现在，当用户把文本滚上滚下时，一条或多条消息会追加到 <div	id

="log"></div>中：

Handler	for	.scroll()	called.

要想人为触发该事件，请不带参数地调用 .scroll()。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scroll();
});

在代码执行之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也会追加这条
消息。
每当元素的滚动位置改变了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scro

ll事件都会发送到这个元素上。鼠标在滚动条上点击或者拖放、在
元素内部拖动、按下箭头键，或者使用鼠标的滚轮，都可以导致该
事件。

其它说明
因为 .scroll()方法是 .on(	"scroll",	handler	)的简写，所以
可以使用 .off(	"scroll"	)来分离。

示例

在你的网页滚动时做一些事情：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croll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blue;



		}
		p	{
				color:	green;
		}
		span	{
				color:	red;
				display:	non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Try	scrolling	the	iframe.</div>
<p>Paragraph	-	<span>Scroll	happened!</span></p
>
	
<script>
$(	"p"	).clone().appendTo(	document.body	);
$(	"p"	).clone().appendTo(	document.body	);
$(	"p"	).clone().appendTo(	document.body	);
$(	window	).scroll(function()	{
		$(	"span"	).css(	"display",	"inline"	).fadeOu
t(	"slow"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root	选择器 下一页：.scrollLef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crol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croll.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select().select()

分类：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select(	handler	)

描述：把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elect”上
，或者在某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elect(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select(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select()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前两种变体中，是 .on(	"select",	handler	)的简写，在
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select"	)的简写。

当用户在一个文本输入框中制作一个选中区时， select事件被发送
到该元素上。该事件只限于 <input	type="text">字段，以及 <textar

ea>框。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form>
		<input	id="target"	type="text"	value="Hello	t

xml



here">
</form>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文本输入框上：

$(	"#target"	).select(function()	{
		alert(	"Handler	for	.select()	called."	);
});

现在，当一部分文本被选中时，显示了提醒。仅仅设置插入点的位
置，不会触发该事件。要想人为地触发该事件，请不带参数地应用
.select()：

$(	"#other").click(function()	{
		$(	"#target"	).select();
});

在执行代码之后，在触发按钮上点击，也会跳出提醒消息：

Handler	for	.select()	called.

另外，在字段上默认的 select也会被引发，因此整个文本字段都被
选中了。

在不同的浏览器中，检索当前选中的文本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一些jQuery插件提供了跨浏览器的解决方案。

其它说明
因为 .select()是 .on(	"select",	handler	)的简写，所以可以
用 .off(	"select"	)来分理。

示例



当文本输入框中的文本被选中时，做些事情：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elect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blue;
		}
		div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Click	and	drag	the	mouse	to	select	text	in
	the	inputs.</p>
		<input	type="text"	value="Some	text">
		<input	type="text"	value="to	test	on">
		<div></div>
	
<script>
$(	":input"	).select(function()	{
		$(	"div"	).text(	"Something	was	selected"	).s
how().fadeOut(	10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scrollTop() 下一页：:selected	选择器

要想触发所有输入元素上的选中事件，试一试：

$(	"input"	).selec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elec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elec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selected	:selected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selected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select>被选中的<option>元素。

jQuery(	":selected"	)

:selected只对 <select>起作用。它不能对勾选框或者单选钮起作
用；请对它们使用 :checked选择器。

其它说明
因为 :selected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
部分，使用 :selected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

ecto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selected选择元素时
获得最佳性能，请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使
用 .filter(":selected")作筛选。

示例

把change事件附加到<select>上，以获得每个选中项的文本文件
，并把它写到div中。然后它触发了初始化文本绘制的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elected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xml



上一页：.select() 下一页：.selector

	
<select	name="garden"	multiple="multiple">
		<option>Flowers</option>
		<option	selected="selected">Shrubs</option>
		<option>Trees</option>
		<option	selected="selected">Bushes</option>
		<option>Grass</option>
		<option>Dirt</option>
</select>
<div></div>
	
<script>
$(	"select"	)
		.change(function()	{
				var	str	=	"";
				$(	"select	option:selected"	).each(function
()	{
						str	+=	$(	this	).text()	+	"	";
				});
				$(	"div"	).text(	str	);
		})
		.trigger(	"change"	);
</script>
	
</body>
</html>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elected-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elected-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String弃用于：1.7

.selector.selector

分类：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内部	|	属性	>	全局jQu
ery对象的属性	|	已删除



加入于:	1.3

上一页：:selected	选择器 下一页：.serialize()

selector

描述：一个选择器，代表在创建原始集合时，传递给jQuery()的
选择器，如果有的话。

selector

.selector属性在jQuery	1.7中被建议弃用，只为支持jQuery	
移植插仿制品中的 .live()的扩展需求而保留下来。在未来版本中
它可能被删除，而不作通知。这个属性从来不是一个选择器的可靠
的指示器，可以用来获得这个属性所在的、当前包含在jQuery集
合中的元素的集合，因为后续的遍历方法可能改变这个集合。那些
需要在插件内部使用一个选择器字符串的插件，可能需要它作为方
法的参数。举个例子，一个“foo”插件，可以写成 $.fn.foo	=	funct

ion(	selector,	options	)	{	/*	plugin	code	goes	here	*/	};，而用
户使用这个插件将写成 $(	"div.bar"	).foo(	"div.bar",	{dog:	"bark

"}	);，其中 "div.bar"选择器代表 .foo()中的第一个参数。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String

.serialize().serialize()

分类：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加入于:	1.0

.serialize()

描述：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字符串，用于提交。

.serialize()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serialize()方法以标准URL编码记号法创建了一个文本字符串。
它可以对一个选择了一个表单控件的jQuery对象进行操作，表单
控件比如说 <input>、 <textarea>和 <select>：

然而，它非常易用，只要选择 <form>本身，以序列化：

$(	"form"	).on(	"submit",	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console.log(	$(	this	).serialize()	);
});

在这种情况下，jQuery序列化了表单内部的有结果的控件。只有 f

orm元素检查它们所包含的输入框，在别的情况下，要想序列化输
入框元素，输入框元素必须成为传递给 .serialize()方法的集合的
一部分。在集合中选择表单和它的子元素将导致序列化字符串中出
现重复。
注意：只有“有结果的控件”会被序列化到字符串中。非提交按钮的
值也会被序列化，因为表单不使用一个按钮来提交。对于被包含在
序列化字符串中的表单元素的值，该元素必须有一个元素属性 name

。来自勾选框和单选钮的值（type="checkbox"的<input>或ty
pe="radio"的<input>），只有在它们被点选中的情况下才包含
在内。来自文件选择元素中的数据不会被序列化。

示例

把一个表单序列化成一个查询字符串，可以在一个Ajax请求中发送

javascript

xml

http://www.w3.org/TR/html401/interact/forms.html#h-17.13.2


给服务器：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erialize	demo</title>
		<style>
		body,	select	{
				font-size:	12px;
		}
		form	{
				margin:	5px;
		}
		p	{
				color:	red;
				margin:	5px;
				font-size:	14px;
		}
		b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select	name="single">
				<option>Single</option>
				<option>Single2</option>
		</select>
	
		<br>
		<select	name="multiple"	multiple="multiple">
				<option	selected="selected">Multiple</optio
n>
				<option>Multiple2</option>
				<option	selected="selected">Multiple3</opti
on>
		</select>
	



		<br>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heck"	value="ch
eck1"	id="ch1">
		<label	for="ch1">check1</label>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heck"	value="ch
eck2"	checked="checked"	id="ch2">
		<label	for="ch2">check2</label>
	
		<br>
		<input	type="radio"	name="radio"	value="radio
1"	checked="checked"	id="r1">
		<label	for="r1">radio1</label>
		<input	type="radio"	name="radio"	value="radio
2"	id="r2">
		<label	for="r2">radio2</label>
</form>
	
<p><tt	id="results"></tt></p>
	
<script>
		function	showValues()	{
				var	str	=	$(	"form"	).serialize();
				$(	"#results"	).text(	str	);
		}
		$(	"input[type='checkbox'],	input[type='radio
']"	).on(	"click",	showValues	);
		$(	"select"	).on(	"change",	showValues	);
		showValues();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selector 下一页：.serializeArray()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erializ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erializ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show().show()

分类：效果	>	基本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show()

描述：显示匹配的元素。

.show()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show(	[duration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show(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加入于:	1.4.3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show(	duration	[,	easing	]	[,	co

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如果不带参数， .show()方法是显示一个元素的最简单的方式：

$(	".target"	).show();

匹配的元素会立即显露出来，不带有动画。这基本等同于调用 .css

(	"display",	"block")，除了 display属性是被恢复为它初始化时的
该属性时。如果一个元素具有一个CSS属性 display:	inline;，然后
被隐藏并再度显示，它最终会内联地显示文本。
注意：如果在你的样式表中使用了 !important，比如说 display:	no

ne	!important，就有必要使用 .css(	"display",	"block	!important"

)来覆盖它，如果你想让它正确地显示出来的话。

如果向duration参数提供了一个纯对象，或者一个"complete"
函数， .show()方法会变成一个动画方法。 .show()方法同时地变动
匹配的元素的宽度、高度和不透明度。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
自从jQuery	1.4.3，可以使用一个可选的字符串，它命名了一个
缓动函数。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画推进的
速度。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情况下，
称为 swing ,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多的缓动
函数要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插件。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 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注意：该方法可能导致性能问题，特别是用在很多元素上时。
如果你遭遇了这种问题，请使用性能测试工具以确定是不是这
个方法导致了问题。此外，如果显示值在不同的视口有不同的
值，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与响应的布局有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With	the	element	initially	hidden,	we	can	show	
it	slowly: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show(	"slow",	function()	{
				//	动画完成。
		});
});

http://jqueryui.com.htm


插图1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show()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设置 j

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要了解
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示例

变动所有的隐藏的段落文本，慢慢显示它们，在600毫秒内结束动
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how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Show	it</button>
<p	style="display:	none">Hello		2</p>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show(	"slow"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用200毫秒显示第一个div，后面依次跟着每个相邻的下一个同辈d
iv。每个动画开始于上一个同辈div的动画结束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how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def3ca;
				margin:	3px;



				width:	80px;
				display:	none;
				float:	left;
				text-align:	ce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showr">Show</button>
<button	id="hidr">Hide</button>
<div>Hello	3,</div>
<div>how</div>
<div>are</div>
<div>you?</div>
	
<script>
$(	"#showr"	).click(function()	{
		$(	"div"	).first().show(	"fast",	function	sho
wNext()	{
				$(	this	).next(	"div"	).show(	"fast",	showN
ext	);
		});
});
	
$(	"#hidr"	).click(function()	{
		$(	"div"	).hide(	10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一个动画中显示所有的<span>和<input>。一旦动画完成时就
改变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how	demo</title>
		<style>
		span	{
				display:	none;
		}
		div	{
				display:	none;
		}
		p	{
				font-weight:	bold;
				background-color:	#fc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Do	it!</button>
<span>Are	you	sure?	(type	'yes'	if	you	are)	</s
pan>
<div>
		<form>
				<input	type="text"		value="as;ldkfjalsdf">
		</form>
</div>
<p	style="display:none;">I'm	hidden...</p>
	
<script>
function	doIt()	{



上一页：.serializeArray() 下一页：.siblings()

		$(	"span,div"	).show(	"slow"	);
}
//	可以传入一个函数名
$(	"button"	).click(	doIt	);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if	(	$(	"input"	).val()	===	"yes"	)	{
				$(	"p"	).show(	4000,	function()	{
						$(	this	).text(	"Ok,	DONE!	(now	showing)"
	);
				});
		}
		$(	"span,div"	).hide(	"fast"	);
	
		//	防止表单提交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how.htm查看示例。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how.htm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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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siblings().siblings()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0

.siblings(	[selector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同辈元素，视情况用一个
选择器作筛选。

.siblings(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siblings()

允许我们在DOM树中搜索遍这些元素的同辈元素，并根据匹配的元
素构造一个新jQuery对象。
该方法可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与我们可以传递给 $()函
数的选择器表达式类型相同。如果提供了这个选择器，将对元素作
筛选，测试它是否匹配选择器。
设想一个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class="third-item">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如果我们从第三项开始，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同辈元素：

$(	"li.third-item"	).siblings().css(	"backgroun
d-color",	"red"	);

这次调用的结果是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和第五项有了红色背景

xml

javascript



。因为我们没有应用一个选择器表达式，所有的同辈元素毫不含糊
地会成为对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只有
匹配这个表达式的元素才会包括在内。
原始元素并不包含在同辈元素中，当我们想要找到DOM树的特定层
次中的所有元素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然而，如果原始集合包含
了不止一个元素，它们可能相互是同辈元素，因此两个都会被找到
。如果你需要一个同辈元素的排除列表，请使用 $collection.siblin

gs().not($collection)。

示例

查找3个列表中，所有黄色<li>元素的独一无二的的同辈元素（如
果条件适当的话，还包括其它黄色<li>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iblings	demo</title>
		<style>
		ul	{
				float:	left;
				margin:	5px;
				font-size:	16px;
				font-weight:	bold;
		}
		p	{
				color:	blue;
				margin:	10px	20px;
				font-size:	16px;
				padding:	5px;
				font-weight:	bolder;
		}
		.hilite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li>One</li>
		<li>Two</li>
		<li	class="hilite">Three</li>
		<li>Four</li>
</ul>
	
<ul>
		<li>Five</li>
		<li>Six</li>
		<li>Seven</li>
</ul>
	
<ul>
		<li>Eight</li>
		<li	class="hilite">Nine</li>
		<li>Ten</li>
		<li	class="hilite">Eleven</li>
</ul>
	
<p>Unique	siblings:	<b></b></p>
	
<script>
var	len	=	$(	".hilite"	).siblings()
		.css(	"color",	"red"	)
		.length;
$(	"b"	).text(	le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查找每个含有	"selected"样式类的div的所有同辈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iblings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span>Hello</span></div>
<p	class="selected">Hello	Again</p>
<p>And	Again</p>
	
<script>
$(	"p"	).siblings(	".selected"	).css(	"backgrou
nd",	"yellow"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show() 下一页：.size()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ibling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ibling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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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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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Integer弃用于：1.8

.size().size()

分类：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加入于:	1.0

.size()

描述：返回jQuery对象中的元素的数量。

.size()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在jQuery	1.8中， .size()方法被建议弃用了。请用 .length属性
来代替它。
.size()方法功能上等同于 .length属性。然而， .length属性是首
选，因为它没有函数调用时的额外开销。
给定一个网页上的简单的无序列表：

<ul>
		<li>foo</li>
		<li>bar</li>
</ul>

.size()方法和 .length属性都可以识别项目的数量：

alert(	"Size:	"	+	$(	"li"	).size()	);
alert(	"Size:	"	+	$(	"li"	).length	);

两个提示中的结果：

Size:	2

Size:	2

示例

对div计数。点击以添加更多div。

xml

javascript

x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ize	demo</title>
		<style>
		body	{
				cursor:	pointer;
				min-height:	100px;
		}
		div	{
				width:	50px;
				height:	3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ackground:	blue;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span>
<div></div>
	
<script>
$(	document.body	)
		.click(function()	{
				$(	this	).append(	$(	"<div>"	)	);
				var	n	=	$(	"div"	).size();
				$(	"span"	).text(	"There	are	"	+	n	+	"	divs
.	Click	to	add	more."	);
		})
	
		//	Trigger	the	click	to	start
		.click();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siblings() 下一页：.slice()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iz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iz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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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slice().slice()

分类：遍历	>	筛选



加入于:	1.1.4

.slice(	start	[,	end	]	)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缩小到一个子集，子集用一个索引范围指
定。

.slice(	start	[,	end	]	)

start

类型：Integer
一个整型数，从这个位置开始选择元素。如果是负数，它
表示一个从集合的末尾开始的偏移。
end

类型：Integer
一个整型数，在这个位置结束选择元素。v如果是负数，它
表示一个从集合的末尾开始的偏移。如果省略掉，这个范
围会持续到集合的末尾。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slice()方法构
造了一个新的jQuery对象，包含元素的一个子集，该子集用 start

参数指定，视情况还可以用 end参数指定。提供的 start索引标识了
一个元素在集合中的位置；如果省略了 end，这个元素之后的所有
元素将包含在结果中。
设想一个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应用到列表项目集合上：

xml

javascript



$(	"li"	).slice(	2	).css(	"background-color",	"
red"	);

这次调用的结果是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五项有了红色背景。注意，
提供的索引是基于0的，是引用了元素在jQuery对象中的位置，而
不是在DOM树中的位置。
end参数允许我们进一步限制选中的范围。举个例子：

$(	"li"	).slice(	2,	4	).css(	"background-color"
,	"red"	);

现在只有第三项和第四项被选中了。索引依然是基于0的；范围延
伸到，但是不包括指定的索引。

负数索引

jQuery的 .slice()方法是仿照JavaScript中用于数组的 .slice(

)方法。它的功能之一是允许传入负的 start和 end参数。如果提供
了负数，就表示一个从集合的末尾开始的位置，而不是从开头开始
。For	example:

$(	"li"	).slice(	-2,	-1	).css(	"background-colo
r",	"red"	);

这次只有第四项变红了，因为它是位于倒数第二项 -2和倒数第一项
（ -1）之间唯一的项目。

示例

根据一个随机的切片，把div变黄。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lice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40px;
				height:	40px;
				margin:	10px;
				float:	left;
				border:	2px	solid	blue;
		}
		span	{
				color:	red;
				font-weight:	bold;
		}
		button	{
				margin:	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button>Turn	slice	yellow</button>
		<span>Click	the	button!</span></p>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function	colorEm()	{
		var	$div	=	$(	"div"	);
		var	start	=	Math.floor(	Math.random()	*	$div.
length	);
		var	end	=	Math.floor(	Math.random()	*	(	$div.
length	-	start	)	)	+
				start	+	1;
		if	(	end	===	$div.length	)	{
				end	=	undefined;
		}



		$div.css(	"background",	""	);
		if	(	end	)	{
				$div.slice(	start,	end	).css(	"background",
	"yellow"	);
		}	else	{
				$div.slice(	start	).css(	"background",	"yel
low"	);
		}
		$(	"span"	).text(	"$(	'div'	).slice(	"	+	star
t	+
				(end	?	",	"	+	end	:	"")	+
				").css(	'background',	'yellow'	);"	);
}
	
$(	"button"	).click(	colorEm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选择所有段落文本，然后切片选区，以只包含第一个元素。

$(	"p"	).slice(	0,	1	).wrapInner(	"<b></b>"	);

选择所有段落文本，然后切片选区，以只包含第一个和第二个元素
：



上一页：.size() 下一页：.slideDown()

$(	"p"	).slice(	0,	2	).wrapInner(	"<b></b>"	);

选择所有段落文本，然后切片选区，以只包含第二个元素。

$(	"p"	).slice(	1,	2	).wrapInner(	"<b></b>"	);

选择所有段落文本，然后切片选区，以只包含第二个和第三个元素
。

$(	"p"	).slice(	1	).wrapInner(	"<b></b>"	);

选择所有段落文本，然后切片选区，以只包含第三个元素。

$(	"p"	).slice(	-1	).wrapInner(	"<b></b>"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lic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li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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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stop().stop()

分类：效果	>	自定义效果



加入于:	1.2

加入于:	1.7

.stop(	[clearQueue	]	[,	jumpT

oEnd	]	)

描述：在匹配的元素上停止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

.stop(	[clearQueue	]	[,	jumpToEnd	]

)

clearQueue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一起删除队列的动画。默认值是fal
se。
jumpToEnd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表示是否立即停止当前的动画。默认值是fal
se。

.stop(	[queue	]	[,	clearQueue	]	[,	

jumpToEnd	]	)

queue

类型：String
要停止动画的队列名。
clearQueue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一起删除队列的动画。默认值是fal
se。
jumpToEnd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表示是否立即停止当前的动画。默认值是fal
se。

如果在一个元素上调用 .stop()方法，当前正在运行的动画（如果



有的话）会立即停止。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元素用 .slideUp()隐藏
的时候，调用了 .stop()方法，元素依然被显示着，但是会是它当
前高度的一个分数。不会调用回调函数了。
如果在同一个元素是调用了多个动画方法，后面的动画会放置到元
素的效果队列上。这些动画不会开始，除非第一个动画结束。如果
调用了 .stop()方法，队列中下一个动画针立即开始。如果向 clear

Queue提供了true值，则在队列中，动画的剩余部分都会被删除，
不再运行。
如果向 jumpToEnd参数提供了true值，则当前动画停止了，但是元
素立即给出它的每个CSS属性的目标值。在上面的 .slideUp()示例
中，元素针立即隐藏起来。如果提供了回调函数，就会立即调用回
调函数。
自从jQuery	1.7，如果第一个参数提供为一个字符串，只有队列
中，用这个字符串代表的动画，才会停止。
当我们需要在 mouseenter事件或者 mouseleave事件上变动一个元素
时， .stop()方法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div	id="hoverme">
		Hover	me
		<img	id="hoverme"	src="book.png"	alt=""	width
="100"	height="123">
</div>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很好的渐消效果，而不带有常见的由多个队列动
画造成的问题，只要向连缀添加 .stop(true,	true)方法：

$(	"#hoverme-stop-2"	).hover(function()	{
		$(	this	).find(	"img"	).stop(	true,	true	).fa
deOut();
},	function()	{
		$(	this	).find(	"img"	).stop(	true,	true	).fa
deIn();
});



切换动画
自从jQuery	1.7，用早地用 .stop()停止一个切换动画，将触发j
Query的内部效果跟踪。在之前的版本中，在一个切换动画结束之
前调用 .stop()方法，会导致动画失去他的状态跟踪（如果 jumpToEn

d被设置为false的话）。任何后续动画将从一个新的“半路状态”
开始，有时候会导致元素消失。要想观察到这种新行为，请看下面
最后的示例。

通过把 jQuery.fx.off设置成 true，可以全局地停掉所有的动画
。如果这样做的话，所有的动画方法都会立即把元素设置到它
们在调用方法时设定的最终状态，而不是显示一个动画效果。

示例

点一次Go按钮，以开始动画，然后点一次Stop按钮以停止动画，
让它停在当前位置。另外的选项是点击几个按钮以队列它们，看到
stop只会中断当前播放的那个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top	demo</title>
		<style>
		div	{
				position:	absolute;
				background-color:	#abc;
				left:	0px;
				top:	30px;
				width:	60px;
				height:	60px;
				margin:	5px;
		}

xml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go">Go</button>
<button	id="stop">STOP!</button>
<button	id="back">Back</button>
<div	class="block"></div>
	
<script>
//	开始动画
$(	"#go"	).click(function()	{
		$(	".block"	).animate({	left:	"+=100px"	},	20
00	);
});
	
//	当按钮被点击时结束动画
$(	"#stop"	).click(function()	{
		$(	".block"	).stop();
});
	
//	在相反方向开始一个动画
$(	"#back"	).click(function()	{
		$(	".block"	).animate({	left:	"-=100px"	},	20
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点击slideToggle按钮以开始动画，然后在动画结束之前再次点
击它。动画将从保存的起始点切换到另一个方向。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top	demo</title>
		<style>
		.block	{
				background-color:	#abc;
				border:	2px	solid	black;
				width:	200px;
				height:	80px;
				margin:	1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toggle">slideToggle</button>
<div	class="block"></div>
	
<script>
var	$block	=	$(	".block"	);
	
//	切换一个滑移动画
$(	"#toggle"	).on(	"click",	function()	{
		$block.stop().slideToggle(	10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slideUp() 下一页：.submi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to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to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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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submit().submit()

分类：事件	>	表单事件	|	表单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submit(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submit”上
，或者在某个元素上触发该事件。

.submit(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submit(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一个对象，它包含了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submit()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该方法，在第一种变体中，是 .on(	"submit",	handler	)的简写，在
第三种变体中，是 .trigger(	"submit"	)的简写。

当用户试图提交一个表单时， submit事件会发送到这个元素上。它
只能附加到 <form>元素上。既可以通过点击 <input	type="submit">

、 <input	type="image">或 <button	type="submit">来提交表单，也
可以在某些表单元素获得焦点时，按下 Enter来提交表单。

根据不同的浏览器， Enter键只会导致提交一个表单，如果表单
恰好有一个文本字段，或者当表单里有一个提交按钮时。这个



接口不该依赖于针对这个键的一个特定行为，除非已经使用了 k

eypress事件来监听 Enter键的按下。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form	id="target"	action="destination.html">
		<input	type="text"	value="Hello	there">
		<input	type="submit"	value="Go">
</form>
<div	id="other">
		Trigger	the	handler
</div>

该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绑定到表单上。

$(	"#target"	).submit(function(	event	)	{
		alert(	"Handler	for	.submit()	called."	);
		event.preventDefault();
});

现在，在提交表单的时候，会跳出提醒消息。这发生在实际提交前
面，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在事件对外上调用 .preventDefault()，或者
在我们的处理函数中返回false来取消提交操作。当别的元素被点
击时，我们可以人为触发该事件。

$(	"#other"	).click(function()	{
		$(	"#target"	).submit();
});

在执行代码之后，点击“Trigger	the	handler”也将显示这条
消息。另外，将会引发表单上默认的 submit操作，所以会提交表单
。
JavaScript事件 submit不会有Internet	Explorer中冒泡。然
而，自从jQuery	1.4，依赖于 submit事件的事件委托的脚本，依
然会跨浏览器一致地起作用，因为jQuery规范化了该事件的行为
。



其它说明
因为 .submit()方法是 .on(	"submit",	handler	)的简写，所以
可以用 .off(	"submit"	)来分离。
表单和它的子元素不能使用与一个表单属性相冲突的name或者
id。名称冲突可能导致混乱错误。要想得到一个规则的完整列
表，并针对这些问题检查你的标记，参见DOMLint。

示例

如果你想防止表单被提交，除非设置了一个标识变量，试一试：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ubmit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0;
				color:	blue;
		}
		div,p	{
				margin-left:	10px;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Type	'correct'	to	validate.</p>
<form	action="javascript:alert(	'success!'	);">
		<div>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submit">
		</div>

http://kangax.github.com/domlint/


</form>
<span></span>
	
<script>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if	(	$(	"input:first"	).val()	===	"correct"	)
	{
				$(	"span"	).text(	"Validated..."	).show();
				return;
		}
	
		$(	"span"	).text(	"Not	valid!"	).show().fadeO
ut(	1000	);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你想防止表单被提交，除非设置了一个标识变量，试一试：

$(	"form"	).submit(function()	{
		return	this.some_flag_variable;
});

在网页的第一个表单上触发提交事件，试一试：



上一页：.stop() 下一页：:submit	选择器

$(	"form:first"	).submi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ubmi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ubm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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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	:submi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submit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type="submit"的<input>元素和<button>
元素。

jQuery(	":submit"	)

:submit选择器应用到按钮或者输入元素上。注意，有些浏览器会
把 <button>元素潜在地视为 type="submit"，与此同时，另一些浏览
器（比如说Internet	Explorer）不会这样。要想确保标记作用
得跨浏览器一致，并保证可以一致地选择按钮以提交表单，请总是
在按钮上指定 type属性。

其它说明
因为 :submit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
分，使用 :submit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

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性能
，请使用 input[type="submit"],	button[type="submit"]来代替
它。

示例

找到所有提交元素，它们是一个td元素的后代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ubmit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45px;
		}
		</style>

xml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table	id="exampleTable"	border="1"	cellpadding
="10"	align="center">
		<tr>
				<th>
						Element	Type
				</th>
				<th>
						Element
				</th>
		</tr>
		<tr>
				<td>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
				</td>
		</tr>
		<tr>
				<td>
						<input	type="checkbox">
				</td>
		</tr>
		<tr>
				<td>
						<input	type="file">
				</td>
		</tr>
		<tr>
				<td>
						<input	type="hidden">
				</td>
		</tr>
		<tr>
				<td>
						<input	type="image">
				</td>
		</tr>
		<tr>
				<td>



						<input	type="password">
				</td>
		</tr>
		<tr>
				<td>
						<input	type="radio">
				</td>
		</tr>
		<tr>
				<td>
						<input	type="reset">
				</td>
		</tr>
		<tr>
				<td>
						<input	type="submit">
				</td>
		</tr>
		<tr>
				<td>
						<input	type="text">
				</td>
		</tr>
		<tr>
				<td>
						<select><option>Option</option></select>
				</td>
		</tr>
		<tr>
				<td>
						<textarea></textarea>
				</td>
		</tr>
		<tr>
				<td>
						<button>Button</button>
				</td>
		</tr>
		<tr>
				<td>
						<button	type="submit">Button	type="submit
"</button>
				</td>
		</tr>



</table>
</form>
<div	id="result"></div>
	
<script>
var	submitEl	=	$(	"td	:submit"	)
		.parent(	"td"	)
				.css({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3px	red	solid"
				})
		.end();
	
$(	"#result"	).text(	"jQuery	matched	"	+	submit
El.length	+	"	elements."	);
	
//	防止表单提交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	额外的JS使HTML更易于编辑(None	of	this	is	releva
nt	to	the	':submit'	selector)
$(	"#exampleTable"	).find(	"td"	).each(function
(	i,	el	)	{
		var	inputEl	=	$(	el	).children(),
				inputType	=	inputEl.attr(	"type"	)	?	"	type
='"	+	inputEl.attr(	"type"	)	+	"'"	:	""	;
		$(	el	).before(	"<td>"	+	inputEl[	0	].nodeNam
e	+	inputType	+	"</td>"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submit() 下一页：:target	选择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ubmi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ubmi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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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targe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基本筛选选择器



加入于:	1.9

上一页：:submit	选择器 下一页：.text()

target	selector

描述：选择用文档的URI标识符的片段标识的目标元素。

jQuery(	":target"	)

如果doument的URI包含了一个 #标识符，或者一个散列，则 :targ

et选择器将用一个ID匹配匹配这个标识符。举个例子，给定一个d
ocument，带有URL“http://example.com/#foo”，则 $(	"p:t

arget"	)将选中 <p	id="foo">元素。

对这个用法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在W3C	CSS	规范文档中找到。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arge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w3.org/TR/css3-selectors/#target-pseudo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arge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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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String

.text().text()

分类：操纵	>	DOM内部插入



加入于:	1.0

.text()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文本内容的串联结果，包
括它们的后代元素中的文本。

.tex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不同于 .html()方法， .text()可以用在XML	document和HTML	d
ocument中。 .text()方法的结果是一个字符串，包含了所有匹配
元素的文本文件的组合。（由于在不同的浏览器中的HTML解析器各
不相同，返回的文本中换行和其他空白可能会有所不同。）设想以
下的HTML：

<div	class="demo-container">
		<div	class="demo-box">Demonstration	Box</div>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strong>item</strong>	2</li>
		</ul>
</div>

代码 $(	"div.demo-container"	).text()将产生以下结果：

Demonstration	Box	list	item	1	list	item	2

.text()方法不能用在表单唋框或脚本上。要想设置或读取<input
>或<textarea>元素的文本值，请使用 .val()方法。要想获得<s
cript>元素的值，请使用 .html()方法。

自从jQuery	1.4， .text()方法返回<textarea>的文本内容，
以及CDATA节点的文本内容，类同于别的元素节点。

示例

xml

xml



找到第一个段落文本中的文本（剥离掉HTML），然后把最后的段落
文本的HTML设置为显示这条文本（去掉了红色加粗）。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ext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blue;
				margin:	8px;
		}
		b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b>Test</b>	Paragraph.</p>
<p></p>
	
<script>
var	str	=	$(	"p:first"	).text();
$(	"p:last"	).html(	str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	jQuery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text()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的内容设置为指定的文本。

.text(	text	)

text

类型：String	or	Number	or	Boolean
一段文本，它会被设置作为每个匹配的元素的内容。如果
提供了数字或者布尔值，它会被转换成字符串表达式。

.text(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text	)
=>	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返回要设置的文本内容。检索集合中元素
的索引位置以及旧文本值作为参数。

不同于 .html()方法， .text()可以用在XML	document和HTML	d
ocument中。
我们需要记住，这个方法会必要地转义所提供的字符串，从而它可
以在HTML中正确地呈现。要想做到这，它会调用DOM方法 .createT

extNode()，不会把字符串翻译成HTML。设想以下HTML：

<div	class="demo-container">
		<div	class="demo-box">Demonstration	Box</div>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strong>item</strong>	2</li>
		</ul>
</div>

代码 $(	"div.demo-container"	).text(	"<p>This	is	a	test.</p>"	);

xml

xml



将产生下面的DOM输出：

<div	class="demo-container">
		&lt;p&gt;This	is	a	test.&lt;/p&gt;
</div>

它将应用到一个已呈现的网页上，而且标记是曝露的。

<p>This	is	a	test</p>

.text()方法不能用在输入元素上。对于输入字段文本，请使用 .va

l()方法。

自从jQuery	1.4， .text()方法允许我们通过传入一个函数来设
置文本内容。

$(	"ul	li"	).text(function(	index	)	{
		return	"item	number	"	+	(	index	+	1	);
});

给定一个带有三个 <li>元素的无序列表，本示例将制作出以下的DO
M输出：

<ul>
		<li>item	number	1</li>
		<li>item	number	2</li>
		<li>item	number	3</li>
</ul>

示例

向段落文本添加文本内容（注意粗体标记被转义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上一页：:target	选择器 下一页：:text	选择器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ext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blue;
				margin:	8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Test	Paragraph.</p>
	
<script>
$(	"p"	).text(	"<b>Some</b>	new	tex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ext.htm


ryAPI/tex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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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text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表单选择器	|	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加入于:	1.0

text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type="text"的<input>元素。

jQuery(	":text"	)

$(	":text"	)允许我们选中所有的 <input	type="text">元素。与别
的伪类选择器一样（它们以一个“:”开头），建议在它前面用一个
标签名或者别的选择器，否则，会潜在地使用普遍选择器（ "*"）
。换句话说，光裸的 $(	":text"	)等同于 $(	"*:text"	)，所以应该
使用 $(	"input:text"	)来代替它。

注意：自从jQuery	1.5.2， :text还会选择没有指定元素属性 typ

e的 input元素（在这种情况下，会潜在地设定 type="text"）。

$(	":text"	)和 $(	"[type=text]"	)的行为区别，如下所示：

$(	"<input>"	).is(	"[type=text]"	);	//	false
$(	"<input>"	).is(	":text"	);	//	true

其它说明
因为 :text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分
，使用 :text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rAll(

)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现代浏览器中获得更好的性能，请
使用 [type="text"]来代替它。

示例

查找所有的type="text"的<inpu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javascript

xml



		<meta	charset="utf-8">
		<title>text	demo</title>
		<style>
		textarea	{
				height:	25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form>
		<input	type="button"	value="Input	Butto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file">
		<input	type="hidden">
		<input	type="image">
		<input	type="password">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eset">
		<input	type="submit">
		<input	type="text">
		<select>
				<option>Option</option>
		</select>
		<textarea></textarea>
		<button>Button</button>
</form>
<div></div>
	
<script>
var	input	=	$(	"form	input:text"	).css({
		background:	"yellow",
		border:	"3px	red	solid"
});
	
$(	"div"	)
		.text(	"For	this	type	jQuery	found	"	+	input.
length	+	"."	)
		.css(	"color",	"red"	);
	
//	防止表单提交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上一页：.text() 下一页：.toArray()

		event.preventDefaul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ext-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ext-selec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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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toggle().toggle()

分类：效果	>	基本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toggle(	[duration	]	[,	compl

ete	]	)

描述：显示或隐藏匹配的元素。

.toggle(	[duration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toggle(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3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toggle(	duration	[,	easing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toggle(	display	)

display

类型：Boolean
使用true显示元素，使用false隐藏元素。

注意：事件处理套装中也有一个名为.toggle()的方法。引发
哪个函数，取决于传递给它的参数集合。

不带参数的使用 .toggle()方法，仅仅是切换元素的可见性：

$(	".target"	).toggle();

通过改变CSS属性 display，匹配的元素会被快速显示或隐藏，不带
动画。如果该元素本来是显示的，它会被隐藏；如果本来是隐藏的



，它会被显示出来。CSS属性 display会被保存起来，以备需要的时
候可以恢复。如果一个元素具有CSS属性 display:inline;，然后被
隐藏并再度显示，它依然会显示为 display:inline。

如果向duration参数提供了一个纯对象，或者一个"complete"
函数， .toggle()方法会变成一个动画方法。 .toggle()方法同时变
动了匹配的元素的宽度、高度和不透明度。在一个隐藏动画之后，
当这些属性达到0时，样式属性 display会被设置为 none，以确保这
个元素不再会影响页面的布局。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
自从jQuery	1.4.3，可以使用一个可选的字符串，它命名了一个
缓动函数。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画推进的
速度。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情况下，
称为 swing ,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多的缓动
函数要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插件。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 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我们可以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我们可以做到当另一个元素被点击时，调用 .toggle()。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toggle(	"slow",	function()	{
				//	动画完成。
		});
});

http://jqueryui.com.htm


先显示元素，在第一次点击时我们可以慢慢地隐藏它：

插图1

第二次点击将再度显示元素：

插图2

该方法的第二个版本接收一个布尔参数。如果参数值是true，匹配
的元素会被显示出来，如果参数值是false，匹配的元素会被隐藏
起来。从本质上讲，下面的语句：

$(	"#foo"	).toggle(	display	);



相当于

if	(	display	===	true	)	{
		$(	"#foo"	).show();
}	else	if	(	display	===	false	)	{
		$(	"#foo"	).hide();
}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toggle()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设
置 j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要
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示例

切换所有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oggle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Toggle</button>
<p>Hello</p>
<p	style="display:	none">Good	Bye</p>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toggl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变动所有的段落文本，如果它们是隐藏的，就显示它们，如果它们
是显示的，就隐藏它们，在600毫秒内结束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oggle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dad;
				font-weight:	bold;
				font-size:	16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Toggle	'em</button>
<p>Hiya</p>
<p>Such	interesting	text,	eh?</p>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toggle(	"slow"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显示所有的段落文本，然后全部隐藏它们，周而复始。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oggle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Toggle</button>
<p>Hello</p>
<p	style="display:	none">Good	Bye</p>
	
<script>
var	flip	=	0;



上一页：.toArray() 下一页：.toggle()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toggle(	flip++	%	2	===	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oggl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oggl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弃用于：1.8，删除于：1.9

.toggle().toggle()

分类：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鼠标事件	|	已删
除



加入于:	1.0

.toggle(	handler,	handler	[,	

handler	]	)

描述：把两个或更多的处理函数绑定到匹配的元素上，当交替点击
的时候执行它们。

.toggle(	handler,	handler	[,	handle

r	]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当元素偶数次被点击时执行它。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当元素奇数次被点击时执行它。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更多的在点击之后周期性轮流执行的函数。

注意：这个方法在jQuery	1.8中被建议弃用，在jQuery	1.
9中被删除。jQuery还提供了一个名为.toggle()的动画方法
，会切换元素的可视性。到底是引发动画，还是一个事件处理
方法，取决于传递给它的参数集合。

.toggle()方法把一个处理函数绑定到 click事件上了，因此针对 cl

ick事件触发的规则也应用在这里了。

举个例子，设想下面的HTML：

<div	id="target">
		Click	here
</div>

xml

javascript



然后可以在div上绑定事件处理函数：

$(	"#target"	).toggle(function()	{
		alert(	"First	handler	for	.toggle()	called."	
);
},	function()	{
		alert(	"Second	handler	for	.toggle()	called."
	);
});

随着反复点击这个元素，两条消息交替出现：

First	handler	for	.toggle()	called.

Second	handler	for	.toggle()	called.

First	handler	for	.toggle()	called.

Second	handler	for	.toggle()	called.

First	handler	for	.toggle()	called.

如果提供了不止两个处理函数， .toggle()会在几个函数之间循环
。举个例子，如果有三个处理函数，第一次点击、第四次点击、第
七次点击时调用第一个处理函数，依此类推。
提供	 .toggle()方法是为了方便。这是用比较简单的手工实现相同
的行为，并且这可能是必要的，如果构建到 .toggle()的代码被证
明是有局限性的。举个例子，如果对同一个元素应用两次， .toggle

()不能保证正确的起作用。因为 .toggle()内部的使用了一个 click

处理函数来做它的工作，我们必须解绑 click以删除用 .toggle附加
的行为，因此别的 click处理函数会在交叉引发中被捕获。编译器
还在该事件上调用了 .preventDefault()，因此如果在元素上调用了
.toggle()，就会导致不能打开链接、不能点击按钮。

示例

在表格单元格中切换样式。（不建议这么做，请使用 .toggleClass(

)来代替）：



上一页：.toggle() 下一页：.toggleClass()

$(	"td"	).toggle(
		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selected"	);
		},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selected"	);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oggle-even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oggle-even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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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trigger().trigger()

分类：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3

.trigger(	eventType	[,	extraP

arameters	]	)

描述：针对给定的事件类型，执行附加到匹配的元素上的所有处理
函数和行为。

.trigger(	eventType	[,	extraParamet

ers	]	)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JavaScript事件对象，比如
说 click或者 keydown。
extraParameters

类型：Array	or	PlainObject
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额外参数。

.trigger(	event	[,	extraParameters	

]	)

event

类型：Event
A	 jQuery.Event 	object.

extraParameters

类型：Array	or	PlainObject
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额外参数。

任何用 .on()方法或者它的简写方法之一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会
在对应的事件发生时，被触发。然而，可以用 .trigger()方法人为
地引发它们。调用一次 .trigger()方法，会以用户自然触发这个事
件同样的顺序执行处理函数。

javascript



$(	"#foo"	).on(	"click",	function()	{
		alert(	$(	this	).text()	);
});
$(	"#foo"	).trigger(	"click"	);

自从jQuery	1.3， .trigger()的事件可以沿着DOM树向上冒泡；
一个事件处理函数只要在事件处理函数中返回false，或者在传递
给该事件的事件对象上调用 .stopPropagation()方法，就能阻止事
件冒泡。虽然 .trigger()模拟了一个事件激活，具备合成的event
对象，但是它并没有完美地复制自然发生的事件。
要想触发事件通过jQuery绑定的处理函数，但是不触发自然事件
，请使用 .triggerHandler()代替它。

当我们使用 .on()方法定义了一个自定义事件类型时，给 .trigger(

)的第二个参数就变得有用了。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已经对我们的
元素的 custom事件绑定了一个处理函数，而不是绑定到内建的 clic

k事件：

$(	"#foo"	).on(	"custom",	function(	event,	para
m1,	param2	)	{
		alert(	param1	+	"\n"	+	param2	);
});
$(	"#foo").trigger(	"custom",	[	"Custom",	"Even
t"	]	);

事件对象总是作为第一个参数，传递给一个事件处理函数。一个参
数的数组也可以传递给 .trigger()调用，而且这些参数必须随着事
件对象一起传给处理函数。自从jQuery	1.6.2，可以传递单一字
符串参数或数字，而不需要包裹在一个数组中。
注意，在这里传递 extraParameters参数与传递给 .on()方法的 event

Data参数的区别。两者都是向一个事件处理函数传递信息的机制，
但是用于 .trigger()方法的 extraParameters允许在事件触发时决定
信息，与此同时，用于 .on()方法的 eventData参数要求信息在绑定
处理函数的时候已经计算好了。
.trigger()方法可以用在包裹了简单的JavaScript	对象的jQue
ry集合上，类似于pub、sub机制；当事件被触发时，将调用任何
绑定到对象上的事件处理函数。



注意：对于纯对象，以及除了window之外的DOM对象，如果一
个触发的事件名匹配对象上的一个属性名，如果没有一个事件
处理函数调用 event.preventDefault()，jQuery会试图调用执
行该属性作为一个方法。如果该行为是不想要的，请使用 .trig

gerHandler()代替它。

注意：就像 .triggerHandler()，在用一个事件调用 .trigger()

时，如果该事件名加前缀on，就与元素上的一个属性名匹配（
例如，在window上触发 click事件会有一个非空的 onclick方法
），jQuery会试图调用执行这个属性作为一个方法。

注意：如果用一个纯对象触发事件，这个纯对象并非是类数组
对象，但是依然包含了一个 .length属性，你应该在一个数组中
传递该对象（例如， [	{	length:	1	}	]）

示例

点击按钮#2也会触发对按钮#1的点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rigger	demo</title>
		<style>
		button	{
				margin:	10px;
		}
		div	{
				color:	blue;
				font-weight:	bold;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Button	#1</button>
<button>Button	#2</button>
<div><span>0</span>	button	#1	clicks.</div>
<div><span>0</span>	button	#2	clicks.</div>
	
<script>
$(	"button:first"	).click(function()	{
		update(	$(	"span:first"	)	);
});
	
$(	"button:last"	).click(function()	{
		$(	"button:first"	).trigger(	"click"	);
		update(	$(	"span:last"	)	);
});
	
function	update(	j	)	{
		var	n	=	parseInt(	j.text(),	10	);
		j.text(	n	+	1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要想提交第一个表单而不使用submit()函数，试一试：

$(	"form:first"	).trigger(	"submit"	);

要想提交第一个表单而不使用submit()函数，试一试：

var	event	=	jQuery.Event(	"submit"	);
$(	"form:first"	).trigger(	event	);
if	(	event.isDefaultPrevented()	)	{
		//	执行一个操作...
}

向一个事件传递任意数据：

$(	"p"	)
		.click(function(	event,	a,	b	)	{
				//	当引发一个自然点击时，a和b是undefined
				//	对于像下面这样的触发，a引用“foo”，b引用“bar”
		})
		.trigger(	"click",	[	"foo",	"bar"	]	);

通过一个事件对象传递任意数据：

var	event	=	jQuery.Event(	"logged"	);
event.user	=	"foo";
event.pass	=	"bar";
$(	"body"	).trigger(	event	);

向事件对象传递数据的替代方法：

$(	"body"	).trigger({
		type:"logged",
		user:"foo",
		pass:"bar"



上一页：.toggleClass() 下一页：.triggerHandler()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rigge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rigge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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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unbind().unbind()

分类：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unbind(	eventType	[,	handler

]	)

描述：从匹配的元素上删除以前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

.unbind(	eventType	[,	handler	]	)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JavaScript事件对象，比如
说 click或者 keydown。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不再需要执行的那个函数。

.unbind(	eventType,	false	)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JavaScript事件对象，比如
说 click或者 keydown。
false

类型：Boolean
解除绑定对应于之前用 .bind(	eventType,	false	)绑定的"
return	false"的函数。

.unbind(	event	)

event

类型：Event
一个 jQuery.Event对象。

.unbind()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用 .bind()方法附加的事件处理函数，可以用 .unbind()方法来删除
。（自从jQuery	1.7， .on()方法和 .off()方法优先用来在元素
上附加事件处理函数、删除事件处理函数。）在最简单的情况中，
不带参数地调用 .unbind()，可以删除所有的附加到该元素上的事
件处理函数。

$(	"#foo"	).unbind();

这个版本会删除所有的处理函数，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处理函数。要
想更细致，我们可以传入一个事件类型。

$(	"#foo").unbind(	"click"	);

通过指定 click事件类型，只有针对这种事件类型的处理函数会被
解除绑定。然而，这个事件方式依然可能有负面副作用，比如说别
的脚本可能对同一个元素附加了行为。出于这个原因，强健而且可
扩展的应用程序通常需要两个参数的那个版本：

var	handler	=	function()	{
		alert(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
zy	dog."	);
};
$(	"#foo"	).bind(	"click",	handler	);
$(	"#foo"	).unbind(	"click",	handler	);

通过命名处理函数，我们可以保证不会意外删除别的函数。注意，
以下的代码不会起作用：

$(	"#foo"	).bind(	"click",	function()	{
		alert(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
zy	dog."	);
});
	



//	不起作用
$(	"#foo"	).unbind(	"click",	function()	{
		alert(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
zy	dog."	);
});

即使两个函数具有相同的内容，它们是分别创建的，因此JavaScr
ipt会把它们当成是不同的函数对象。要想解绑一个特定的处理函
数，我们需要对函数的一个引用，而不是做同样的事的不同函数。

注意：使用一个代理函数在一个元素上解绑一个事件，将解绑
这个元素上所有的代理函数，因为同样的代理函数用于所有代
理事件。要想解绑一个特定事件，请在绑定它们时，在事件上
使用独一无二的类名（例如， click.proxy1、 click.proxy2）。

使用命名空间

为了将来解绑处理函数，可以为处理函数保留引用，但还有另一个
代替办法，我们可以给事件添加命名空间，并使用这个功能以收狭
我们的解除绑定的操作的范围。我们在 .bind()方法中已经有过讨
论，在绑定处理函数时，使用一个点号字符（ .）就可以定义命名
空间：

$(	"#foo"	).bind(	"click.myEvents",	handler	);

即使以这种形式绑定一个处理函数，我们依然可以用常规方法解绑
它：

$(	"#foo"	).unbind(	"click"	);

然而，如果我们想避免影响别的处理函数，可以做更多的指定：

$(	"#foo"	).unbind(	"click.myEvents"	);

我们还可以解绑某个命名空间内的所有函数，无论是哪种事件类型
：



$(	"#foo"	).unbind(	".myEvents"	);

当我们想开发插件的时候，给事件绑定附加命名空间特别有用，否
则书写代码将来可能影响别的事件处理函数。

使用Event对象

.unbind()方法的第三种形式是用在当我们想要在它内部解绑这个
处理函数的时候。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想要只触发一个事件处理函
数三次：

var	timesClicked	=	0;
$(	"#foo"	).bind(	"click",	function(	event	)	{
		alert(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
zy	dog."	);
		timesClicked++;
		if	(	timesClicked	>=	3	)	{
				$(	this	).unbind(	event	);
		}
});

在这种情况中，该处理函数将取用一个参数，因此我们可以捕获事
件对象，并在第三次点击之后，用它来解除绑定事件。该事件对象
包含了 .unbind()必不可少的上下文，以知道要删除哪个事件处理
函数。这个示例也是一个闭包的演示。因为处理函数引用了 timesCl

icked变量，它在函数外部定义，因此在调用这个处理函数时，这
个变量会不断递增。

示例

可以向彩色的按钮上绑定事件并解绑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unbind	demo</title>
		<style>



		button	{
				margin:	5px;
		}
		button#theone	{
				color:	red;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theone">Does	nothing...</button>
<button	id="bind">Bind	Click</button>
<button	id="unbind">Unbind	Click</button>
<div	style="display:none;">Click!</div>
	
<script>
function	aClick()	{
		$(	"div"	).show().fadeOut(	"slow"	);
}
$(	"#bind"	).click(function()	{
		$(	"#theone"	)
				.bind(	"click",	aClick	)
				.text(	"Can	Click!"	);
});
$(	"#unbind"	).click(function()	{
		$(	"#theone"	)
				.unbind(	"click",	aClick	)
				.text(	"Does	nothing..."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triggerHandler() 下一页：.undelegate()

要想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上解绑所有事件，只要这么写：

$(	"p"	).unbind();

要想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上解绑所有click事件，只要这么写：

$(	"p"	).unbind(	"click"	);

要想只解绑一个先前绑定的处理函数，传递该函数作为第二个参数
：

var	foo	=	function()	{
		//	处理某些事件的代码
};
	
$(	"p"	).bind(	"click",	foo	);	//	...	现在当点击
段落文本时会调用foo	...
	
$(	"p"	).unbind(	"click",	foo	);	//	...	foo	wil
l	no	longer	be	calle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unbin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unbin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undelegate().undelegate()

分类：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加入于:	1.4.2

加入于:	1.4.2

加入于:	1.4.2

.undelegate()

描述：针对所有匹配当前选择器的元素，从事件上删除一个处理函
数。匹配元素基于一个特定的根元素集合。

.undelegate()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undelegate(	selector,	eventType	

)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它用来筛选事件结果。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JavaScript事件对象，比如
说 click或者 keydown。

.undelegate(	selector,	eventType,

handler	)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它用来筛选事件结果。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JavaScript事件对象，比如
说 click或者 keydown。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事件触发时执行它。



加入于:	1.4.3

加入于:	1.6

.undelegate(	selector,	events	)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选择器，它用来筛选事件结果。
event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它是一个或多个事件类型，以及先前绑定到这
个事件上的函数，现在要解除对它们的绑定。

.undelegate(	namespace	)

namespac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包含了要解除绑定的事件的命名空间。

.undelegate()方法是一个删除事件处理函数的方式，这些事件处理
函数是先前用 .delegate()方法绑定的。自从jQuery	1.7， .on()

方法和 .off()方法优先附加事件处理函数、优先删除事件处理函数
。

示例

可以向彩色按钮绑定事件并解除绑定事件。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undelegate	demo</title>
		<style>
		button	{
				margin:	5px;
		}
		button#theone	{
				color:	red;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theone">Does	nothing...</button>
<button	id="bind">Bind	Click</button>
<button	id="unbind">Unbind	Click</button>
<div	style="display:none;">Click!</div>
	
<script>
function	aClick()	{
		$(	"div"	).show().fadeOut(	"slow"	);
}
$(	"#bind"	).click(function()	{
		$(	"body"	)
				.delegate(	"#theone",	"click",	aClick	)
				.find(	"#theone"	).text(	"Can	Click!"	);
});
$(	"#unbind"	).click(function()	{
		$(	"body"	)
				.undelegate(	"#theone",	"click",	aClick	)
				.find(	"#theone"	).text(	"Does	nothing..."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要想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上解除所有的委托事件，只要这么写：

$(	"p"	).undelegate();

要想从所有段落文本上解除所有的click委托事件，只要这么写：

$(	"p"	).undelegate(	"click"	);

要想解除委托先前绑定的处理函数，只要向提供一个函数，作为第
三个参数：

var	foo	=	function	()	{
		//	处理某些事件的代码
};
	
//	...	现在当点击段落文本时会调用foo	...
$(	"body"	).delegate(	"p",	"click",	foo	);
	
//	...	foo	will	no	longer	be	called.
$(	"body"	).undelegate(	"p",	"click",	foo	);

利用委托事件的命名空间来解除绑定所有的委托事件。

var	foo	=	function()	{
		//	处理某些事件的代码
};
	
//	Delegate	events	under	the	".whatever"	namesp
ace
$(	"form"	).delegate(	":button",	"click.whateve
r",	foo	);
	
$(	"form"	).delegate(	"input[type='text']	",	"k
eypress.whatever",	foo	);
	



上一页：.unbind() 下一页：.unload()

//	Unbind	all	events	delegated	under	the	".what
ever"	namespace
$(	"form"	).undelegate(	".whatever"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undelegat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undelegat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弃用于：1.8

.unload().unload()

分类：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事件	>	文档载入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unload(	handler	)

描述：把某个事件处理函数绑定到JavaScript事件“unload”上
。

.unload(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触发事件时执行它。

.unload(	[eventData	],	handler	)

eventData

类型：Anything
要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数据纯对象。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Object	)
一个函数，在每次事件被触发时执行它。

这个方法是 .on(	"unload",	handler	)的简写。

当用户导航离开网页的时候， unload事件被发送到 window元素上。
这可能意味着很多事件。用户可以点击一个链接以离开这个网页，
也可能是在地址栏中输入一个新URL。前进和后退按钮也会触发这
个事件。关闭浏览器窗口也会触发这个事件。甚至重载一个网页也
会先触发 unload事件。

unload事件的严格的处理方式会因浏览器的不同而不同。举个
例子，有些Firefox版本会在打开一个链接时触发该事件，但
是在关闭窗口时不会触发该事件。在实际使用中，这个行为必
须对所有支持的浏览器作测度，并与专有的 beforeunload事件作
对比。

javascript



上一页：.undelegate() 下一页：.unwrap()

任何 unload事件处理函数必须绑定到 window对象上：

$(	window	).unload(function()	{
		return	"Handler	for	.unload()	called.";
});

这个事件是可用的，当用户离开页面时，脚本可以执行清理。大多
数浏览器将忽略该事件处理函数内对 alert()、 confirm()和 prompt(

)的调用。你返回的这个字符串可以用在一个确认对话框里，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浏览器都支持它。不能用 .preventDefault()来取消 un

load事件。

其它说明
因为 .unload()方法是 .on(	"unload",	handler	)的简写，所以
可以用 .off(	"unload"	)来分离。

示例

当离开页面的时候，显示一个提示框。

$(	window	).unload(function()	{
		return	"Bye	now!";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unloa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unloa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unwrap().unwrap()

分类：操纵	>	DOM周围插入	|	操纵	>	DOM删除



加入于:	1.4

.unwrap()

描述：从DOM中删除匹配的元素集合的父元素，把匹配的元素留在
它们原来的位置。

.unwrap()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unwrap()方法删除了元素的父元素。这可以十分高效地逆转 .wrap(

)方法。匹配的元素（以及它们的同辈元素，如果有的话）将在DO
M结构中替换掉它们的父元素。

示例

在每个段落文本周围包裹一个div、解除包含一个div。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unwrap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solid	blue;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wrap/unwrap</button>

xml



上一页：.unload() 下一页：.val()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var	pTags	=	$(	"p"	);
$(	"button"	).click(function()	{
		if	(	pTags.parent().is(	"div"	)	)	{
				pTags.unwrap();
		}	else	{
				pTags.wrap(	"<div></div>"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unwra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unwrap.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String	or	Number	or	Array

.val().val()

分类：元素属性	|	表单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加入于:	1.0

.val()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值。

.val()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val()方法主要用于获得表单元素的值，比如说<input>、<sele
ct>和<textarea>。万一是<select>元素，如果没有选项被选
中，它会返回null，如果至少有一个选项被选中，则会返回一个数
组，包含了每个选中项的值，<select>可能会被选中多项，因为
可能出现元素属性 multiple。

对于下拉菜单和勾选框单选钮，你还可以使用:selected和:chec
ked选择器以获得值，举个例子：

//	从下拉菜单中获得值
$(	"select.foo	option:selected").val();
	
//	更轻松地从下拉菜单中获得值
$(	"select.foo"	).val();
	
//	从一个勾选中的勾选框中获得值
$(	"input:checkbox:checked"	).val();
	
//	从一个单选钮中获得值
$(	"input:radio[name=bar]:checked"	).val();

注意：注意，根据浏览器报告的值，在<textarea>元素上使
用 .val()取得的值是不含回车符的。铸成，如果这个值通过XH
R发送给服务器，回车符会得到保留（或者是被浏览器添加的，
但是在原始数据中并不包含回车）解决这个问题的变通方法可
以使用和个valHook来实现，如下所示：

javascript

javascript



$.valHooks.textarea	=	{
		get:	function(	elem	)	{
				return	elem.value.replace(	/\r?\n/g,	"\r\n"
	);
		}
};

示例

从单选下拉菜单中选择单一的值，从多选下拉菜单中选择值的数组
，并显示它们的值。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val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red;
				margin:	4px;
		}
		b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p>
	
<select	id="single">
		<option>Single</option>
		<option>Single2</option>
</select>
	
<select	id="multiple"	multiple="multiple">
		<option	selected="selected">Multiple</option>



		<option>Multiple2</option>
		<option	selected="selected">Multiple3</option
>
</select>
	
<script>
function	displayVals()	{
		var	singleValues	=	$(	"#single"	).val();
		var	multipleValues	=	$(	"#multiple"	).val()	|
|	[];
		$(	"p"	).html(	"<b>Single:</b>	"	+	singleValu
es	+
				"	<b>Multiple:</b>	"	+	multipleValues.join(
	",	"	)	);
}
	
$(	"select"	).change(	displayVals	);
displayVals();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找到输入框中的值。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val	demo</title>
		<style>
		p	{
				color:	blue;
				margin:	8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nput	type="text"	value="some	text">
<p></p>
	
<script>
$(	"input"	)
		.keyup(function()	{
				var	value	=	$(	this	).val();
				$(	"p"	).text(	value	);
		})
		.keyup();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	jQuery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val()

描述：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设置值。

.val(	value	)

value

类型：String	or	Number	or	Array
一个文本字符串、数字，或者字符串的数组，用来设定每
个匹配元素的值。

.val(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value	
)	=>	String

一个函数，它返回要设置的值。 this是当前元素。检索集
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以及旧值作为参数。

这个方法通常用来设置表单字段的值：
.val()允许你传递一个元素值的数组。这可以用在这样的jQuery
对象上：它包含了像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radio

">以及 <select>内部的 <option>这样的元素。那样的话，<input	
type="checkbox">和<input	type="radio">和<select>的
<option>中，具有与数组中的元素之一相匹配的值的项目，会被
勾中或者选中；与此同时，值与数组中的任一个元素都不匹配的项
则不会被勾中或者选中，取决于类型。万一<input	type="radi
o">是一个单选钮组的一部分，还有单选的<select>，如果它们
有多项匹配，则任何先前选中的元素都会被取消选中。
.val()方法允许我们通过传入一个函数来设置值。自从jQuery	1
.4，这个函数可以传入两个参数，当前元素的索引，以及它当前的
值：

javascript



$(	"input:text.items"	).val(function(	index,	va
lue	)	{
		return	value	+	"	"	+	this.className;
});

该示例把字符串“item”追加到文本输入框的值中。

示例

设置一个输入框的值。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val	demo</title>
		<style>
		button	{
				margin:	4px;
				cursor:	pointer;
		}
		input	{
				margin:	4px;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button>Feed</button>
		<button>the</button>
		<button>Input</button>
</div>
<input	type="text"	value="click	a	button">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var	text	=	$(	this	).text();



		$(	"input"	).val(	tex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使用函数参数以改变一个输入框的值。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val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Type	something	and	then	click	or	tab	out	of	
the	input.</p>
<input	type="text"	value="type	something">
	
<script>
$(	"input"	).on(	"blur",	function()	{
		$(	this	).val(function(	i,	val	)	{
				return	val.toUpperCase();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设置单选下拉菜单、多选下拉菜单、勾选框和单选钮。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val	demo</title>
		<style>
		body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elect	id="single">
		<option>Single</option>
		<option>Single2</option>



</select>
	
<select	id="multiple"	multiple="multiple">
		<option	selected="selected">Multiple</option>
		<option>Multiple2</option>
		<option	selected="selected">Multiple3</option
>
</select>
	
<br>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heckboxname"	valu
e="check1">	check1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heckboxname"	valu
e="check2">	check2
<input	type="radio"	name="r"	value="radio1">	ra
dio1
<input	type="radio"	name="r"	value="radio2">	ra
dio2
	
<script>
$(	"#single"	).val(	"Single2"	);
$(	"#multiple"	).val([	"Multiple2",	"Multiple3"
	]);
$(	"input").val([	"check1",	"check2",	"radio1"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unwrap() 下一页：:visible	选择器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va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val.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visible	:visible	选择器选择器

分类：选择器	>	jQuery扩展选择器	|	选择器	>	可见性筛选选
择器



加入于:	1.0

visible	selector

描述：选择所有的可见的元素。

jQuery(	":visible"	)

如果元素在document中消耗了空间，它会被视为是可见的。可见
的元素，它的宽度或高度大于0。
带 visibility:	hidden或者 opacity:	0的元素会被视为可见，因为它
们依然在布局上占位置。
不在document中的元素会被视为隐藏元素；jQuery无法知道这个
元素在被追加到document上后是否可见，因为这取决于所适用的
样式。
该选择器是 :hidden选择器的对立面。因此，每个被 :visibile选中
的元素都不能被 :hidden选择器选中，反之亦然。

所有的lt;select>选择器的<option>元素都会被视为隐藏元素
，无论它们的选中状态如何。
在隐藏元素的动画过程中，元素被视为可见的，直到动画的终点。
在显现元素的动画过程中，在动画的起点元素被视为可见的。
在jQuery	1.3.2中，如何计算 :visible有所变化。这个发布公告
写了改变的详情。

其它说明
因为 :visible是一个jQuery扩展，并不是CSS规范文档的一部
分，使用 :visible查询，不能充分利用原生DOM的 querySelecto

rAll()方法来提高性能。要想在使用 :visible选择元素时获得
最佳性能，请先使用一个纯CSS选择器选择元素，然后使用 .fi

lter(":visible")作筛选。
过度使用这个选择器可能带来性能影响，因为它会强迫浏览器
在它可以确定可见性之前重新呈现网页。

用别的方法跟踪元素的可见性，比如说使用样式类，可以提供更好
的性能。

http://blog.jquery.com/2009/02/20/jquery-1-3-2-released/


示例

使所有可见的div在点击后变成黄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visible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50px;
				height:	40px;
				margin:	5px;
				border:	3px	outset	green;
				float:	left;
		}
		.starthidden	{
				display:	non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Show	hidden	to	see	they	don't	change</b
utton>
<div></div>
<div	class="starthidden"></div>
<div></div>
<div></div>
<div	style="display:none;"></div>
	
<script>
$(	"div:visible"	).click(function()	{
		$(	this	).css(	"background",	"yellow"	);
});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div:hidden"	).show(	"fast"	);
});
</script>



上一页：.val() 下一页：.width()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visible-select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visible-selecto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Number

.width().width()

分类：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0

.width()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

.width()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css(	"width"	)和 .width()的区别在后，后者返回一个无单位的像
素值（比如说， 400），而前者返回一个带完整单位的值（比如说
， 400px）。如果元素的高度需要用在数学计算中，推荐使用该 .wi

dth()方法。

插图1

该方法也可以用来找到windows和document的宽度。

//	返回浏览器视口的宽度
$(	window	).width();
	
//	返回HTML	document的宽度
$(	document	).width();

注意 .width()将总是返回内容的宽度，无论CSS的box-sizing属
性如何设置。自从jQuery	1.8，这可能需要检索CSS的宽度加上
box-sizing属性，然后如果元素具有 box-sizing:	border-box，还要
减去每个元素上任何潜在的边框和内衬。要想避免这种处罚，请使
用 .css(	"width"	)而不是使用 .width()。

javascript



注意：虽然 <style>和 <script>标签被设置了绝对定位并给定了
display:block时，它们将对 .width或 .height()报告其值，但是
强烈不建议在这些标签上调用那些方法。除了是一个糟糕的实
践，结果也被证明是不可靠的。

其它说明
维度相关的API返回的数字，包括 .width()，在一些情况中可
能是分数。代码不应该假定它是一个整数。当用户缩放网页的
时候，维度可能不正确；浏览器没有提供侦测这种情况的API
。
当元素或者它的父元素是隐藏元素的时候， .width所报告的值
不能保证精确。要想获得精确的值，在使用 .width()之前请先
检查元素的可见性。jQuery会试图临时地显示，然后再次隐
藏元素，以测量它的维度，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而且（甚至当
精确测量时）会显著地影响了网页的性能。这种显示再重新隐
藏的测主功能可能在jQuery的未来版本中被删除。

示例

显示各种各样的宽度。注意值来自iframe，所以可能小于你的期
待。黄色的高亮显示了iframe的主体。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idth	demo</title>
		<style>
		body	{
				background:	yellow;
		}
		button	{
				font-size:	12px;
				margin:	2px;
		}



		p	{
				width:	150px;
				border:	1px	red	solid;
		}
		div	{
				color:	red;
				font-weight:	bol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getp">Get	Paragraph	Width</button>
<button	id="getd">Get	Document	Width</button>
<button	id="getw">Get	Window	Width</button>
<div>&nbsp;</div>
<p>
		Sample	paragraph	to	test	width
</p>
	
<script>
function	showWidth(	ele,	w	)	{
		$(	"div"	).text(	"The	width	for	the	"	+	ele	+
	"	is	"	+	w	+	"px."	);
}
$(	"#getp"	).click(function()	{
		showWidth(	"paragraph",	$(	"p"	).width()	);
});
$(	"#getd"	).click(function()	{
		showWidth(	"document",	$(	document	).width()	
);
});
$("#getw").click(function()	{
		showWidth(	"window",	$(	window	).width()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	jQuery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1

.width()

描述：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宽度。

.width(	value	)

value

类型：String	or	Number
一个整型数，它代表了像素数目，或者一个整型数带一个
可选的测量单位（作为字符串）。

.width(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Integer	value
)	=>	String	or	Number

一个函数，返回要设置的宽度。检索元素在集合中的索引
位置以及旧宽度值作为参数。在这个函数内部， this引用
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在调用 .width(value)时，这个值可以是一个字符串（数字以及单位
），或者是一个数字。如果只为该值提供了一个数字，jQuery假
定单位是px。然而如果提供了一个字符串，必须为宽度提供一个有
效的CSS测量（比如说 100px、 50%或者 auto）。注意，在现代浏览
器中，CSS宽度属性不包括padding、border或者margin，除非
用了CSS属性 box-sizing。

如果没有明确指定单位（比如说“em”或者“%”），则单位就是“px
”。
注意， .width(value)设置了盒的内容宽度，无论CSS属性 box-sizin

g设置了什么值。

示例

xml



每个div第一次被点击时，改变它的宽度（并改变颜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idth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70px;
				height:	50px;
				float:	left;
				margin:	5px;
				background:	red;
				cursor:	pointer;
		}
		.mod	{
				background:	blue;
				cursor:	defaul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script>
var	modWidth	=	50;
$(	"div"	).one(	"click",	function()	{
		$(	this	).width(	modWidth	).addClass(	"mod"	)
;
		modWidth	-=	8;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visible	选择器 下一页：.wrap()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widt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width.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wrap().wrap()

分类：操纵	>	DOM周围插入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wrap(	wrappingElement	)

描述：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周围包裹一个HTML结构。

.wrap(	wrappingElement	)

wrappingElement

类型：Selector	or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j
Query

一个HTML片段、选择器表达式、jQuery对象，或者DOM元
素，用来指定要在匹配的元素周围包裹的结构。如果你传
递了一个jQuery集合，包含了不止一个元素，或者一个选
择器，匹配了不止一个元素，只会使用第一个元素。

.wrap(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	=>	String	or
	jQuery

一个回调函数，返回HTML内容或者jQuery对象，包围在
匹配元素的周围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作为参数。在
这个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wrap()函数可以取用任何可以传递给 $()函数的字符串或对象，以
指定一个DOM结构。这个结构可以嵌套多层深度，但是必须只有一
个最内层的元素。该结构的一个副本将用来包裹在匹配的元素集合
中每个元素周围。这个方法返回元素的原始集合，可用于连缀。
设想下面的HTML：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xml

javascript



使用 .wrap()，我们可以在这个class="inner"的div元素上周围
插入一个HTML结构，如下所示：

$(	".inner"	).wrap(	"<div	class='new'></div>"	);

快速创建了新的 <div>，并把它添加到DOM中。结果是一个新的DOM
包裹在每个匹配的元素周围：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new">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div	class="new">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div>

这个方法的第二版本允许我们指定一个回调函数作为参数。该回调
函数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调用一次；它必须返回一个DOM元素、jQ
uery对象，或者HTML片段，以包裹相应的元素。举个例子：

$(	".inner"	).wrap(function()	{
		return	"<div	class='"	+	$(	this	).text()	+	"'
></div>";
});

这将导致每个 <div>都有一个对应于它包裹的文本的样式类：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Hello">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div	class="Goodbye">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div>



示例

在所有的段落文本周围包裹一个新div。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solid	blue;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	"p"	).wrap(	"<div></div>"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span>周围包裹一个新创建的对象树。注意，<span>之间的任
何元素都不会被包裹，比如说例子中使用的<strong>（红色文本
）。即使是<span>之间的空格也不会被包裹。点击“View	Sourc
e”以查看原始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blue	solid;
				margin:	2px;
				padding:	2px;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2px;
				padding:	2px;
		}
		strong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Span	Text</span>
<strong>What	about	me?</strong>
<span>Another	One</span>
	
<script>



$(	"span"	).wrap(	"<div><div><p><em><b></b></em
></p></div></div>"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所有的段落文本周围包裹一个新div。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solid	blue;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	"p"	).wrap(	document.createElement(	"div"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所有的段落文本周围包裹一个jQuery对象，它是一个双层深度
的div。注意，它没有移动对象，仅仅是克隆对象以包裹目标。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solid	blue;
				margin:	2px;
				padding:	2px;
		}



上一页：.width() 下一页：.wrapAll()

		.doublediv	{
				border-color:	red;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4px;
				font-size:	1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div	class="doublediv"><div></div></div>
	
<script>
$(	"p"	).wrap(	$(	".doublediv"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wrap.htm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wra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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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弃用于：1.7，删除于：1.8

deferred.isRejected()deferred.isRejected()

分类：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删除



加入于:	1.5

上一页：deferred.fail()

下一页：deferred.isResolved()

deferred.isRejected()

描述：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拒绝。

deferred.isRejected()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自从jQuery	1.7，这个API已经被建议弃用了；请使用 deferred.

state()代替它。

如果Deferred已经处于拒绝状态了，返回true，意味着对于该De
ferred对象，要么已经调用了 deferred.reject()要么已经调用了 d

eferred.rejectWith()，而且已经调用了failCallbacks（或者正
处于调用failCallbacks过程中）。
注意一个Deferred对象可以处于三种状态：pending（挂起）、
resolved（被解决）或者rejected（被拒绝）；请使用 deferred

.isResolved()方法来确定一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处于被解决
状态。这些方法在调试时相当有用，比如说用来确定一个Deferre
d对象是否已经被解决，哪怕你在代码内部打算拒绝它。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
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isrej
ecte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isrejecte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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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eferred

deferred.notifyWith()deferred.notifyWith()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7

上一页：deferred.notify() 下一页：deferred.pipe()

deferred.notifyWith(	context	

[,	args	]	)

描述：在某个Deferred对象上，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 arg

s调用progressCallbacks。

deferred.notifyWith(	context	[,	arg

s	]	)

context

类型：Object
传递给progressCallbacks的上下文，它会作为 this对
象。
args

类型：Array
一个可选的参数数组，它会传递给progressCallbacks
。

通常，只有Deferred对象的创建器才可以调用这个方法；你可以
利用 deferred.promise()，通过返回一个受限制的Promise对象，
来防止别的代码改变这个Deferred对象的状态，或者报告其状态
。
在调用 deferred.notifyWith的时候，任何通过 deferred.then方法或
者 deferred.progress方法添加的progressCallbacks回调函数都
会被调用。会按照添加回调函数的顺序执行回调函数。每个回调函
数被传入来自 .notifyWith()的参数 args。当一个Deferred对象被
解决或被拒绝后（或者在那之后添加progressCallbacks回调函
数），任何对 .notifyWith()方法的调用都会被忽略。欲得更多信息
，参见Deferred对象。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deferred.notifywit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notifywith.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Deferred

deferred.resolveWith()deferred.resolveWith()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5

上一页：deferred.resolve()

下一页：deferred.state()

deferred.resolveWith(	context

[,	args	]	)

描述：解决一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
调用任何doneCallbacks。

deferred.resolveWith(	context	[,	ar

gs	]	)

context

类型：Object
传递给doneCallbacks的上下文，作为 this对象。
args

类型：Array
一个可选的参数的数组，它会被传递给doneCallbacks。

通常，只有Deferred对象的创建器才可以调用这个方法；你可以
利用 deferred.promise()，通过返回一个受限制的Promise对象，
来防止别的代码改变这个Deferred对象的状态，或者报告其状态
。
当这个Deferred对象被解决时，任何通过 deferred.then()方法或
deferred.done()方法添加的doneCallbacks都会被调用。会按照
添加回调函数的顺序执行回调函数。来自调用 deferred.resolve()

的参数 args会传递给每个回调函数。在Deferred对象进入解决状
态之后所添加的任何doneCallbacks会在添加它们的时候被立即
执行，使用传递给调用 deferred.resolve()方法的参数。欲得更多
信息，参见Deferred对象。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
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resolvewith
.htm查看示例。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resolvewith.htm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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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ddBack().addBack()

分类：遍历	>	杂项遍历



加入于:	1.8

.addBack(	[selector	]	)

描述：把推栈中的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视情况用一
个选择器作筛选。

.addBack(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包含选择器表达式的字符串，用来匹配所针对的当前
元素集合中的元素。

正如讲解 .end()的页面所描述的，jQuery对象保留了一个内部堆
栈，以保存元素的匹配集合的变化。在调用一种DOM遍历方法的时
候，新的元素集合被跟加到堆栈中。如果又想要元素的前一个集合
了， .addBack()能够帮助你。

设想有一个网页，带有一个简单的<li>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class="third-item">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下面的代码的结果是item3、item4和item5后面有红色的背景：

$(	"li.third-item"	).nextAll().addBack()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首先，初始选择器定位到item3，初始化堆栈带有只包含这个项目
的集合。调用 .nextAll()，把item4和item5的集合跟回到推栈中
。最后，调用 .addBack()把两个集合合并到一起，创建了一个jQue

xml

javascript



ry对象，指向全部3个项目，按照它们在document中的顺序： {[<

li.third-item>,<li>,<li>	]}

示例

.addBack()方法导致遍历堆栈中前一个DOM元素集合被添加到当前
的集合中。在第一个示例中，顶级堆栈包含了来自 .find("p")的结
果集。在第二个示例中， .addBack()把堆栈中的前一个元素集合——
在这个示例中是 $("div.after-addback") ——添加到当前集合，选择
两个div以及它们所封装的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ddBack	demo</title>
		<style>
		p,	div	{
				margin:	5px;
				padding:	5px;
		}
		.border	{
				border:	2px	solid	red;
		}
		.background	{
				background:	yellow;
		}
		.left,	.right	{
				width:	45%;
				float:	left;
		}
		.right	{
				margin-left:	3%;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left">
		<p><strong>Before	<code>addBack()</code></str
ong></p>
		<div	class="before-addback">
				<p>First	Paragraph</p>
				<p>Second	Paragraph</p>
		</div>
</div>
<div	class="right">
		<p><strong>After	<code>addBack()</code></stro
ng></p>
		<div	class="after-addback">
				<p>First	Paragraph</p>
				<p>Second	Paragraph</p>
		</div>
</div>
	
<script>
$(	"div.left,	div.right"	).find(	"div,	div	>	p"
	).addClass(	"border"	);
	
//	First	Example
$(	"div.before-addback"	).find(	"p"	).addClass(
	"background"	);
	
//	Second	Example
$(	"div.after-addback"	).find(	"p"	).addBack().
addClass(	"backgroun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add() 下一页：.addClass()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ddback.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ddbac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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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ddClass().addClass()

分类：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addClass(	className	)

描述：把指定的样式类添加到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

.addClass(	className	)

className

类型：String
一个或更多用空隔分隔的类名，将要添加到每个匹配元素
的样式类属性上。

.addClass(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curren
tClassName	)	=>	String

一个函数，返回一个或更多的空格分隔的类名，用来添加
到已有的类名上。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以及已有的
样式类名作为参数。在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的当
前元素。

注意这一点很重要：该方法不能替换掉一个样式类。它只是添加类
名，把它追加到任何已经分配给元素的类名后面。
.addClass()方法操纵了选中的元素的属性 className，而不是选中
元素的元素属性 class。一旦改变了该属性，浏览器会根据它更新
元素属性。该行为暗示着该方法只对带HTML	DOM语义的documen
t起作用（例如，不能用在纯XML	document上）。
可以向匹配的元素集合同时添加不止一个类名，只要用空格隔开，
如下所示：

$(	"p"	).addClass(	"myClass	yourClass"	);

该方法常常与 .removeClass()配合使用，从而转换元素的样式类，

javascript

javascript



如下：

$(	"p"	).removeClass(	"myClass	noClass"	).addCl
ass(	"yourClass"	);

在这里，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上删除了 myClass类和 noClass类，与此
同时添加了 yourClass类。

自从jQuery	1.4版， .addClass方法的参数可以接收一个函数。

$(	"ul	li"	).addClass(function(	index	)	{
		return	"item-"	+	index;
});

给出一个带有两个<li>元素的无序列表，该示例向第一个<li>添
加了类名“item-0”，向第二个<li>添加了类名“item-1”。

示例

向匹配的元素添加类名“selected”。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ddClass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8px;
				font-size:	16px;
		}
		.selected	{
				color:	blue;
		}
		.highlight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and</p>
<p>Goodbye</p>
	
<script>
$(	"p"	).last().addClass(	"select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匹配的元素添加类名“selected”和“highligh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ddClass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8px;
				font-size:	16px;



		}
		.selected	{
				color:	red;
		}
		.highlight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and</p>
<p>Goodbye</p>
	
<script>
$(	"p:last"	).addClass(	"selected	highligh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向 .addClass()方法传入一个函数，以向一个已带有“red”类的div
添加了个“green”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ddClass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white;
		}
		.red	{
				background:	red;
		}
		.red.green	{
				background:	green;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This	div	should	be	white</div>
	<div	class="red">This	div	will	be	green	becaus
e	it	now	has	the	"green"	and	"red"	classes.
			It	would	be	red	if	the	addClass	function	fai
led.</div>
	<div>This	div	should	be	white</div>
	<p>There	are	zero	green	divs</p>
	
<script>
$(	"div"	).addClass(function(	index,	currentCla
ss	)	{
		var	addedClass;
	
		if	(	currentClass	===	"red"	)	{
				addedClass	=	"green";
				$(	"p"	).text(	"There	is	one	green	div"	);
		}
	
		return	addedClass;
});
</script>
	
</body>



上一页：.addBack() 下一页：.after()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ddclas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ddcla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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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jaxComplete().ajaxComplete()

分类：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加入于:	1.0

.ajaxComplete(	handler	)

描述：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在Ajax请求结束时调用它。这是一个A
jax事件。

.ajaxComplete(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	jqXHR	jqXHR,	Pl
ainObject	ajaxOptions	)

要被调用执行的函数。

每当一个Ajax请求结束时，jQuery触发 ajaxComplete事件。任何
已经用 .ajaxComplete()方法注册到该事件的处理函数都会在这个时
候执行。
要想在实践中观察该方法，只要设置一个基本的Ajax载入请求：

<div	class="trigger">Trigger</div>
<div	class="result"></div>
<div	class="log"></div>

向document附加该事件处理函数。

$(	document	).ajaxComplete(function()	{
		$(	".log"	).text(	"Triggered	ajaxComplete	han
dler."	);
});

现在，使用任何jQuery方法制作一个Ajax请求：

$(	".trigger"	).click(function()	{
		$(	".result"	).load(	"ajax/test.html"	);
});

x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用户点击带有 trigger样式类的元素之后，当Ajax请求结束了，将
显示日志消息。
所有的 ajaxComplete处理函数都会被调用执行，无论是哪个Ajax请
求结束了。如果必须对请求作区分，请使用传递给处理函数的参数
。每次执行一个 ajaxComplete处理函数的时候，会向它传递该事件
对象、 XMLHttpRequest对象、以及创建请求时所用到的setting对
象。举个例子，你可以限制回调函数只处理与特定URL有关的事件
：

$(	document	).ajaxComplete(function(	event,	xhr
,	settings	)	{
		if	(	settings.url	===	"ajax/test.html"	)	{
				$(	".log"	).text(	"Triggered	ajaxComplete	h
andler.	The	result	is	"	+
						xhr.responseText	);
		}
});

注意：你可以通过查看 xhr.responseText来获得所返回的Ajax内容
。

其它说明
自从jQuery	1.9版，所有的用于jQuery全局Ajax事件的处
理函数，包括用 .ajaxComplete()方法添加的处理函数，必须附
加到 document上。
如果在调用 $.ajax()方法或者 $.ajaxSetup()方法时， global选
项被设置为false，将不会引发 .ajaxComplete()方法。

示例

在一个Ajax请求结束时显示一条消息。

$(	document	).ajaxComplete(function(	event,requ
est,	settings	)	{
		$(	"#msg"	).append(	"<li>Request	Complete.</l



上一页：.after() 下一页：.ajaxError()

i>"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jaxcomplet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jaxcomple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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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jaxSuccess().ajaxSuccess()

分类：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加入于:	1.0

.ajaxSuccess(	handler	)

描述：附加一个函数，当一个Ajax请求成功地结束时执行它。这是
一个Ajax事件。

.ajaxSuccess(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	jqXHR	jqXHR,	Pl
ainObject	ajaxOptions,	PlainObject	data	)

将被调用执行的函数。

每当一个Ajax请求成功地结束时，jQuery会触发 ajaxSuccess事件
。任何已经用 .ajaxSuccess()方法注册到该事件的处理函数都会在
这个时候执行。
要想在实践中观察该方法，只要设置一个基本的Ajax载入请求：

<div	class="trigger">Trigger</div>
<div	class="result"></div>
<div	class="log"></div>

向任何元素附加该事件处理函数：

$(document).ajaxSuccess(function()	{
		$(	".log"	).text(	"Triggered	ajaxSuccess	hand
ler."	);
});

Now,	make	an	Ajax	request	using	any	jQuery	method

:

$(	".trigger"	).on(	"click",	function()	{
		$(	".result"	).load(	"ajax/test.htm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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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点击带有 trigger样式类的元素，当Ajax请求成功地结束的时
候，将显示日志消息。
所有的 ajaxSuccess处理函数都会被调用执行，无论是哪个Ajax请
求结束时。如果必须对请求作区分，请使用传递给处理函数的参数
。每次执行一个 ajaxSuccess处理函数的时候，会向它传递该事件对
象、 XMLHttpRequest对象、以及创建请求时所用到的setting对象
。举个例子，你可以限制回调函数只处理与特定URL有关的事件：

$(	document	).ajaxSuccess(function(	event,	xhr,
	settings	)	{
		if	(	settings.url	==	"ajax/test.html"	)	{
				$(	".log"	).text(	"Triggered	ajaxSuccess	ha
ndler.	The	Ajax	response	was:	"	+
						xhr.responseText	);
		}
});

注意：你可以通过查看 xhr.responseXML或者 xhr.responseText来分
别获得所返回的Ajax内容的xml内容和html内容。

其它说明
自从jQuery	1.9版，所有的用于jQuery全局Ajax事件的处
理函数，包括用 .ajaxSuccess()方法添加的处理函数，必须附
加到 document上。
如果在调用 $.ajax()方法或者 $.ajaxSetup()方法时， global选
项被设置为false，将不会引发 .ajaxSuccess()方法。

示例

当一个Ajax请求成功地结束时显示一条消息。

$(	document	).ajaxSuccess(function(	event,	requ
est,	settings	)	{
		$(	"#msg"	).append(	"<li>Successful	Request!<



上一页：.ajaxStop() 下一页：全选中选择器	(“*”)

/li>"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jaxsucces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jaxsucc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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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弃用于：1.8

.andSelf().andSelf()

分类：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8	|	遍历	>	杂项遍历



加入于:	1.2

.andSelf()

描述：把堆栈中前一个元素的集合添加到当前集合。

.andSelf()

该方法不能接受任何参数。

注意：该方法已经被建议弃用，现在有一个别名 .addBack()，它用
在jQuery	1.8版及之后的版本中。
正如讲解 .end()的页面所描述的，jQuery对象保留了一个内部堆
栈，以保存元素的匹配集合的变化。在调用一种DOM遍历方法的时
候，新的元素集合被跟加到堆栈中。如果又想要元素的前一个集合
了， .addSelf()能够帮助你。

设想有一个网页，带有一个简单的<li;>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class="third-item">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下面的代码的结果是item3、item4和item5后面有红色的背景：

$(	"li.third-item"	).nextAll().andSelf()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首先，初始选择器定位到item3，初始化堆栈带有只包含这个项目
的集合。调用 .nextAll()，把item4和item5的集合跟回到推栈中
。最后，调用 .addSelf()把两个集合合并到一起，创建了一个jQue
ry对象，指向全部3个项目，按照它们在document中的顺序： [	<

li.third-item>,	<li>,	<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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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addSelf()方法导致遍历堆栈中前一个DOM元素集合被添加到当前
的集合中。在第一个示例中，顶级堆栈包含了来自 .find("p")的结
果集。在第二个示例中， .addSelf()把堆栈中的前一个元素集合——
在这个示例中是 $("div.after-addback") ——添加到当前集合，选择
两个div以及它们所封装的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ndSelf	demo</title>
		<style>
		p,	div	{
				margin:	5px;
				padding:	5px;
		}
		.border	{
				border:	2px	solid	red;
		}
		.background	{
				background:	yellow;
		}
		.left,	.right	{
				width:	45%;
				float:	left;
		}
		.right	{
				margin-left:	3%;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left">
		<p><strong>Before	<code>andSelf()</code></str
ong></p>



		<div	class="before-andself">
				<p>First	Paragraph</p>
				<p>Second	Paragraph</p>
		</div>
</div>
<div	class="right">
		<p><strong>After	<code>andSelf()</code></stro
ng></p>
		<div	class="after-andself">
				<p>First	Paragraph</p>
				<p>Second	Paragraph</p>
		</div>
</div>
	
<script>
$(	"div.left,	div.right"	).find(	"div,	div	>	p"
	).addClass(	"border"	);
	
//	First	Example
$(	"div.before-andself"	).find(	"p"	).addClass(
	"background"	);
	
//	Second	Example
$(	"div.after-andself"	).find(	"p"	).andSelf().
addClass(	"backgroun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全选中选择器	(“*”) 下一页：.animate()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ndself.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ndsel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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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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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jQuery.fx.offjQuery.fx.off

分类：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加入于:	1.3

jQuery.fx.off

描述：全局性地禁用所有动画。

jQuery.fx.off

当这个属性被设置为true，所有的动画方法会立即把元素设置到它
们的最终状态，而不是显示效果。可能出于下面两种原因而想要这
个设置：

在一个资源不足的设备上使用jQuery。
用户在用动画时遇到了可访问性问题。

通过把该属性设置为false，可以重新打开动画。

示例

打开或关闭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jQuery.fx.off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50px;
				height:	3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ackground:	green;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xml



上一页：jQuery.fx.interval 下一页：jQuery.get()

<input	type="button"	value="Run">
<button>Toggle	fx</button>
<div></div>
	
<script>
var	toggleFx	=	function()	{
		$.fx.off	=	!$.fx.off;
};
toggleFx();
$(	"button"	).click(	toggleFx	);
$(	"input"	).click(function()	{
		$(	"div"	).toggle(	"slow"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fx.off.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fx.of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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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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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ppendTo().appendTo()

分类：操纵	>	DOM内部插入



加入于:	1.0

.appendTo(	target	)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末尾。

.appendTo(	target	)

target

类型：Selector	or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
rray	or	jQuery

一个选择器、元素、HTML字符串、元素的数组，或者jQue
ry对象；匹配的元素集合将插入到用参数指定的元素的末
尾。

.append()方法和 .appendTo()方法执行了同样的任务。主要区别是
在句法中——具体地说，是内容和目标的位置。利用 .append()方法
，方法前面的选择器或者表达式是要插入的内容的容器。相较之下
，利用 .appendTo()方法，方法前面的内容，无论是选择器表达式还
是快速创建的元素标签，都会被插入到目标容器中。
设想下面的HTML：

<h2>Greetings</h2>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我们可以创建内容并把它们一次性插入到几个元素内：

$(	"<p>Test</p>"	).appendTo(	".inner"	);

每个 div.inner得到这些新内容：

<h2>Greetings</h2>

xml

javascript

xml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Hello
				<p>Test</p>
		</div>
		<div	class="inner">
				Goodbye
				<p>Test</p>
		</div>
</div>

我们还可以选择网页上的一个元素，并把它插入到另一个元素内部
：

$(	"h2"	).appendTo(	$(	".container"	)	);

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一个元素选中并插入到DOM中另一个位置，它会
被移到目标位置，而不是被克隆到目标位置，而且将返回由插入元
素构成的新集合。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h2>Greetings</h2>
</div>

然而，如果有超过一个目标元素，将创建插入元素的克隆副本，以
用于每个目标，除了最后一个目标，而且会返回那个新集合（原来
的元素加上克隆的元素）。
在jQuery	1.9以前的版本中，这种追加到单个元素的情况不会创
建一个新集合，但是会返回原来的集合，这使它当用在数量不固定
的元素上时，会难以可靠地使用 .end()方法。

其它说明
根据设计意图，任何可以接受一个HTML字符串的jQuery构造
器或方法—— jQuery()、 .append()、 .after()等等——都可以潜
在地执行代码。这可能发生脚本标签注入，或者使用HTML元素



属性执行代码（例如， <img	onload="">）。千万不要用这些方
法来插入从不可信任的来源获得的字符串，比如说URL查询参
数、cookies，或者表单输入。这样做会导致跨站脚本缺陷（
XSS）。在往document添加内容之前要删除或转义一切的用
户输入。

示例

把所有的span追加到带有ID为“foo”的元素内（查看 append()的
文档以获得更多的示例）。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appendTo	demo</title>
		<style>
		#foo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I	have	nothing	more	to	say...	</span>
	
<div	id="foo">FOO!	</div>
	
<script>
$(	"span"	).appendTo(	"#foo"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append() 下一页：.attr()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ppendto.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ppendt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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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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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Callbacks

callbacks.fireWith()callbacks.fireWith()

分类：Callbacks对象



加入于:	1.7

callbacks.fireWith(	[context	

]	[,	args	]	)

描述：用给定的上下文和指定的参数调用某个回调函数列表中的所
有回调函数。

callbacks.fireWith(	[context	]	[,	a

rgs	]	)

context

Type:

在被引发的列表中的回调函数的上下文的引用。
args

Type:

一个参数，或者参数数组，它会被传给列表中的回调函数
。

该方法返回它要附加到的Callbacks对象（ this）。

示例

使用 callbacks.fireWith()方法以引发一个回调函数列表，带有特定
的上下文以及一个参数数组。

//	一个示例的记录函数，用来添加到一个回调函数列表中
var	log	=	function(	value1,	value2	)	{
		console.log(	"Received:	"	+	value1	+	","	+	va
lue2	);
};
	
var	callbacks	=	$.Callbacks();
	
//	把记录方法添加到回调函数列表
callbacks.add(	log	);

javascript



上一页：callbacks.fired() 下一页：callbacks.has()

	
//	使用“window”上下文和一个参数数组引发列表中的回调函
数
	
callbacks.fireWith(	window,	[	"foo","bar"	]	);
//	输出："Received:	foo,	bar"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allbacks.firewit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allbacks.firewit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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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clearQueue().clearQueue()

分类：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数据	|	实用工具



加入于:	1.4

.clearQueue(	[queueName	]	)

描述：从队列中删除所有还没有运行过的项目。

.clearQueue(	[queueName	]	)

queueNam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队列的名称。默认值是 fx，即标准
效果队列。

如果调用了 .clearQueue()方法，所有的队列中的还没有执行的函数
将从队列中删除。如果使用时不带参数， .clearQueue()会从 fx队
列，即标准效果队列中删除剩余的函数。这个方法近似于 .stop(tru

e)。然而， .stop()方法意味着只用于动画，与此同时 .clearQueue(

)方法可以用于删除所有的用 .queue()方法添加到一般jQuery数列
中的函数。

示例

清空队列。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learQueue	demo</title>
		<style>
		div	{
				margin:	3px;
				width:	40px;
				height:	40px;
				position:	absolute;
				left:	0px;
				top:	30px;

xml



				background:	green;
				display:	none;
		}
		div.newcolor	{
				background: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start">Start</button>
<button	id="stop">Stop</button>
<div></div>
	
<script>
$(	"#start"	).click(function()	{
		var	myDiv	=	$(	"div"	);
		myDiv.show(	"slow"	);
		myDiv.animate({
				left:"+=200"
		},	5000	);
	
		myDiv.queue(function()	{
				var	that	=	$(	this	);
				that.addClass(	"newcolor"	);
				that.dequeue();
		});
	
		myDiv.animate({
				left:"-=200"
		},	1500	);
		myDiv.queue(function()	{
				var	that	=	$(	this	);
				that.removeClass(	"newcolor"	);
				that.dequeue();
		});
		myDiv.slideUp();
});
	
$(	"#stop"	).click(function()	{
		var	myDiv	=	$(	"div"	);
		myDiv.clearQueue();



上一页：样式类选择器	(“.class”) 下一页：.click()

		myDiv.stop();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clearqueu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clearqueu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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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弃用于：1.7，删除于：1.8

deferred.isResolved()deferred.isResolved()

分类：Deferred对象	|	建议弃用	>	建议弃用于1.7	|	已删除



加入于:	1.5

上一页：deferred.isRejected()

下一页：deferred.notify()

deferred.isResolved()

描述：确定某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经被解决。

deferred.isResolved()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这个API在jQuery	1.7中已经被建议弃用了，在jQuery	1.8中
则被删除了；请使用 deferred.state()方法代替它。

如果Deferred对象已经处于被解决状态时，返回true，意味着该
Deferred对象要么已经调用了 deferred.resolve()方法，要么已经
调用了 deferred.resolveWith()方法，而且已经调用了doneCallba
cks（或者正处于调用doneCallbacks过程中）。
注意一个Deferred对象可以处于三种状态：挂起（pending）、
被解决（resolved）或者被拒绝（rejected）；请使用 deferred

.isRejected来确定该Deferred对象是否处于被拒绝状态。这些方
法在调试时相当有用，比如说用来确定一个Deferred对象是否已
经被解决，哪怕你在代码内部打算拒绝它。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isresolved
.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isresolve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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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eferred

deferred.rejectWith()deferred.rejectWith()

分类：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5

上一页：deferred.reject()

下一页：deferred.resolve()

deferred.rejectWith(	context	

[,	args	]	)

描述：拒绝一个Deferred对象，并用给定的上下文 context和指定
的参数 args调用任何failCallbacks。

deferred.rejectWith(	context	[,	arg

s	]	)

context

类型：Object
传递给failCallbacks的上下文，作为 this对象。
args

类型：Array
一个可选的参数的数组，它会被传递给failCallbacks。

通常，只有Deferred对象的创建器才可以调用这个方法；你可以
利用 deferred.promise()，通过返回一个受限制的Promise对象，
来防止别的代码改变这个Deferred对象的状态，或者报告其状态
。
当这个Deferred对象被拒绝时，任何通过 deferred.then()方法或
deferred.fail()方法添加的failCallBacks都会被调用。会按照
添加回调函数的顺序执行回调函数。来自调用 deferred.reject()的
参数 args会传递给每个回调函数。在Deferred对象进入拒绝状态
之后所添加的任何failCallbacks会在添加它们的时候被立即执
行，使用传递给调用 deferred.reject()方法的参数。欲得更多信息
，参见Deferred对象。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
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rejectwit
h.htm查看示例。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deferred.rejectwith.htm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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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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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Element

event.currentTargetevent.currentTarget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3

上一页：:even	选择器 下一页：event.data

event.currentTarget

描述：处于事件冒泡阶段内的当前DOM元素。

event.currentTarget

该属性一般等于函数的 this对象。

如果你使用jQuery.proxy或者别的范围操纵形式， this将等同于
你提供的上下文，而不是 event.currentTarget。

示例

改变匹配 this关键词的currentTarget对象。

$(	"p"	).click(function(	event	)	{
		alert(	event.currentTarget	===	this	);	//	tru
e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currenttarge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avascript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currenttarge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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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Element

event.delegateTargetevent.delegateTarget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	事件
当前调用的jQuery事件处理函数所附加的元素。



加入于:	1.7

上一页：event.data

下一页：event.isDefaultPrevented()

event.delegateTarget

描述：当前调用的jQuery	事件处理函数所绑定的元素。

event.delegateTarget

用 .delegate()或 .on()方法附加的事件，可以把事件委派到该属性
上，这两个方法把事件处理函数附加到被处理的元素的祖先元素上
。它可以用来，比如说，用来在委派点上识别并删除事件处理函数
。
对于非委托的事件处理函数直接附加到一个元素上， event.delegat

eTarget将总是等同于 event.currentTarget。

示例

任何.box元素中的按钮被点击时，会把该.box元素的背景变成红
色：

$(	".box"	).on(	"click",	"button",	function(	ev
ent	)	{
		$(	event.delegateTarget	).css(	"background-co
lor",	"red"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
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del
egatetarge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avascript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delegatetarge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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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event.metaKeyevent.metaKey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0.4

event.metaKey

描述：当事件被引发时，表示META键是否已经按下去了。

event.metaKey

返回一个布尔值（true或false），它表示当事件引发时， META

键是否已经被按下。这个键可能映射到一些平台的换档键上。
在麦金塔键盘上， META键映射到Command键	(⌘)上。
在Windows键盘上， META键映射到Windows键上。

示例

确定当事件被引发时，META键是否已经按下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metaKey	demo</title>
		<style>
		body	{
				background-color:	#eef;
		}
		div	{
				padding:	2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value="Test"	name="Test"	id="checkMetaK
ey">Click	me!</button>
<div	id="display"></div>
	

x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and_key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ndows_key


上一页：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下一页：event.namespace

<script>
$(	"#checkMetaKey"	).click(function(	event	)	{
		$(	"#display"	).text(	event.metaKey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
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metakey.htm查看
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metake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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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Number

event.pageXevent.pageX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0.4

event.pageX

描述：相对于document左边缘的鼠标位置。

event.pageX

示例

显示相对于document的左边缘和上边缘的鼠标位置（在iframe内
部）。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pageX	demo</title>
		<style>
		body	{
				background-color:	#eef;
		}
		div	{
				padding:	2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log"></div>
	
<script>
$(	document	).on(	"mousemove",	function(	event	
)	{
		$(	"#log"	).text(	"pageX:	"	+	event.pageX	+	"
,	pageY:	"	+	event.pageY	);
});

xml



上一页：event.namespace 下一页：event.pageY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pagex.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pag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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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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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Element

event.relatedTargetevent.relatedTarget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1.4

上一页：event.preventDefault()

下一页：event.result

event.relatedTarget

描述：别的涉及到该事件的DOM元素，如果有的话。

event.relatedTarget

对于 mouseout，标识着刚进入的元素；对于 mouseover，标识着刚
离开的元素。

示例

当鼠标移出一个锚点时，提醒刚进入的元素的类型。

$(	"a"	).mouseout(function(	event	)	{
		alert(	event.relatedTarget.nodeName	);	//	"DI
V"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
//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relatedtarget.htm查
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avascript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relatedtarge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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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event.stopImmediatePropag

ation()ation()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3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

n()

描述：停止执行处理函数的剩余部分，防止事件沿着DOM树向上冒
泡。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除了保持元素上任何额外的处理函数继续执行，该方法还会通过潜
在地调用 event.stopPropagation()来中断冒泡。要想简单地阻止事
件冒泡到祖先元素上，但是允许别的事件处理函数在同一个元素上
执行，我们可以使用 event.stopPropagation()来代替。

使用 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以了解该方法是否已经
（在该事件对象上）被调用。

其它说明
因为 .live()方法处理的事件一旦委托到document的上面，就
不能再停止live事件的传播。类似地，通过 delegate()方法处
理的事件将传播到委托事件的元素上；当委托事件处理函数被
调用时，应该已经执行了绑定在它下面的任何元素上的事件处
理函数。然而，那些处理函数，可能通过调用 event.stopPropag

ation()或者返回false来阻止触发委托的处理函数。

示例

阻止调用别的事件处理函数。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xml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demo</t
itle>
		<style>
		p	{
				height:	30px;
				width:	150px;
				background-color:	#ccf;
		}
		div	{
				height:	30px;
				width:	150px;
				background-color:	#cfc;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paragraph</p>
<div>division</div>
	
<script>
$(	"p"	).click(function(	event	)	{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
$(	"p"	).click(function(	event	)	{
		//	将不能执行这个函数
		$(	this	).css(	"background-color",	"#f00"	);
});
$(	"div"	).click(function(	event	)	{
		//	能执行这个函数
		$(	this	).css(	"background-color",	"#f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event.result

下一页：event.stopPropagation()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
，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stopimm
ediatepropagatio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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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event.stopPropagation()event.stopPropagation()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0

event.stopPropagation()

描述：防止事件沿着DOM树向上冒泡，防止任何父元素的处理函数
被该事件通知到。

event.stopPropagation()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我们可以使用 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来确定该方法是否已经
（在该事件对象上）被调用了。
这个方法对用 trigger()方法触发的自定义事件也同样起作用。

注意，这不能阻止同一个元素上的别的处理函数继续运行。

其它说明
因为 .live()方法处理的事件一旦委托到document的上面，就
不能再停止live事件的传播。类似地，通过 delegate()方法处
理的事件将传播到委托事件的元素上；当委托事件处理函数被
调用时，应该已经执行了绑定在它下面的任何元素上的事件处
理函数。然而，那些处理函数，可能通过调用 event.stopPropag

ation()或者返回false来阻止触发委托的处理函数。

示例

在点击事件上杀掉冒泡。

$(	"p"	).click(function(	event	)	{
		event.stopPropagation();
		//	Do	something
});

javascript



上一页：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下一页：event.targe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
//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stoppropagation.htm
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stoppropag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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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Number

event.timeStampevent.timeStamp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2.6

event.timeStamp

描述：浏览器创建事件的时间，与1970年1月1日的时间差，以毫
秒计。

event.timeStamp

通过在代码中的两个点上获得 event.timeStamp值，并计算差值，该
属性可以用来分析事件的性能。要想简单地确定一个事件处理函数
内的当前时间，请使用 (new	Date).getTime()来代替。

注意：因为自从2004年以来公开的缺陷，这个值在Firefox中不
能正确地计数，而且也不能知道在浏览器中创建事件的时间。

示例

显示自从点击处理函数上一次执行以来过去的时间。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timeStamp	demo</title>
		<style>
		div	{
				height:	100px;
				width:	300px;
				margin:	10px;
				background-color:	#ffd;
				overflow:	auto;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Click.</div>

xml

https://bugzilla.mozilla.org/show_bug.cgi?id=238041


上一页：event.target 下一页：event.type

	
<script>
var	last,	diff;
$(	"div"	).click(function(	event	)	{
		if	(	last	)	{
				diff	=	event.timeStamp	-	last;
				$(	"div"	).append(	"time	since	last	event:	
"	+	diff	+	"<br>"	);
		}	else	{
				$(	"div"	).append(	"Click	again.<br>"	);
		}
		last	=	event.timeStamp;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timestam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timestam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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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fadeIn().fadeIn()

分类：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fadeIn(	[duration	]	[,	compl

ete	]	)

描述：通过把匹配的元素渐显为不透明，来显示匹配的元素。

.fadeIn(	[duration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fadeIn(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加入于:	1.4.3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fadeIn(	[duration	]	[,	easing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fadeIn()方法变动了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它近似于 .fadeTo()

方法，但是那个方法没有取消隐藏元素，并可以指定最终的不透明
程度。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如果提供了别的字符串，或者如果省略了 duratio

n参数，就会使用duration的默认值 400毫秒。

我们可以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	先隐藏掉元素，我们可以慢慢显示它：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fadeIn(	"slow",	function()	{



				//	动画结束
		});
});

插图1

缓动

自从jQuery	1.4.3，可以使用一个可选的字符串，它命名了一个
缓动函数。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画推进的
速度。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情况下，
称为 swing，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多的缓
动函数要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插件。

回调函数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 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自从jQuery	1.6， .promise()方法可以与 deferred.done()方法配
合使用，以当所有的匹配元素都结束它们的动画时，对动画的整体
执行一个回调函数（参见对.promise()的示例）。

http://jqueryui.com.htm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fadeIn()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设
置 j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要
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示例

变动隐藏的div，使它们一个一个地淡入，在600毫秒内完成每个
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adeIn	demo</title>
		<style>
		span	{
				color:	red;
				cursor:	pointer;
		}
		div	{
				margin:	3px;
				width:	80px;
				display:	none;
				height:	80px;
				float:	left;
		}
		#one	{
				background:	#f00;
		}
		#two	{
				background:	#0f0;
		}
		#three	{
				background:	#00f;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Click	here...</span>
<div	id="one"></div>
<div	id="two"></div>
<div	id="three"></div>
	
<script>
$(	document.body	).click(function()	{
		$(	"div:hidden:first"	).fadeIn(	"slow"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淡入一个红色块覆盖文本。一旦动画结束，它会在顶部快速淡入更
多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adeIn	demo</title>
		<style>
		p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400px;
				height:	90px;
		}
		div	{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400px;
				height:	65px;
				font-size:	36px;
				text-align:	center;
				color:	yellow;
				background:	red;
				padding-top:	25px;
				top:	0;
				left:	0;
				display:	none;
		}
		span	{
				display:	non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Let	it	be	known	that	the	party	of	the	first	p
art
		and	the	party	of	the	second	part	are	hencefor
th
		and	hereto	directed	to	assess	the	allegations
		for	factual	correctness...	(<a	href="#">click
!</a>)
		<div><span>CENSORED!</span></div>
</p>
	
<script>
$(	"a"	).click(function()	{
		$(	"div"	).fadeIn(	3000,	function()	{
				$(	"span"	).fadeIn(	100	);
		});
		return	false;
});



上一页：event.which 下一页：.fadeOut()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adei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ade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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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fadeToggle().fadeToggle()

分类：效果	|	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加入于:	1.4.4

加入于:	1.4.4

.fadeToggle(	[duration	]	[,	e

asing	]	[,	complete	]	)

描述：通过变动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来显示或隐藏匹配的元素
。

.fadeToggle(	[duration	]	[,	easin

g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fadeToggle(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fadeToggle变动了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在一个可视的元素上调
用时，一旦不透明度到达0，样式属性 display会被设置为 none，因
此元素不再影响网页的布局。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

缓动

字符串代表了一个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
画推进的速度。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
情况下，称为 swing ,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
多的缓动函数要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
插件。

回调函数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 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自从jQuery	1.6， .promise()方法可以与 deferred.done()方法配
合使用，以当所有的匹配元素都结束它们的动画时，对动画的整体
执行一个回调函数（参见example	for	.promise()）。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fadeToggle()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
设置 j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

http://jqueryui.com.htm


要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示例

淡入或淡出第一个段落文本，在600毫秒内完成动画，并使用线性
缓动。淡入或淡出最后一个段落文本后200毫秒，插入一条“finis
hed”消息。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adeToggle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fadeToggle	p1</button>
<button>fadeToggle	p2</button>
<p>This	paragraph	has	a	slow,	linear	fade.</p>
<p>This	paragraph	has	a	fast	animation.</p>
<div	id="log"></div>
	
<script>
$(	"button:first"	).click(function()	{
		$(	"p:first"	).fadeToggle(	"slow",	"linear"	)
;
});
$(	"button:last"	).click(function()	{
		$(	"p:last"	).fadeToggle(	"fast",	function()	
{
				$(	"#log"	).append(	"<div>finished</div>"	)
;
		});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fadeTo() 下一页：:file	选择器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adetoggl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adetoggl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jQuery()jQuery()

分类：核心
返回匹配元素的一个集合，要么是在DOM中根据传入的参数找到的

，要么是用传入的HTMLstring创建的。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jQuery(	selector	[,	context	]

)

描述：接受一个包含了CSS选择器的字符串，它用来匹配一个元素
集合。

jQuery(	selector	[,	context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
context

类型：Element	or	jQuery
一个DOM元素、Document，或者jQuery，用作上下文。

jQuery(	element	)

element

类型：Element
一个DOM元素，它被包裹在一个jQuery对象中。

jQuery(	elementArray	)

elementArray

类型：Array
一个数组，它包含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被包裹在一个j
Query对象中。

jQuery(	object	)

object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纯对象，它被包含在一个jQuery对象中。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jQuery(	selection	)

selection

类型：jQuery
一个用来克隆的已有jQuery对象。

jQuery()

该签名不接受任何参数。

在上面列出的第一个公式中， jQuery() ——也可以把它写成 $() ——搜
索遍了DOM以找到任何匹配提供的选择器的元素，并创建了一个新
的jQuery对象，引用这些元素：

$(	"div.foo"	);

如果没有元素匹配提供的选择器，这些新的jQuery对象是“空的”
；那是说，它不包含元素，而且 .length属性是0。

选择器上下文

默认情况下，选择器从document根节点开始，在DOM中进行搜索
。然而，可以给 $()函数传递一个用于上下文搜索的可选的第二个
参数。举个例子，在一个事件处理函数内部作搜索，可以这样限制
搜索范围：

$(	"div.foo"	).click(function()	{
		$(	"span",	this	).addClass(	"bar"	);
});

当针对<span>的选择器被限制到 this上下文的零点，只有被点击
的元素内部的<span>可以额外的样式类。
选择器上下文会内在地应用 .find()方法，所以 $(	"span",	this	)

等同于 $(	this	).find(	"span"	)。



使用DOM元素

该函数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公式，使用一个或更多个已经用一些方法
选中的DOM元素创建了一个jQuery对象。一个jQuery对象用数组
元素创建，以它们在数据中出现的顺序。不同于很多别的多元素jQ
uery运算符，该元素不按DOM中的顺序排序。从数组中复制出元素
，如果它们已经是jQuery集合，也不会被去掉包裹。
请注意，虽然你可以以这种方式把文本文件节点和注释节点传入一
个jQuery集合，但是大多数操作符不支持它们。寥寥几个能支持
它的操作符，会在它们的API文档中作明显的提醒。
单个DOM元素结构的常用用法是在一个传递给回调函数的元素上通
过关键词 this调用jQuery方法：

$(	"div.foo"	).click(function()	{
		$(	this	).slideUp();
});

这个示例导致点击元素时，元素以一个滑动动画隐藏起来。因为这
个处理函数在 this关键词中接收被点击的项目，作为一个光裸的元
素，该元素在对它应用jQuery方法之前，必须被传递给 $()函数。

从一个Ajax调用返回的XML数据，可以传递给 $()函数，因此XML
结构的单个元素可以使用 .find()和别的DOM遍历方法来检索。

$.post(	"url.xml",	function(	data	)	{
		var	$child	=	$(	data	).find(	"child"	);
});

克隆jQuery对象

当一个jQuery对象被传递给 $()函数，就创建了这个对象的克隆体
。这是一个新的jQuery对象，引用相同的DOM元素，作为初值。

返回一个空集合

自从jQuery	1.4，调用不带参数的 jQuery方法，会返回一个空的
jQuery集合（它的 .length属性是0）。在以前的jQuery版本中，
这将返回包含document节点的集合。



对纯对象起作用

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支持jQuery包裹纯JavaScript对象的操
作符是： .data()、 .prop()、 .on()、 .off()、 .trigger()和 .trig

gerHandler()。 .data()（或别的需要 .data()的方法）在一个纯对
象上的使用，将导致对象上出现一个新属性，称为 jQuery{randomNum

ber}（例如， jQuery123456789）。

//	定义一个纯对象
var	foo	=	{	foo:	"bar",	hello:	"world"	};
	
//	把它传递到jQuery函数中
var	$foo	=	$(	foo	);
	
//	测试访问的属性值
var	test1	=	$foo.prop(	"foo"	);	//	bar
	
//	测试设置属性值
$foo.prop(	"foo",	"foobar"	);
var	test2	=	$foo.prop(	"foo"	);	//	foobar
	
//	测试使用.data()作为上面的总结
$foo.data(	"keyName",	"someValue"	);
console.log(	$foo	);	//	will	now	contain	a	jQue
ry{randomNumber}	property
	
//	测试绑定一个事件名，并触发它
$foo.on(	"eventName",	function	()	{
		console.log(	"eventName	was	called"	);
});
	
$foo.trigger(	"eventName"	);	//	Logs	"eventName
	was	called"

必须使用 .trigger(	"eventName"	)，它将在对象上搜索一个“event
Name”属性，并试图在件附加一个要执行的jQuery处理函数之后
执行它。它不会检查该属性是不是一个函数。要想避免这种行为，
必须用 .triggerHandler(	"eventName"	)来代替它。

$foo.triggerHandler(	"eventName"	);	//	还记录了"



eventName	was	called"

示例

找到属于一个<div>元素的子元素的所有<p>元素，并给它应用一
个边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jQuery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one</p>
<div><p>two</p></div>
<p>three</p>
	
<script>
$(	"div	>	p"	).css(	"border",	"1px	solid	gray"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	jQuery

在document的第一个表单中找到所有的type="radio"的<inpu
t>。

$(	"input:radio",	document.forms[	0	]	);

找到来自一个Ajax请求的XML	document中的所有的div元素。

$(	"div",	xml.responseXML	);

把网页的背景色设置成黑色。

$(	document.body	).css(	"background",	"black"	);

隐藏一个表单内的所有输入元素。

$(	myForm.elements	).hide();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jQuery(	selector	[,	context	]

)

描述：用提供的HTML字符串快速创建DOM对象。

jQuery(	html	[,	ownerDocument	]	)

html

类型：htmlString
一个快速创建元素的HTML字符串。注意这是解析HTML，不
是解析XML
ownerDocument

类型：document
创建新元素的document。

jQuery(	html,	attributes	)

html

类型：html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定义了一个独立的HTML元素（例如：<div
/>或<div></div>）。
attribute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元素属性、事件和方法的对象，将在新创建的元素上
调用它。

创建新元素

如果一个字符串作为参数传递给 $()，jQuery会检查该字符串，以
看看它是否像是html（亦即，它是否以 <tag	...	>开头）。如果不
是，该字符串会被翻译成一个选择器表达式，如上面所解释的。但
是如果字符串看起来像是一个HTML片段，jQuery会尝试作这段HT
ML创建一个新DOM元素。然后就创建了一个jQuery对象，并返回
对这些元素的引用。你可以在这个对象上实施任何别的常用的jQue

javascript



ry方法：

$(	"<p	id='test'>My	<em>new</em>	text</p>"	).ap
pendTo(	"body"	);

要把字符串显式地解析成HTML，请使用 $.parseHTML()方法。

默认情况下，用一个 .ownerDocument创建的元素，会把document
匹配到jQuery库所载入的地方。被注入到一个不同的document的
元素，必须使用那个document来创建，例如： $("<p>hello	iframe

</p>",	$("#myiframe").prop("contentWindow").document)。

如果HTML比较复杂，不仅仅是一个不带元素属性的标签，如上面这
个例子中的，元素的实际创建是用浏览器的 .innerHTML机制来处理
的。在大多数情况下，jQuery创建了一个新的 <div>元素，并把元
素的 innerHTML属性设置成所传入的HTML片段。当参数具有简单的
标签（带有可选的关闭标签或者快速关闭符）—— $(	"<img	/>"	)或
者 $(	"<img>"	)、 $(	"<a></a>"	)或者 $(	"<a>"	) ——jQuery会使用
原生的JavaScript函数 .createElement()来创建元素。

如果传入了一个复杂的HTML，有些浏览器可能不能生成一个DOM，
严格复制所提供的HTML源。如前所述，jQuery使用浏览器的 .inn

erHTML属性来解析传入的HTML，并把它插入到当前的document中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浏览器筛掉了某些元素，比如说 <html>、 <t

itle>或 <head>元素。结果是，插入的元素可能不代表原来传入的
字符串。
然而，筛选并不只限于这些元素。举个例子，Internet	Explor
er	8及以前的版本会把所有的链接上的 href属性转换成绝对的URL
，而且Internet	Explorer	9及以前的版本如果不附加独立的兼
容性层，就不能正确地处理HTML	5元素。
为了确保跨平台兼容性，这个片段必须是格式良好的。可以包含别
的元素的标签，必须是成对的，用一个闭标签：

$(	"<a	href='http://jquery.com'></a>"	);

标签不能包含可以被快速关闭或者不关闭的元素：

http://code.google.com/p/html5shiv/


$(	"<img>"	);
$(	"<input>"	);

在把HTML传递给 jQuery()时，要注意文本节点不会被视为一个DOM
元素。除了一些例外方法（比如说 .content()），它们一般会被忽
略，或者删除。例如：

var	el	=	$(	"<br>2<br>3"	);	//	returns	[<br>,	"
2",	<br>]
el	=	$(	"<br>2<br>3	>"	);	//	returns	[<br>,	"2"
,	<br>,	"3	&gt;"]

这个行为是可预期的。自从jQuery	1.9.0（以前的版本除非使用
jQuery移值插件）， jQuery()要求HTML字符串以 <开头（亦即，
文本节点不能出现在HTML字符串的前面）。
自从jQuery	1.4，一个可以传递给 .attr()方法的属性的超集构
成的纯对象，可以传递给 jQuery()作为第二个参数。

重要：如果传递了第二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中的HTML字符串必须代
表一个简单的元素，没有元素属性。自从jQuery	1.4，可以传入
任何事件类型，而且可以调用下面的jQuery方法： .val()、 .css(

)、 .html()、 .text()、 .data()、 .width()、 .height()以及 .offs

et()。

自从jQuery	1.8，任何jQuery实例方法（ jQuery.fn的方法）可
以用作一个对象的属性，传递给第二个参数：

$(	"<div></div>",	{
		"class":	"my-div",
		on:	{
				touchstart:	function(	event	)	{
						//	Do	something
				}
		}
}).appendTo(	"body"	);

在对象中，名称 "class"必须用引号引起来，因为它是一个jQuery
保留词，而且不能用 "className"，因为它引用了DOM属性，不是元
素属性。

https://github.com/jquery/jquery-migrate/#readme


返回:	jQuery

虽然第二个参数变方便了，但是它的灵活性也导致了没意识到的后
果（例如， $(	"<input>",	{size:"4"}	)调用了 .size()方法，而不
是设置元素属性size。）因此前面的代码块可以改成这样子：

$(	"<div></div>"	)
		.addClass(	"my-div"	)
		.on({
				touchstart:	function(	event	)	{
						//	Do	something
				}
		})
				.appendTo(	"body"	);

示例

动态地创建一个div元素（以及它的所有的内容），并把它追加到b
ody元素末尾。会内在地创建一个元素，它的innerHTML属性被设
置为给定的元素标签。

$(	"<div><p>Hello</p></div>"	).appendTo(	"body"
	)

创建一些DOM元素。

$(	"<div/>",	{
		"class":	"test",
		text:	"Click	me!",
		click:	function()	{
				$(	this	).toggleClass(	"test"	);
		}
})
		.appendTo(	"body"	);



加入于:	1.0

jQuery(	selector	[,	context	]

)

描述：绑定一个函数，当DOM完成加载时执行它。

jQuery(	callback	)

callback

类型：Function()
当DOM就绪时执行的函数。

该函数的行为就像 $(	document	).ready()，在这里它必须用来在网
页上包裹别的 $()运算符，取决于DOM是否已经就绪。与此同时，
从技术上来说，该函数是可连缀的，虽然对它作连缀真的没什么用
处。

示例

当DOM已经准备好可用时执行这个函数。

$(function()	{
		//	Document已就绪
});

为了更加安全的使用jQuery的$别名，而不依赖全局的$别名，我
们可以使用 $(document).ready()的简写和参数来达到此目的。

jQuery(function(	$	)	{
		//	你在这里使用更加安全的$别名的代码
});

javascript

javascript



上一页：.is() 下一页：.jquery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Boolean

.hasClass().hasClass()

分类：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加入于:	1.2

.hasClass(	className	)

描述：确定匹配元素中是否有一些元素带有指定样式类。

.hasClass(	className	)

className

类型：String
要搜索的类名。

元素可能被分配了不止一个样式类。在HTML中，这可以用空格来隔
开类名：

<div	id="mydiv"	class="foo	bar"></div>

如果该样式类被分配到一个元素， .hasClass()方法将返回true，
哪怕别的样式类也存在。举个例子，给定上面的HTML，下面的代码
将返回true：

$(	"#mydiv"	).hasClass(	"foo"	)

将会成：

$(	"#mydiv"	).hasClass(	"bar"	)

与此同时，这个返回false

$(	"#mydiv"	).hasClass(	"quux"	)

示例

x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xml



查找包含了“selected”样式类的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asClass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8px;
				font-size:	16px;
		}
		.selected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This	paragraph	is	black	and	is	the	first	par
agraph.</p>
<p	class="selected">This	paragraph	is	red	and	i
s	the	second	paragraph.</p>
<div	id="result1">First	paragraph	has	selected	
class:	</div>
<div	id="result2">Second	paragraph	has	selected
	class:	</div>
<div	id="result3">At	least	one	paragraph	has	se
lected	class:	</div>
	
<script>
$(	"#result1"	).append(	$(	"p:first"	).hasClass
(	"selected"	).toString()	);
$(	"#result2"	).append(	$(	"p:last"	).hasClass(
	"selected"	).toString()	);
$(	"#result3"	).append(	$(	"p"	).hasClass(	"sel
ected"	).toString()	)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has()	选择器 下一页：:header	选择器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hasclas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hasclas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Number

.innerWidth().innerWidth()

分类：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2.6

.innerWidth()

描述：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
内部宽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

.innerWidth()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这个方法返回元素的宽度，包括左补衬（padding-left）和右补
衬（padding-right），以像素计。
该方法不适用于 window对象和 document对象；要想获得这两者的高
度，请使用 .width()来代替。

插图1

其它说明
维度相关的API返回的数字，包括 .innerWeight()，在一些情
况中可能是分数。代码不应该假定它是一个整数。当用户缩放
网页的时候，维度可能不正确；浏览器没有提供侦测这种情况
的API。
当元素或者它的父元素是隐藏元素的时候， .innerWidth所报告
的值不能保证精确。要想获得精确的值，在使用 .innerWidth()

之前请先检查元素的可见性。jQuery会试图临时地显示，然
后再次隐藏元素，以测量它的维度，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而且
（甚至当精确测量时）会显著地影响了网页的性能。这种显示
再重新隐藏的测主功能可能在jQuery的未来版本中被删除。



示例

获得一个段落文本的innerWidth。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nerWidth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10px;
				padding:	5px;
				border:	2px	solid	#666;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p>
	
<script>
var	p	=	$(	"p:first"	);
$(	"p:last"	).text(	"innerWidth:"	+	p.innerWidt
h()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	jQuery



加入于:	1.8.0

加入于:	1.8.0

.innerWidth()

描述：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宽度。

.innerWidth(	value	)

value

类型：String	or	Number
一个数字，它代表了像素数，或者是一个数字后面跟着一
个可选的度量单位（作为一个字符串）。

.innerWidth(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Number	width	
)	=>	String	or	Number

一个函数，它返回了要设置的内部宽度（包括padding，
但不包括border）。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以及旧内
部宽度值作为参数。在这个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
的当前元素。

在调用 .innerWidth("value")时，这个值可以是字符串（数字加单位
）或者是数字。如果只为该值提供了一个数字，jQuery假定单位
是px。然而如果提供了一个字符串，必须为宽度提供一个有效的CS
S测量（比如说 100px、 50%或者 auto）。注意，在现代浏览器中，
CSS宽度属性不包括padding、border或者margin，除非用了CS
S属性 box-sizing。

如果没有明确指定单位（比如说“em”或者“%”），则单位就是“px
”。

示例

在每个div被第一次点击时，改变它们的内部宽度（并改变它的字

xml



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nerWidth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padding:	10px;
height:	50px;
float:	left;
margin:	5px;
background:	red;
cursor:	pointer;
}
.mod	{
background:	blue;
cursor:	defaul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script>
var	modWidth	=	60;
$(	"div"	).one(	"click",	function()	{
$(	this	).innerWidth(	modWidth	).addClass(	"mod
"	);
modWidth	-=	8;
});
</script>
	
</body>



上一页：.innerHeight() 下一页：:input	选择器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innerwidt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innerwidth.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insertAfter().insertAfter()

分类：操纵	>	DOM外部插入



加入于:	1.0

.insertAfter(	target	)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后面。

.insertAfter(	target	)

target

类型：Selector	or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
rray	or	jQuery

一个选择器、元素、元素的数组、HTML字符串，或者jQue
ry对象；元素的匹配集合将插入到在参数中指定的元素后
面。

.after()方法和 .insertAfter()方法执行了同样的任务。主要区别
是在句法中——具体地说，是内容和目标的位置。利用 .after()方法
，被插入的内容来自方法的参数： $(target).after(contentToBeInse

rted)。相较之下，利用 .insertAfter()方法，要插入的内容在方法
的前面，插入到目标的后面，目标是传递给 .insertAfter()方法的
参数： $(contentToBeInserted).insertAfter(target)。

使用以下HTML：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我们可以创建内容并一次性插入到若干个元素后面。

$(	"<p>Test</p>"	).insertAfter(	".inner"	);

每个 div.inner得到这些新内容：

xml

javascript

xml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div	class="inner">Hello</div>
		<p>Test</p>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p>Test</p>
</div>

我们还可以在网页上选择一个元素，并把它插入到另一个元素后面
。

$(	"h2"	).insertAfter(	$(	".container"	)	);

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一个元素选中并插入到DOM中另一个位置，它会
被移到目标后面，而不是被克隆到目标后面，并且返回由插入元素
构成的新集合。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h2>Greetings</h2>

然而，如果有超过一个目标元素，将创建插入元素的克隆副本，以
用于除了第一个目标之外的每个目标，并返回新的集合（原始元素
加上克隆元素）。
在jQuery	1.9以前的版本中，这种“追加到单个元素”的情况不会
创建一个新集合，而是返回原始的集合，这使它当用在数量未知的
元素上时，难以可靠地使用 .end()方法。

其它说明
根据设计意图，任何接受一段HTML字符串的jQuery构造器或
者jQuery方法——包括 jQuery()、 .append()、 .after()等等—
—都会潜在地执行代码。这可能发生脚本标签注入，或者使用H
TML的元素属性执行代码（例如， <img	onload="">。）千万不
要用这些方法来插入从不可信任的来源获得的字符串，比如说



URL查询参数、cookies，或者表单输入。这样做还可能引入
跨站脚本（XSS）漏洞。在往document添加内容之前要删除
或转义一切的用户输入。

示例

把所有的段落文本插入到id为“foo”的元素后面。等同于 $(	"#foo

"	).after(	"p"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After	demo</title>
		<style>
		#foo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is	what	I	said...	</p>
<div	id="foo">FOO!</div>
	
<script>
$(	"p"	).insertAfter(	"#foo"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input	选择器 下一页：.insertBefore()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insertafte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insertafte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insertBefore().insertBefore()

分类：操纵	>	DOM外部插入



加入于:	1.0

.insertBefore(	target	)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前面。

.insertBefore(	target	)

target

类型：Selector	or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
rray	or	jQuery

一个选择器、元素、元素的数组、HTML字符串，或者jQue
ry对象；元素的匹配集合将插入到在参数中指定的元素前
面。

.before()方法和 .insertBefore()方法执行了同样的任务。主要区
别是在句法中——具体地说，是内容和目标的位置。利用 .before()

方法，被插入的内容来自方法的参数： $(target).before(contentToB

eInserted)。相较之下，利用 .insertBefore()方法，要插入的内容
在方法的前面，插入到目标的后面，目标是传递给 .insertBefore()

方法的参数： $(contentToBeInserted).insertBefore(target)。

设想下面的HTML：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我们可以创建内容并一次性插入到若干个元素前面。

$(	"<p>Test</p>"	).insertBefore(	".inner"	);

每个 div.inner得到这些新内容：

xml

javascript

xml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p>Test</p>
		<div	class="inner">Hello</div>
		<p>Test</p>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我们还可以在网页上选择一个元素，并把它插入到另一个元素前面
。

$(	"h2"	).insertBefore(	$(	".container"	)	);

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一个元素选中并插入到DOM中另一个位置，它会
被移到目标前面，而不是被克隆到目标前面，并且返回由插入元素
构成的新集合。

<h2>Greetings</h2>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然而，如果有超过一个目标元素，将创建插入元素的克隆副本，以
用于除了第一个目标之外的每个目标，并返回新的集合（原始元素
加上克隆元素）。
在jQuery	1.9以前的版本中，这种“追加到单个元素”的情况不会
创建一个新集合，而是返回原始的集合，这使它当用在数量未知的
元素上时，难以可靠地使用 .end()方法。

其它说明
根据设计意图，任何接受一段HTML字符串的jQuery构造器或
者jQuery方法——包括 jQuery()、 .append()、 .after()等等—
—都会潜在地执行代码。这可能发生脚本标签注入，或者使用H
TML的元素属性执行代码（例如， <img	onload="">。）千万不
要用这些方法来插入从不可信任的来源获得的字符串，比如说



URL查询参数、cookies，或者表单输入。这样做还可能引入
跨站脚本（XSS）漏洞。在往document添加内容之前要删除
或转义一切的用户输入。

示例

把所有的段落文本插入到id为“foo”的元素前面。等同于 $(	"#foo

"	).after(	"p"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sertBefore	demo</title>
		<style>
		#foo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foo">FOO!</div>
<p>I	would	like	to	say:	</p>
	
<script>
$(	"p"	).insertBefore(	"#foo"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insertAfter() 下一页：.is()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insertbefor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insertbefor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XHR

jQuery.ajax()jQuery.ajax()

分类：Ajax	>	底层接口



加入于:	1.5

加入于:	1.0

jQuery.ajax(	url	[,	settings	

]	)

描述：实施一个异步HTTP（Ajax）请求

jQuery.ajax(	url	[,	settings	]	)

url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要发送请求的URL。
setting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用来配置Ajax请求的键值对。所有的设置项都是可选
的。可以用 $.ajaxSetup()设置任何选项的默认值。参见下
面的jQuery.ajax(	settings	)以获得一个所有设置项
的完整列表。

jQuery.ajax(	[settings	]	)

setting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配置Ajax请求的键值对集合。所有的设置项都是可选
的。可以用$.ajaxSetup()为任何选项设置默认值。

accepts	(默认值：取决于DataType)
类型：PlainObject
在请求头中发送的内容类型，告诉浏览器你将在返回
中接受哪种类型的响应。
async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所有的请求默认都会异步发送（亦即，这个选项默认
设置成true）如果你必须要用同步请求，请把这个选
项设置成false。跨域请求以及 dataType:	"jsonp"请
求不支持同步操作。注意，同步请求可能临时锁死浏
览器，在请求激活期间禁用任何操作。自从jQuery	1



.8，对jqXHR（$.Deferred）使用 async:	false被
建议弃用了；你必须使用success、error、comple
te回调函数选项代替相应的jqXHR对象的方法，比如
说 jqXHR.done()或者已被建议弃用的 jqXHR.success()

。
beforeSend

类型：Function(	jqXHR	jqXHR,	PlainObject
	settings	)

一个先于请求的回调函数，可以用来在请求发送之前
修改jqXHR（在jQuery	1.4.x以前是XMLHTTPRequ
est）对象。使用它来发送自定义文件头，等等。传入
jqXHR对象和setting对象，作为参数。这是一个Aj
ax事件。在 beforeSend函数中返回false将取消请求
。自从jQuery	1.5，无论哪种内容类型的请求，都
将调用 beforeSend选项。
cache	(默认值： true，但是如果dataType是“scr
ipt”和“jsonp”时，默认值是false)
类型：Boolean
如果设置为 false，将强迫请求页不被浏览器缓存。注
意：设置 cache为false只能对HEAD请求和GET请求
正确起作用。它的作用方式是在GET参数后面追加一
个 _={timestamp}。对于别的类型的请求，不需要这个
参数，除了在IE8中，当POST请求发送到一个URL时
，已经用GET方法请求过了。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jqXHR	jqXHR,	String	text
Status	)

一个函数，在请求结束时调用它。该函数获得两个参
数的参数：该jqXHR（在jQuery	1.4.x以前是XMLH
TTPRequest）对象，以及一个对请求作分类的字符
串（ "success"、 "notmodified"、 "nocontent"、 "erro

r"、 "timeout"、 "abort"或者 "parseerror"）。自从j
Query	1.5， complete设置可以接受一个函数的数组
。将依次调用每个函数。这是一个Ajax事件。
content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字符串或正则表达式对对象，确定jQuery将如何



解析这个响应，给定它的内容类型。（加入于：1.5）
contentType	(默认值： 'application/x-www-form-ur

lencoded;	charset=UTF-8'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在把数据发送到服务器时所使用的内容类型。默认值
是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

8"，它适用于大多数情况。如果你向 $.ajax()显式传
递一个content-type，则它总是会发送到服务器（
哪怕没有发送数据）。自从jQuery	1.6，你可以传
递false以告诉jQuery不要设置任何内容类型文件头
。注意：W3C	XMLHttpRequest规范文档规定chars
et（字符集）总是使用UTF-8；指定别的charset将
不会强迫浏览器改变编码。注意：对于跨域请求，设
置除了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multipart

/form-data、 text/plain之外的内容类型，将触发浏览
器向服务器发送一个preflight选项请求。
context

类型：PlainObject
该对象将是所有的Ajax相关的回调函数的上下文。默
认情况下，该上下文将是一个对象，代表用在调用中
的Ajax设置项（ $.ajaxSettings）与 $.ajax()的设置
项的合并。举个例子，指定一个DOM元素作为上下文将
使它成为针对一个请求的 complete回调函数的上下文
，如下所示：

$.ajax({
		url:	"test.html",
		context:	document.body
}).done(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done"	);
});

converters	(默认值： {"*	text":	window.String,	"

text	html":	true,	"text	json":	jQuery.parseJSON,	"te

xt	xml":	jQuery.parseXML} )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数据类型到数据类型”的转换器。

https://www.w3.org/TR/XMLHttpRequest/


每个转换器的值是一个函数，返回响应的转换值。（
加入于：1.5）
crossDomain	(默认值：对于同域名请求，是false
，对于跨域请求，是true)
类型：Boolean
如果你想在同域名中强迫使用跨域请求（比如说JSON
P），请把crossDomain的值设置为true。这允许，
比如说允许服务器端转向到别的域名。（加入于：1.5
）
data

类型：PlainObject	or	String	or	Array
要发送到服务器的数据。如果它还不是一个字符串，
它会被转换成一个查询字符串。对于GET请求，它会被
追加到url的末尾。参见 processData选项以防止这种
自动处理。对象必须是键值对。如果值是一个数组，j
Query会根据 traditional选项的值，把带有同一个键
的多个值序列化。
dataFilter

类型：Function(	String	data,	String	type
)	=>	Anything

一个函数，用它来处理XMLHttpRequest的未经加工
响应数据。这是一个用来对响应进行无害化预筛选的
函数。必须返回经无害化处理的数据。该函数接受两
个参数：从服务器返回的未经加工的数据，以及data
Type参数。
dataType	(默认值： Intelligent	Guess	(xml,	json,	

script,	or	html) )

类型：String
你所期等的从服务器端返回的数据类型。如果没有指
定它，jQuery将根据响应的MIME类型来推断它（一
个XML	MIME类型必须产生XML，在jQuery	1.4中，
JSON	MIME类型必须产生一个JavaScript对象，在
jQuery	1.4中，script	MIME类型必须必须执行脚
本，除此之外任何东西都将作为字符串返回）可用的
类型（以及传递作为你的success回调函数的第一个
参数的结果）是：

"xml" :	返回一个可以被jQuery处理的XML	doc



ument。
"html" :	返回HTML作为纯文本；包含的脚本标签
在插入到DOM之时会被评估。
"script" :	把响应估值为JavaScript，并以纯
文本返回它。通过向URL追加一个查询字符串参
数 _=[TIMESTAMP]来禁用缓存，除非 cache选项被
设置为true。注意：对于远程域名请求，这将把
POST请求变成GET请求。
"json" :	把响应评估为JSON，并返回一个JavaS
cript对象。跨域的 “json”请求会转换成 "jsonp"

，除非在该请求的请求选项中包含了 jsonp:	false

。JSON会以严格的方式解析；任何格式糟糕的JS
ON都会被拒绝，并抛出一个解析错误。在jQuery
1.9版以后，任何空的响应都会被拒绝；服务器必
须返回一个 null或 {}响应来代替。（参阅json.
org以了解更多关于正确的JSON格式的信息。）
"jsonp" :	使用JSONP载入一个JSON块。在URL
的末尾添加一个额外的 "?callback=?"以指定回调
函数。通过追加一个查询字符串参数 "_=[TIMESTAM

P]"，可以禁用缓存，除非 cache选项被设置为 tru

e。
"text" :	一个纯文本字符串。
多个用空格隔开的值：自从jQuery	1.5，jQue
ry可以把一个来自它接收到的响应中的Content
-Type头中的dataType转换成你想要的dataTy
pe。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让一个text响应被视为
XML，请为dataType使用 "text	xml"。你还可以
制作一个JSONP请求，虽然它是以文本的形式接
收到的，但是jQuery可以把它翻译成XML： "jso

np	text	xml"类似地，一个简写的字符串，比如说
"jsonp	xml"将首先尝试把jsonp转换成XML，然
后，如果失败，再把它从jsonp转换成text，然
后再从text转换成xml。

error

类型：Function(	jqXHR	jqXHR,	String	text
Status,	String	errorThrown	)

http://json.org/
http://bob.ippoli.to/archives/2005/12/05/remote-json-jsonp/


一个函数，当请求失败时调用它。该函数接受三个参
数：jqXHR（在jQuery	1.4以前的版本中是XMLHtt
pRequest）对象，一个描述发生的错误类型的字符串
，以及一个可选的异常对象，如果其中这一发生了的
话。第二个参数的可能值是（除了 null之外）还有 "ti

meout"、 "error"、 "abort"以及 "parsererror"。在发
生了一个HTTP错误的时候， errorThrown会接收到该H
TTP状态的字面部分，比如说“Not	Found”或者“Int
ernal	Server	Error”。自从jQuery	1.5， erro

r设置可以接受一个函数的数组。会依次调用每个函数
。注意：	对于跨域script请求和跨域JSONP请求，
不会调用该处理函数。这是一个Ajax事件。
global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该请求是否触发了全局Ajax事件处理函数。默认值是
true。把它设置为false就能阻止触发全局事件处理
函数，比如说触发 ajaxStart处理函数和 ajaxStop处理
函数。这可以用来控制多种不同的Ajax事件。
headers	(默认值： {} )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额外文件头的键值对的对象，将使用XMLHttpRe
quest传播，与请求一起发送。总是会添加文件头 X-R

equested-With:	XMLHttpRequest，但是可以在这里改变
它的默认的 XMLHttpRequest。还可以在 beforeSend函数
中覆盖设置这个文件头的值。（加入于：1.5）
ifModified	(默认值： false )

类型：Boolean
只有在本次请求与上次请求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才允许
让请求成功发送。这通过检查上一次修改的文件头来
实现。默认值是false，忽略文件头。在jQuery	1.
4中，这项技术还检查了服务器指定的“etag”，以捕
获未修改的数据。
isLocal	(默认值：取决于当前位置的协议)
类型：Boolean
允许当前环境被识别为“local”（例如，文件系统）
，哪怕jQuery默认不能这样识别它。以下协议当前会



被识别为本地： file、 *-extension以及 widget。如果
需要修改 isLocal设置，建议在 $.ajaxSetup()方法中对
它作一次性设置。（加入于：1.5.1）
jsonp

类型：String
在一个JSONP请求中覆盖回调函数的名称。这个值将
用来代替URL中的查询字符串的“callback=?”中的c
allback。所以 {jsonp:'onJSONPLoad'}请导致 'onJSON

PLoad=?'发送到服务器。自从jQuery	1.5，把 jsonp

选项设置成false将防止jQuery在URL中添加“?cal
lback”字符串，或者试图使用“=?”作为变形。在这
种情况上，你还必须明确设置 jsonpCallback选项。举
个例子， {	jsonp:	false,	jsonpCallback:	"callbackNam

e"	}。
jsonpCallback

类型：String	or	Function()
指定用于JSONP请求的回调函数名。这个值将用来代
替jQuery自动生成的随机名称。让jQuery生成一个
独一无二的请求更可取，因为它更易于管理请求，并
提供回调函数和错误处理。当你想启用GET请求的更好
的浏览器缓存时，你可能想要指定回调函数。自从jQu
ery	1.5，你还可以为这个设置使用一个函数，那样
的话， jsonpCallback的值会被设置为该函数返回的值
。
method	(默认值： 'GET' )

类型：String
用来发送请求的HTTP方法（例如， "POST"、 "GET"、 "

PUT"）（加入于：1.9.0）
mimeType

类型：String
一个mime类型，用来覆盖XHR	mime类型。（加入于
：1.5.1）
password

类型：String
一个密码，用在XMLHttpRequest中，以响应一个HT
TP访问身份验证请求。
processData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默认情况下，以一个对象（从技术上来说，除了字符
串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对象）的形式传递给 data选项的
数据将被处理，并转换成一个查询字符串，把默认的c
ontent-type固定为"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如果你想要发送一个DOMDocument
，或者别的未经处理的数据，请把该选择设置为fals
e。
scriptCharset

类型：String
只有使用了“script”传播的时候（例如，用“jsonp
”的跨域请求，或者使用了 dataType:"script",type:"GE

T"）才应用它。设置用在该请求中的在<script>元
素标签上的元素属性charset。当本地网页的字符集
与远程脚本的字符串不同的时候，需要使用它。
statusCode	(默认值： {} )

类型：PlainObject
数字HTTP代码，以及当响应具有对应的代码时执行的
函数，所构成的对象。举个例子，以下代码将提醒响
应状态是404：

$.ajax({
		statusCode:	{
				404:	function()	{
						alert(	"page	not	found"	);
				}
		}
});

如果请求成功了，状态代码函数会取用和success回
调函数同样的参数；如果以失败告终（包括3xx重定向
），状态代码函数会取用和error回调函数同样的参
数。
（加入于：1.5）
success

类型：Function(	Anything	data,	String	te
xtStatus,	jqXHR	jqXHR	)



一个函数，在请求成功时调用它。该函数获得传入的
三个参数：从服务器返回的数据，根据 dataType参数
或者 dataFilter回调函数来格式化，如果指定了的话
；一个字符串，描述了状态；还有 jqXHR（在jQuery
1.4.x以前的版本中是XMLHttpRequest）对象。自
从jQuery	1.6，success设置可以接受一个函数的
数组。将依次调用每个函数。这是一个Ajax事件。
timeout

类型：Number
为请求设置超时（以毫秒计）。这可以覆盖在 $.ajaxSe

tup()中所作的全局超时设置。超时阶段式制作 $.ajax(

)调用的时间点开始算起；如果一些别的请求也在处理
中，而且浏览器没有可用的连接，一个请求可能在发
送之前就超时了。在jQuery	1.4.x及以前的版本中
，如果请求超时，XMLHttpRequest对象将处于无效
状态；访问对象的任何成员都将抛出一个异常。只有
在Firefox	3.0中，script请求和jsonp请求不能
由超时来取消；脚本将一直运行，哪怕它在超时阶段
之后到达。
traditional

类型：Boolean
如果你想要使用传统样式的参数序列化，请把它设置
为true
type	(默认值： 'GET' )

类型：String
method的别名。如果你正在使用jQuery	1.9.0以前
的版本，你必须使用 type。
url	(默认值： The	current	page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要发送请求的URL。
username

类型：String
一个用户名，用在XMLHttpRequest中，以响应一个
HTTP访问身份验证请求。
xhr	(默认值： ActiveXObject	when	available	(IE),	t

he	XMLHttpRequest	otherwise )

类型：Function()



创建XMLHttpRequest对象的回调函数。当ActiveX
Object可用时（在IE中），就用ActiveXObject对
象，否则用XMLHttpRequest对象。提供你自己的实
现器，以覆盖XMLHttpRequest，或者加强到工厂函
数。
xhrFields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设置在原生的 XHR对象上的“字段名-字段值”对对
象。举个例子，在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它，把 wit

hCredientials设置成true，以实现跨域请求。

$.ajax({
			url:	a_cross_domain_url,
			xhrFields:	{
						withCredentials:	true
			}
});

自从jQuery	1.5，该 withCredientials属性不再传播
到原生的XHR上，因此需要它的CORS请求会忽略这个
标记。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建议使用jQuery	1.5.1
以后的版本，你需要使用它。
（加入于：1.5.1）

$.ajax()函数成了所有jQuery发出Ajax请求的基础。通常并非一
定要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因为很多较高级的替代方法，比如说	 $.g

et()和 .load()也是可用的，而且用起来更容易。然而，如果需要
用到不常用的选项，可以灵活地使用 $.ajax()。

它的最简方式， $.ajax()函数可以不带参数地调用：

$.ajax();

注意：可以通过 $.ajaxSetup()函数全局设置默认的设置项。

这个示例，没有任何任何选项，载入当前网页的内容，但是没有对
结果做什么。要想使用这个结果，你可以在一个回调函数做点事。



jqXHR对象

自从jQuery	1.5版，由 $.ajax()函数返回的jQuery	XMLHttpR
equest（jqXHR）对象，是浏览器的原生XMLHttpRequest对象
的一个超级。举个例子，它包含了 responseText属性和 responseXML

属性，还有 getResponseHeader()方法。当传播机制不是XMLHttpRe
quest时（比如说，用于一个JSONP请求的script标签），则 jqX

HR对象尽可能地模仿了原生的XHR功能。

自从jQuery	1.5.1， jqXHR对象还包含了 overrideMimeType()方法
（它在jQuery	1.4.x中也是可用的，但是在jQuery	1.5中被临
时删除了）。举个例子， .overrideMimeType()方法可以用在 beforeS

end()的回调函数中，以修改响应的content-type文件头：

$.ajax({
		url:	"http://fiddle.jshell.net/favicon.png",
		beforeSend:	function(	xhr	)	{
				xhr.overrideMimeType(	"text/plain;	charset=
x-user-defined"	);
		}
})
		.done(function(	data	)	{
				if	(	console	&&	console.log	)	{
						console.log(	"Sample	of	data:",	data.slic
e(	0,	100	)	);
				}
		});

$.ajax()返回的jqXHR对象，自从jQuery	1.5以后，实现了Prom
ise对象的接口，给它们一个Promise对象的所有的属性、方法和
行为（参见 Deferred	object以获得更多信息）。这些方法要取用一
个或更多的在该 $.ajax()请求终止时调用的函数参数。这允许你在
一个请求上分配多个回调函数，甚至在请求可能已经结束时分配架
设函数。（如果请求已经结束，回调函数会立即被引发。）jqXHR
对象可用的Promise方法包括：

jqXHR.done(function(	data,	textStatus,	jqXHR	

)	{});对success回调函数选项的一个替代构造， .done()方
法代替了这个建议弃用的 jqXHR.success()方法。参见 deferred.

done()以了解编译器详情。



jqXHR.fail(function(	jqXHR,	textStatus,	error

Thrown	)	{});

对error回调函数选项的替代构造， .fail()方法替代了这个
建议弃用的 .error()方法。请参阅 deferred.fail()以了解编译
器详情。
jqXHR.always(function(	data|jqXHR,	textStatus

,	jqXHR|errorThrown	)	{	});

对complete回调函数选项的替代构造， .always()方法替代了
建议弃用的 .complete()方法。
在针对成功的请求的响应中，该函数的参数与 .done()方法相
同：data、textStatus以及该jqXHR对象。针对失败的请求
，该函数的参数与 .fail()方法相同：该jqXHR对象、textSt
atus以及errorThrown。请参阅 deferred.always()以了解编
译器详情。
jqXHR.then(function(	data,	textStatus,	jqXHR	

)	{},	function(	jqXHR,	textStatus,	errorThrow

n	)	{});

组合了 .done()方法和 .fail()方法的功能，允许（在jQuery	
1.8版以后）操作底层的Promise对象。请参阅 deferred.then

()以了解编译器详情。

建议弃用提醒：回调函数 jqXHR.success()、 jqXHR.error()和 jq

XHR.complete()在jQuery	1.8中建议弃用了。要想在你的代码
中准备好它们最终被删除，请使用 jqXHR.done()、 jqXHR.fail()

和 jqXHR.always()来代替。

//	在制作请求之后快速分配处理函数，
//	并记住针对该请求的jqXHR对象
var	jqxhr	=	$.ajax(	"example.php"	)
		.done(function()	{
				alert(	"success"	);
		})
		.fail(function()	{
				alert(	"error"	);
		})
		.always(function()	{
				alert(	"complete"	);



		});
	
//	在这里实施别的操作...
	
//	为上面的请求设置别的结束函数
jqxhr.always(function()	{
		alert(	"second	complete"	);
});

在所有回调函数内部的 this引用是在 $.ajax的设置项中传递给 cont

ext的对象。如果没有指定 context， this会引用Ajax设置项本身
。
为了与 XMLHttpRequest向后兼容，一个 jqXHR对象会显露出以下的属
性和方法：

readyState

status

statusText

responseXML和/或 responseText，分别是在底层请求用xml和/
或text响应时
setRequestHeader(name,	value)它与标准不同，通过用新值代
替旧值，而不是把新值串联到旧值后面
getAllResponseHeaders()

getResponseHeader()

statusCode()

abort()

然而，没有提供 onreadystatechange机制，因为 done、 fail、 alway

s和 statusCode已经覆盖了所有可能的需要。

回调函数队列

	 beforeSend选项、 error选项、 dataFilter选项、 success选项和 c

omplete选项都能接受回调函数，在特定的时候调用指定它们。

自从jQuery	1.5，回调函数 fail和 done，自从jQuery	1.6，回
调函数 always勾子都是先进先出地管理队列，允许每个勾子对应不
止一个回调函数。参见Deferred对象方法，它是针对这些 $.ajax(

)回调函数勾子的内在实现。

$.ajax()函数提供的勾子包括以下这些：



1.	可视情况调用执行 beforeSend回调函数；它接收 jqXHR对象以
及 settings对象用为参数。

2.	如果请求失败了，会调用执行 error回调函数。它接收 jqXHR、
一个表示错误类型的字符串，以及一个例外对象，如果有的话
。一些内建的错误将提供一个字符串作为例外对象："abort"
、"timeout"、"No	Transport"。

3.	 dataFilter回调函数选项会在成功收到响应的数据时立即调用
执行。它接收返回的数据，以及 dataType的值，并且必须返回
（可能更改过的）数据，以传给 success函数。

4.	如果请求成功了，就调用执行 success回调函数。它接收返回
的数据、一个包含success代码的字符串，以及 jqXHR对象。

5.	 Promise对象的回调函数——会按注册的顺序调用执行 .done()

、 .fail()、 .always()和 .then()。
6.	当请求完成时，会视情况引发 complete回调函数，无论请求是

失败了还是成功了。它接收 jqXHR对象，以及一个包含了succ
ess或error代码的字符串。

数据类型

对调用 $.ajax()函数的响应的不同类型，在传递给success处理函
数之前，要服从不同种类的预处理。预处理的类型默认由响应的Co
ntent-Type决定，但是可以使用 dataType选项来显式设置。如果
提供了 dataType选项，响应的Content-Type文件头将会被无视。

可用的数据类型是 text、 html、 xml、 json、 jsonp和 script。

如果指定了 text或者 html，就不会发生预处理。数据直接传递给 s

uccess处理函数，可以通过 jqXHR对象的 responseText属性来读取到
。
如果指定了 xml，就会在把参数传递给 success处理函数之前，用 jQ

uery.parseXML解析响应，作为一个 XMLDocument。如果可以的话，会
通过 jqXHR对象的 responseXML属性来制作该XML	document。

如果指定了 json，会在把参数传递给 success处理函数之前，用 jQu

ery.parseJSON来解析响应，转换成一个对象。如果可以的话，会通
过 jqXHR对象的 responseJSON属性来制作这个经解析的JSON对象。

如果指定了 script , $.ajax()将在从服务器上接收到数据之后，在
把数据作为字符串传递给 success处理函数之前，执行这个JavaSc
ript。



如果指定了 jsonp , $.ajax()会自动向URL追加一个查询字符串参数
（默认是） callback=?。设置项中的 jsonp和 jsonpCallback属性会
传给 $.ajax()，可以分别用这两个属性来设置查询字符串参数名和
JSONP回调函数的名称。服务器将返回有效的JavaScript，把JS
ON响应传递给回调函数。 $.ajax()在把响应中所包含的JSON对象
传给 success处理函数之前，将先执行返回的JavaScript，调用J
SONP回调函数。
要想了解更多关于JSONP的信息，请参阅关于它的用法的早前发布
的文章。

把数据发送到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Ajax请求是使用GET	HTTP方法发送的。如果必须要
用POST方法，可以通过给 type选项设置值来指定该方法。该选项
影响了 data选项的内容如何发送到服务器。按照W3CXMLHttpReq
uest标准，总是会使用UTF08字符集把POST数据传输到服务器上
。
data选项可以包含表单的一个查询字符串 key1=value1&key2=value2

，或者包含一个 {key1:	'value1',	key2:	'value2'}形式的对象。如
果是后者，在发送它之前，会使用 jQuery.param()把它转换成一个
查询字符串。通过把 processData设置成false，可以绕过这个处理
过程。如果你想向服务器发送一个XML对象，这个处理过程可能是
你不想要的。如果是这种情况，请把 contentType选项从 applicatio

n/x-www-form-urlencoded改成更适合的MIME类型。

高级选项

用 .ajaxSend()、 .ajaxError()和类似的方法可以注册一些Ajax全
局处理函数， global选项设置成false防止了引发这些处理函数，
当请求有可能触发这些处理函数时。这可能很有用，举个例子，如
果该请求很频繁，而且很简短，可以用它抑制一个用 .ajaxSend()实
现的载入标识符。对于跨域script和jsonp请求， global选项会
自动设置为 false。请阅读下面这些方法的描述，以了解详情。

如果服务器在提供响应之前，会实施一个HTTP身份验证，是可以通
过 username和 password选项来发送用户名和密码。

Ajax请求是有时间限制的，从而会引起错误，并提供处理函数以获
得一个更好的用户体验。请求超时，通常要么使用原来的默认值，
要么使用 $.ajaxSetup()设置一个全局默认值，而不是对特定的请求

http://bob.pythonmac.org/archives/2005/12/05/remote-json-jsonp/


，用 timeout覆盖默认值。

默认情况下，总是会发布请求，但是浏览器可能从缓存中提供结果
。要想禁止使用缓存的结果，请把 cache设置为 false。如果提交的
内容自上次请求之后，没有任何变化，要想让这样的请求报告成失
败，请把 ifMidified设置成true。

scriptCharset允许为请求明确指定用于 <sciript>标签（那是scri
pt或jsonp中的一种）的字符集。如果脚本和宿主网页有不同的字
符集，这个选项会很有用。
Ajax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代表“asynchronous”，意味着操作发
送在平行中，完成的顺序是不受保证的。 $.ajax()的 async选项默
认是true，表示在制作请求之后，代码可以继续执行。强烈不建议
把这个选项设置为false（因此使这个调用不再异步），因为它会
导致浏览器失去响应一小段时间。
$.ajax()函数返回它创建的 XMLHttpRequest对象。通常地，jQuery
会内部地处理这个对象的创建，但是一个使用 xhr选项，可以指定
一个用来操作它的自定义函数。返回的对象可以丢弃，但是确实提
供了一个底层接口，以观察并操作这个请求。特别是，在对象上调
用 .abort()，将在它结束之前停止这个请求。

扩展Ajax

自从jQuery	1.5，jQuery的Ajax实现器包含了 prefilters、	 t

ransports，而且转换器允许你用一个很大的灵活性扩展Ajax。

使用转换器

$.ajax()转换器支持把数据类型映射到别的数据类型。然而，如果
你想把自定义数据类型映射到一个已知的类型（例如 json），你必
须使用 contents选项，在这种响应的Content-Type和实际类型之
间添加通信：

$.ajaxSetup({
		contents:	{
				mycustomtype:	/mycustomtype/
		},
		converters:	{
				"mycustomtype	json":	function(	result	)	{
						//	Do	stuff



						return	newresult;
				}
		}
});

该额外对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响应的Content-Type以及数据类
型不会是一个严格的“一对一”通信（正则表达式的结果）
要想把支持的类型（例如， text、 json）转换成一个自定义类型，
并回来，请使用另一个传递转换器：

$.ajaxSetup({
		contents:	{
				mycustomtype:	/mycustomtype/
		},
		converters:	{
				"text	mycustomtype":	true,
				"mycustomtype	json":	function(	result	)	{
						//	Do	stuff
						return	newresult;
				}
		}
});

现在上面的代码允许把传入的 text转换成 mycustomtype，然后再由
mycustomtype转换成 json。

其它说明
因为浏览器安全限制，很多Ajax请求要遵守同源策略；来自不
同域名和子域名、端口或协议的请求不能成功地检索到。
Script请求和JSONP请求不需要遵同源策略限制。

示例

把一些数据保存到服务器，并要完成时提醒用户。

$.ajax({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e_origin_policy


		method:	"POST",
		url:	"some.php",
		data:	{	name:	"John",	location:	"Boston"	}
})
		.done(function(	msg	)	{
				alert(	"Data	Saved:	"	+	msg	);
		});

检索一个HTML网页的最后版本。

$.ajax({
		url:	"test.html",
		cache:	false
})
		.done(function(	html	)	{
				$(	"#results"	).append(	html	);
		});

把一个xml作为数据发送到服务器。通过把 processData选项设置为
false，防止了自动把数据转换成字符串。

var	xmlDocument	=	[create	xml	document];
var	xmlRequest	=	$.ajax({
		url:	"page.php",
		processData:	false,
		data:	xmlDocument
});
	
xmlRequest.done(	handleResponse	);

把一个id作为数据发送到服务器，把一些数据保存到服务器，并在
完成时提醒用户。如果请求失败，也提醒用户。

var	menuId	=	$(	"ul.nav"	).first().attr(	"id"	)
;
var	request	=	$.ajax({
		url:	"script.php",
		method:	"POST",
		data:	{	id	:	menuId	},



上一页：.jquery 下一页：jQuery.ajaxPrefilter()

		dataType:	"html"
});
	
request.done(function(	msg	)	{
		$(	"#log"	).html(	msg	);
});
	
request.fail(function(	jqXHR,	textStatus	)	{
		alert(	"Request	failed:	"	+	textStatus	);
});

载入并执行一个JavaScript文件。

$.ajax({
		method:	"GET",
		url:	"test.js",
		dataType:	"script"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ajax.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aja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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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Promise

jQuery.when()jQuery.when()

分类：核心	|	Deferred对象



加入于:	1.5

jQuery.when(	deferreds	)

描述：提供一个方法，用来基于一个或多个对象执行回调函数，De
ferred对象通常代表异步事件。

jQuery.when(	deferreds	)

deferreds

类型：Deferred
一个或更多的Deferred对象，或者纯JavaScript对象。

如果向 jQuery.when()传递一个Deferred对象，它的Promise对象
（一个Deferred对象的子集）会以这种方式返回。可以调用Prom
ise对象的其它的方法，以附加回调函数，比如说 deferred.then。
当Deferred对象被解决或被拒绝时，通常是由创建Deferred对
象的代码解决或拒绝，会调用适当的回调函数。举个例子， jQuery.

ajax()返回的jqXHR对象是一个Promise兼容的对象，并可以以这
种方式使用：

$.when(	$.ajax(	"test.aspx"	)	).then(function(	
data,	textStatus,	jqXHR	)	{
		alert(	jqXHR.status	);	//	Alerts	200
});

如果向 jQuery.when()传递一个参数，而且它不是一个Deferred对
象也不是一个Promise对象，它会被视为一个已解决的Deferred
对象，而且附加上去的任何doneCallback回调函数会被立即执行
。会向doneCallbacks传递了原始的参数。这样的话，你可能设
置的任何failCakkbacks都永远不会被调用，因为这个Deferre
d对象不会被拒绝。举个例子：

$.when(	{	testing:	123	}	).done(function(	x	)	{
		alert(	x.testing	);	//	Alerts	"123"
});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如果你不向它传递任何参数， jQuery.when()将返回一个已经解决的
Promise对象。

$.when().then(function(	x	)	{
		alert(	"I	fired	immediately"	);
});

万一向 jQuery.when()方法传递了多个Deferred对象，该方法会从
一个新的“主”Deferred对象返回该Promise对象，跟踪了所有传
入的Deferred对象的聚合状态。直到所有的Deferred对象都解
决决时，该方法才会解决它的所有“主”Deferred对象，但是只要
有一个Deferred对象被拒绝，则“主”Deferred对象就会被拒绝
。传递给doneCallbacks的参数提供了针对每个Deferred对象
的解决值，并匹配传递给 jQuery.when()的Deferred对象的顺序。
举个例子：

var	d1	=	$.Deferred();
var	d2	=	$.Deferred();
	
$.when(	d1,	d2	).done(function	(	v1,	v2	)	{
				console.log(	v1	);	//	"Fish"
				console.log(	v2	);	//	"Pizza"
});
	
d1.resolve(	"Fish"	);
d2.resolve(	"Pizza"	);

如果不用值的解决了一个Deferred对象，则对应的doneCallbac
k参数将是undefined。如果只用一个值解决了一个Deferred对
象，对象的参数将持有那个值。如果用多个值解决了一个Deferre
d对象，对应的将是那些值的数组。举个例子：

var	d1	=	$.Deferred();
var	d2	=	$.Deferred();
var	d3	=	$.Deferred();
	
$.when(	d1,	d2,	d3	).done(function	(	v1,	v2,	v3



	)	{
				console.log(	v1	);	//	v1	is	undefined
				console.log(	v2	);	//	v2	is	"abc"
				console.log(	v3	);	//	v3	is	an	array	[	1,	2
,	3,	4,	5	]
});
	
d1.resolve();
d2.resolve(	"abc"	);
d3.resolve(	1,	2,	3,	4,	5	);

在多个Deferred对象的情况中，只有一个Deferred对象被拒绝
， jQuery.when()会立即针对它的“主”Deferred对象引发failCa
llback。注意，在那时候有些Deferred对象可能依然处于未解决
状态。传递给failCallbacks的参数匹配针对被拒绝的Deferre
d对象的failCallback的签名。如果你需要为这个案例实施额外
的处理，比如说取消任何未完成的Ajax请求，你可以在闭包中保留
对底层jqXHR对象的引用，并在failCallback中检查它们、取消
它们。

示例

在一个Ajax请求成功时，执行一个函数。（请参阅 jQuery.ajax()

文档，以获得对Ajax请求的成功和失败情况的完整讲解。）

$.when(	$.ajax(	"/page1.php"	),	$.ajax(	"/page2
.php"	)	).done(function(	a1,	a2	)	{
		//	a1是解决page1的参数，a2是解决page2的参数。
		//	每个参数都是一个数组，带有下面的结构：[	data,	st
atusText,	jqXHR	]
		var	data	=	a1[	0	]	+	a2[	0	];	//	a1[	0	]	=	"W
hip",	a2[	0	]	=	"	It"
		if	(	/Whip	It/.test(	data	)	)	{
				alert(	"We	got	what	we	came	for!"	);
		}
});

在Ajax请求成功，执行函数 myFunc，或在它失败时，执行函数 myF

ailure。



上一页：jQuery.unique() 下一页：.keydown()

$.when(	$.ajax(	"/page1.php"	),	$.ajax(	"/page2
.php"	)	)
		.then(	myFunc,	myFailure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whe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wh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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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nextAll().nextAll()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2

.nextAll(	[selector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所有后面的同辈元素，视情
况用一个选择器作筛选。

.nextAll(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nextAll()方法
允许我们搜遍那些元素在DOM树中的后继同辈元素，并根据匹配到
的元素构造一个新的jQuery对象。
该方法可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与我们可以传递给 $()函
数的选择器表达式类型相同。如果提供了这个选择器，将对元素作
筛选，测试它是否匹配选择器。
设想一个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class="third-item">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如果我们从第三项开始，我们可以找到它后面所有的元素：

$(	"li.third-item"	).nextAll().css(	"background
-color",	"red"	);

这次调用的结果是第四项和第五项后面有红色背景。因为我们没有

xml

javascript



提供一个选择器表达式，前面跟挨的元素毫不含糊地成为对象的一
部分。如果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只有匹配这个表达式的
元素才会包括在内。

示例

查找第一个div后面的所有div，并为它们添加样式。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extAll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80px;
				height:	80px;
				background:	#abc;
				border:	2px	solid	black;
				margin:	10px;
				float:	left;
		}
		div.after	{
				border-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first</div>
<div>sibling<div>child</div></div>
<div>sibling</div>
<div>sibling</div>
<script>
$(	"div:first"	).nextAll().addClass(	"after"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找到<body>中第二个子元素后面的所有段落文本，并为它们添加
样式。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extAll	demo</title>
		<style>
		div,	p	{
				width:	60px;
				height:	60px;
				background:	#abc;
				border:	2px	solid	black;
				margin:	10px;
				float:	left;
		}
		.after	{
				border-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p</p>



上一页：下一个同辈选择器	Selector	(“prev	~	siblings”
)

下一页：.nextUntil()

<div>div</div>
<p>p</p>
<p>p</p>
<div>div</div>
<p>p</p>
<div>div</div>
	
<script>
$(	":nth-child(1)"	).nextAll(	"p"	).addClass(	"
after"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
//www.asprain.cn/jQueryAPI/nextal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ext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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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nextUntil().nextUntil()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6

.nextUntil(	[selector	]	[,	fi

lter	]	)

描述：获得每个元素所有后面的同辈元素，向后直到遇到匹配选择
器、DO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这个匹配的
元素）。

.nextUntil(	[selector	]	[,	filte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表示在哪
里停止匹配后面的同辈元素。
filte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nextUntil(	[element	]	[,	filter	]	

)

element

类型：Element	or	jQuery
一个DO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表示在哪里停止匹配后
面的同辈元素。
filte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nextUntil()

方法允许我们搜索遍DOM树中这些元素后面的同辈元素，直到它达



到一个匹配方法的参数的元素才停止。返回的新的jQuery对象包
含了所有的后面的同辈元素，直到但是不包括 .nextUntil()的参数
匹配到的那个元素。
如果没有提供该选择器或者提供了但是没匹配到，则所有后面跟着
的同辈元素都会被选中；那样的话，它就和不提供筛选选择器的 .n

extAll()方法选择了同样的元素。

自从jQuery	1.6，1个DO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代替了一个选
择器，可能传递给 .nextUntil()方法。

该方法可以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作为它的第二个参数。如
果提供了该参数，将筛选元素，测试它们是否匹配该选择器。

示例

找到跟在<dt	id="term-2">后面的直到下一个<dt>的同辈元素
，并给它们红色背景。还要找到跟在<dt	id="term-1">后面、
直到<dt	id="term-3">的<dd>同辈元素，给它们绿色的文本颜
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nextUntil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l>
		<dt	id="term-1">term	1</dt>
		<dd>definition	1-a</dd>
		<dd>definition	1-b</dd>
		<dd>definition	1-c</dd>
		<dd>definition	1-d</dd>
		<dt	id="term-2">term	2</dt>
		<dd>definition	2-a</dd>
		<dd>definition	2-b</dd>
		<dd>definition	2-c</dd>



上一页：.nextAll() 下一页：.not()

		<dt	id="term-3">term	3</dt>
		<dd>definition	3-a</dd>
		<dd>definition	3-b</dd>
</dl>
	
<script>
$(	"#term-2"	)
		.nextUntil(	"dt"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var	term3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term-3"	)
;
$(	"#term-1"	)
		.nextUntil(	term3,	"dd"	)
				.css(	"color",	"gree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nextunti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nextunti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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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offsetParent().offsetParent()

分类：偏移	|	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2.6

.offsetParent()

描述：返回最接近的有定位的祖先元素。

.offsetParen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它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offsetPar

ent()方法允许我们在DOM树中搜索遍这些元素的祖先元素，并构造
一个新的jQuery对象，包裹了最近的有定位的祖先元素。一个元
素，如果它的CSS	属性position是relative、absolute或者f
ixed，它会被称是有定位的。在计算偏移以实际动画，以及在网页
上放置对象的时候，这个信息很有用。
设想有个网页，带有基本的嵌套列表，以及一个有定位的元素：

<ul	class="level-1">
		<li	class="item-i">I</li>
		<li	class="item-ii"	style="position:	relative
;">II
				<ul	class="level-2">
						<li	class="item-a">A</li>
						<li	class="item-b">B
								<ul	class="level-3">
										<li	class="item-1">1</li>
										<li	class="item-2">2</li>
										<li	class="item-3">3</li>
								</ul>
						</li>
						<li	class="item-c">C</li>
				</ul>
		</li>
		<li	class="item-iii">III</li>
</ul>

如果从项目A开始，我们可以找到它的有定位的祖先元素：

xml

javascript



$(	"li.item-a"	).offsetParent().css(	"backgroun
d-color",	"red"	);

这将改变列表项目II，它是一个有定位的元素。

示例

找出项目A的有定位的父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ffsetParen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class="level-1">
		<li	class="item-i">I</li>
		<li	class="item-ii"	style="position:	relative
;">II
				<ul	class="level-2">
						<li	class="item-a">A</li>
						<li	class="item-b">B
								<ul	class="level-3">
										<li	class="item-1">1</li>
										<li	class="item-2">2</li>
										<li	class="item-3">3</li>
								</ul>
						</li>
						<li	class="item-c">C</li>
				</ul>
		</li>
		<li	class="item-iii">III</li>
</ul>
	
<script>$(	"li.item-a"	).offsetParent().css(	"b
ackground-color",	"red"	);</script>
	



上一页：.offset() 下一页：.on()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ffsetparen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ffsetpar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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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Number

.outerHeight().outerHeight()

分类：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2.6

.outerHeight(	[includeMargin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高度，包
括padding和border，视情况还包括margin。返回一个数字（不
带px），代表这个值，或者如果在一个元素的空集合上调用它，则
返回null。

.outerHeight(	[includeMargin	]	)

includeMargin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表示在计算中是否包含元素的margin。

padding-top和padding-bottom总是包含在 .outerHeight计算
中；如果 includeMargin参数被设置为true，则margin-top和ma
rgin-bottom也会包含在内。
该方法不适合于 window对象和 document对象。对于那些对象，请使
用 .height()代替。

插图1

其它说明
维度相关的API返回的数字，包括 .outerHeight()，在有些情
况下可能是一个分数。代码不应该假定它是一个整数。当用户
缩放网页的时候，维度可能不正确；浏览器没有提供侦测这种
情况的API。



当元素或者它的父元素是隐藏元素的时候， .outerHeight()所
报告的值不能保证精确。要想获得精确的值，在使用 .outerHei

ght()之前请先确保元素的可见性。jQuery会试图临时地显示
，然后再次隐藏元素，以测量它的维度，但是这是不可靠的，
而且（甚至当精确测量时）会显著地影响了网页的性能。这种
显示再重新隐藏的测主功能可能在jQuery的未来版本中被删
除。

示例

获得一个段落文本的outerHeigh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uterHeight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10px;
				padding:	5px;
				border:	2px	solid	#666;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p></p>
	
<script>
var	p	=	$(	"p:first"	);
$(	"p:last"	).text(
		"outerHeight:"	+	p.outerHeight()	+
		"	,	outerHeight(	true	):"	+	p.outerHeight(	tr
ue	)	);
</script>
	
</body>



返回:	jQuer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8.0

加入于:	1.8.0

.outerHeight(	[includeMargin	

]	)

描述：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设置CSS外部高度。

.outerHeight(	value	)

value

类型：String	or	Number
一个数字，它代表了像素数，或者是一个数字后面跟着一
个可选的度量单位（作为一个字符串）。

.outerHeight(	function(index,	hei

ght)	)

function(index,	height)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返回要设置的外高度。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
位置以及旧外部高度值作为参数。在这个函数内部， this

引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当我们调用 .outerHeight(value)时，值要么是一个字符中（数字和
单位），要么是一个数字。如果只为该值提供了一个数字，jQuer
y假定单位是px。然而如果提供了一个字符串，必须使用一个有效
的CSS测量（比如说 100px、 50%或者 auto）。

示例

每个div当它第一次被点击时，改变它的外高度（并改变它的字色
）。

<!doctype	html>

x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uterHeight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50px;
				padding:	10px;
				height:	60px;
				float:	left;
				margin:	5px;
				background:	red;
				cursor:	pointer;
		}
		.mod	{
				background:	blue;
				cursor:	defaul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script>
var	modHeight	=	60;
$(	"div"	).one(	"click",	function()	{
		$(	this	).outerHeight(	modHeight	).addClass(	
"mod"	);
		modHeight	-=	8;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only-of-type	选择器 下一页：.outerWidth()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uterheigh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uterheigh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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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Number

.outerWidth().outerWidth()

分类：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2.6

.outerWidth(	[includeMargin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当前经计算的宽度，包
括padding和border。

.outerWidth(	[includeMargin	]	)

includeMargin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表示在计算中是否包含元素的margin。

返回元素的宽度，包括padding-left、padding-right、bord
er-left、border-right，视情况还包括margin-left和marg
in-right，以像素计。
如果 includeMargin被省略掉了，或者是false，padding和bord
er都包含在计算中；如果 includeMargin是true，则margin也包
含在内。
该方法不适合于 window对象和 document对象，对于那些对象，请使
用 .width()代替。虽然 .outerWidth()可以用在一个表格元素上，但
是如果表格使用了CSS属性 border-collapse:	collapse，则它可能
得到一个不附预期的结果。

插图1



其它说明
维度相关的API返回的数字，包括 .outerWidth()在内，在一些
情况中可能是分数。代码不应该假定它是一个整数。当用户缩
放网页的时候，维度可能不正确；浏览器没有提供侦测这种情
况的API。
当元素或者它的父元素是隐藏元素的时候， .outerWidth所报告
的值不能保证精确。要想获得精确的值，在使用 .outerWidth()

之前请先确保元素的可见性。jQuery会试图临时地显示，然
后再次隐藏元素，以测量它的维度，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而且
（甚至当精确测量时）会显著地影响了网页的性能。这种显示
再重新隐藏的测主功能可能在jQuery的未来版本中被删除。

示例

获得一个段落文本的outerWidth。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uterWidth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10px;
				padding:	5px;
				border:	2px	solid	#666;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p></p>
	
<script>
var	p	=	$(	"p:first"	);
$(	"p:last"	).text(



返回:	jQuery

		"outerWidth:"	+	p.outerWidth()	+
		"	,	outerWidth(	true	):"	+	p.outerWidth(	true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8.0

加入于:	1.8.0

.outerWidth(	[includeMargin	]

)

描述：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设置CSS外部宽度。

.outerWidth(	value	)

value

类型：String	or	Number
一个数字，它代表了像素数，或者是一个数字后面跟着一
个可选的度量单位（作为一个字符串）。

.outerWidth(	function(index,	widt

h)	)

function(index,	width)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返回要设置的外宽度。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
位置以及旧外部宽度值作为参数。在这个函数内部， this

引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当我们调用.outerWidth(value)时，值要么是一个字符中（数
字和单位），要么是一个数字。如果只为该值提供了一个数字，jQ
uery假定单位是px。然而如果提供了一个字符串，必须使用一个
有效的CSS测量（比如说 100px、 50%或者 auto）。

示例

每个div当它第一次被点击时，改变它的外宽度（并改变它的字色
）。

<!doctype	html>

x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uterWidth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padding:	10px;
				height:	50px;
				float:	left;
				margin:	5px;
				background:	red;
				cursor:	pointer;
		}
		.mod	{
				background:	blue;
				cursor:	defaul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script>
var	modWidth	=	60;
$(	"div"	).one(	"click",	function()	{
		$(	this	).outerWidth(	modWidth	).addClass(	"m
od"	);
		modWidth	-=	8;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outerHeight() 下一页：.paren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outerwidt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outerwidt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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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parentsUntil().parentsUntil()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6

.parentsUntil(	[selector	]	[,

filter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的当前集合中的每个元素的祖先元素，向上
直到遇到匹配选择器、DO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
不包含这个匹配的元素）。

.parentsUntil(	[selector	]	[,	filte

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以表示在哪里
停止匹配祖先元素。
filte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parentsUntil(	[element	]	[,	filter

]	)

element

类型：Element	or	jQuery
一个DOM节点或jQuery对象，表示在哪里停止匹配祖先元
素。
filte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代表一个DOM元素的集合的选择器表达式， .parentsUntil(

)方法会遍历这些元素的祖先元素，直到它接触到一个元素，它匹



配传递给方法的参数的选择器。产生的jQuery对象包含了所有找
到的祖先元素，但是不包括与 .parentsUntil()的选择器相匹配的那
个元素。
如果没有提供该选择器或者提供了但是没匹配到，则所有的祖先元
素都会被选中；那样的话，，它就和不提供选择器的 .parents()方
法选择了同样的元素。
自从jQuery	1.6版，.parentsUntil()的第一个参数可以用一
个DOM节点或jQuery对象，代替一个选择器。
该方法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作为它的第二个参数。如果
提供了该参数，将筛选元素，测试它们是否匹配该选择器。

示例

找到所有的<li	class="item-a">的祖先元素，直到<ul	clas
s="level-1">，并给它们一个红色的背景颜色。而且，还要找到
<li	class="item-2">的祖先元素，上溯到带有样式类“yes”的
<ul	class="level-1">，然后给它们一个绿色的边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arentsUntil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ul	class="level-1	yes">
		<li	class="item-i">I</li>
		<li	class="item-ii">II
				<ul	class="level-2	yes">
						<li	class="item-a">A</li>
						<li	class="item-b">B
								<ul	class="level-3">
										<li	class="item-1">1</li>
										<li	class="item-2">2</li>
										<li	class="item-3">3</li>



上一页：.parents() 下一页：:password	选择器

								</ul>
						</li>
						<li	class="item-c">C</li>
				</ul>
		</li>
		<li	class="item-iii">III</li>
</ul>
	
<script>
$(	"li.item-a"	)
		.parentsUntil(	".level-1"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	"li.item-2"	)
		.parentsUntil(	$(	"ul.level-1"	),	".yes"	)
				.css(	"border",	"3px	solid	gree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arentsunti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arentsuntil.htm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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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prependTo().prependTo()

分类：操纵	>	DOM内部插入



加入于:	1.0

.prependTo(	target	)

描述：把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插入到目标的开头。

.prependTo(	target	)

target

类型：Selector	or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
rray	or	jQuery

一个选择器、元素、HTML字符串、元素的数组，或者jQue
ry对象；匹配的元素集合将插入到用参数指定的元素的末
尾。

.prepend()方法和 .prependTo()方法执行了同样的任务。主要区别
是在句法中——具体地说，是内容和目标的位置。利用 .prepend()方
法，方法前面的选择器或者表达式是要插入的内容的容器。相较之
下，利用 .prependTo()方法，方法前面的内容，无论是选择器表达
式还是快速创建的元素标签，都会被插入到目标容器中。
设想下面的HTML：

<h2>Greetings</h2>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我们可以创建内容，并把它一次性插入到了若干个元素中：

$(	"<p>Test</p>"	).prependTo(	".inner"	);

每个 div.inner得到这些新内容：

<h2>Greetings</h2>

xml

javascript

xml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p>Test</p>
				Hello
		</div>
		<div	class="inner">
				<p>Test</p>
				Goodbye
		</div>
</div>

我们还可以选择网页上的一个元素，并把它插入到另一个元素内部
：

$(	"h2"	).prependTo(	$(	".container"	)	);

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一个元素选中并插入到DOM中另一个位置，它会
被移到目标位置，而不是被克隆到目标位置：

<div	class="container">
		<h2>Greetings</h2>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然而，如果有超过一个目标元素，将创建插入元素的克隆副本，以
用于每个目标，除了最后一个目标，而且会返回那个新集合（原来
的元素加上克隆的元素）。

其它说明
根据设计意图，任何接受一段HTML字符串的jQuery构造器或
者jQuery方法——包括 jQuery()、 .append()、 .after()等等—
—都会潜在地执行代码。这可能发生脚本标签注入，或者使用H
TML的元素属性执行代码（例如， <img	onload="">。）千万不
要用这些方法来插入从不可信任的来源获得的字符串，比如说
URL查询参数、cookies，或者表单输入。这样做还可能引入
跨站脚本（XSS）漏洞。在往document添加内容之前要删除



或转义一切的用户输入。

示例

把所有的span插入到带有ID为“foo”的元素的开头（查看 prepend(

)的文档以获得更多的示例）。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ependTo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foo">FOO!</div>
<span>I	have	something	to	say...	</span>
	
<script>
$(	"span"	).prependTo(	"#foo"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prepend() 下一页：.prev()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rependto.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rependt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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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prevAll().prevAll()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2

.prevAll(	[selector	]	)

描述：获得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所有前面的同辈元素，视情
况用一个选择器作筛选。

.prevAll(	[selecto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prevAll()方法
在DOM树中搜索遍这些元素所有的前面的同辈元素，并根据匹配的
元素构造一个新的jQuery对象；返回的元素顺序是从最接近的同
辈元素开始的。
该方法可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与我们可以传递给 $()函
数的选择器表达式类型相同。如果提供了这个选择器，将对元素作
筛选，测试它是否匹配选择器。
设想一个网页上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ul>
		<li>list	item	1</li>
		<li>list	item	2</li>
		<li	class="third-item">list	item	3</li>
		<li>list	item	4</li>
		<li>list	item	5</li>
</ul>

如果我们开始于第三项，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它前面的元素：

$(	"li.third-item"	).prevAll().css(	"background
-color",	"red"	);

xml

javascript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第一项和第二项有红色的背景。因为我们没有应
用一个选择器表达式，这些前面的元素毫不含糊地会成为对象的一
部分。如果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只有匹配这个表达式的
元素才会包括在内。

示例

定位最后一个div之前的所有div，并给它们加一个样式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evAll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70px;
				height:	70px;
				background:	#abc;
				border:	2px	solid	black;
				margin:	10px;
				float:	left;
		}
		div.before	{
				border-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	"div:last"	).prevAll().addClass(	"before"	);
</script>
	



上一页：.prev() 下一页：.prevUntil()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reval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rev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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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prevUntil().prevUntil()

分类：遍历	>	树遍历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6

.prevUntil(	[selector	]	[,	fi

lter	]	)

描述：获得每个元素所有前面的同辈元素，向前直到遇到匹配选择
器、DO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的那个元素（但是不包含这个匹配的
元素）。

.prevUntil(	[selector	]	[,	filter	]

)

selecto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以表示在哪里
停止匹配前面的同辈元素。
filte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prevUntil(	[element	]	[,	filter	]	

)

element

类型：Element	or	jQuery
一个DOM节点或jQuery对象，以表示在哪里停止匹配前面
的同辈元素。
filter

类型：Selector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选择器表达式，用来匹配所针
对的元素。

给定一个jQuery对象，代表了一个DOM元素的集合， .prevUntil()

方法允许我们搜索遍DOM树中这些元素前面的同辈元素，直到它达



到一个匹配方法的参数的元素才停止。返回的新的jQuery对象包
含了所有的前面的同辈元素，直到但是不包括 .prevUntil()的参数
匹配到的那个元素。
如果没有提供该选择器或者提供了但是没匹配到，则所有前面的同
辈元素都会被选中；那样的话，它就和不提供选择器的 .nextAll()

方法选择了同样的元素。
自从jQuery	1.6，1个DOM节点或者jQuery对象，代替了一个选
择器，可能传递给 .prevUntil()方法。

该方法可以视情况接受一个选择器表达式作为它的第二个参数。如
果提供了该参数，将筛选元素，测试它们是否匹配该选择器。

示例

找到出现在<dt	id="term-2">前面的直到上一个<dt>的同辈元
素，并给它们红色背景。还要找到出现在<dt	id="term-3">前
面、直到<dt	id="term-1">的<dd>同辈元素，给它们绿色的文
本颜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prevUntil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l>
		<dt	id="term-1">term	1</dt>
		<dd>definition	1-a</dd>
		<dd>definition	1-b</dd>
		<dd>definition	1-c</dd>
		<dd>definition	1-d</dd>
	
		<dt	id="term-2">term	2</dt>
		<dd>definition	2-a</dd>
		<dd>definition	2-b</dd>



上一页：.prevAll() 下一页：.promise()

		<dd>definition	2-c</dd>
	
		<dt	id="term-3">term	3</dt>
		<dd>definition	3-a</dd>
		<dd>definition	3-b</dd>
</dl>
	
<script>
$(	"#term-2"	).prevUntil(	"dt"	)
		.css(	"background-color",	"red"	);
	
var	term1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term-1"	)
;
$(	"#term-3"	).prevUntil(	term1,	"dd"	)
		.css(	"color",	"green"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revunti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revuntil.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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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pushStack().pushStack()

分类：内部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3

.pushStack(	elements	)

描述：把一个DOM元素集合添加到jQuery栈。

.pushStack(	elements	)

elements

类型：Array
一个元素的数组，把它推加到栈上，并制作进入个新的jQu
ery对象。

.pushStack(	elements,	name,	argumen

ts	)

elements

类型：Array
一个元素的数组，把它推加到栈上，并制作进入个新的jQu
ery对象。
name

类型：String
生成该元素数组的jQuery方法的名称。
arguments

类型：Array
传递给该jQuery方法的参数（用于序列化）。

示例

把一个DOM元素集合添加到jQuery栈，然后再取出来。

jQuery([])
		.pushStack(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	"d
iv"	)	)

javascript



上一页：.prop() 下一页：.queue()

		.remove()
		.end();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pushstack.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pushstac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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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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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removeAttr().removeAttr()

分类：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加入于:	1.0

.removeAttr(	attributeName	)

描述：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元素属性。

.removeAttr(	attributeName	)

attributeName

类型：String
要删除的元素属性；自从jQuery	1.7，它可以是用空格
分隔的元素属性的列表。

.removeAttr()方法使用了JavaScript函数 removeAttribute()，但
是它有一个好处是可以直接在一个jQuery对象上调用，而且它考
虑跨浏览器不同的元素属性名。
注意：使用 .removeAttr()方法来删除一个内联的 onclick事件处理
函数，在IE6、IE7、IE8中不会实现想要的效果。要想避免这种潜
在的问题，请使用 .prop()方法来代替它：

$element.prop(	"onclick",	null	);
console.log(	"onclick	property:	",	$element[	0	
].onclick	);

示例

点击按钮，来改变按钮后面的输入框的title。把鼠标指针移到文
本输入框上面，以查看添加并删除元素属性title的效果。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moveAttr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javascript

xml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Change	title</button>
<input	type="text"	title="hello	there">
<div	id="log"></div>
	
<script>
(function()	{
		var	inputTitle	=	$(	"input"	).attr(	"title"	)
;
		$(	"button"	).click(function()	{
				var	input	=	$(	this	).next();
	
				if	(	input.attr(	"title"	)	===	inputTitle	)
	{
						input.removeAttr(	"title"	)
				}	else	{
						input.attr(	"title",	inputTitle	);
				}
	
				$(	"#log"	).html(	"input	title	is	now	"	+	i
nput.attr(	"title"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remove() 下一页：.removeClass()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moveatt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moveatt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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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replaceWith().replaceWith()

分类：操纵	>	DOM替代



加入于:	1.2

加入于:	1.4

.replaceWith(	newContent	)

描述：用提供的新内容替换掉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每个元素，并返
回已经被删除的元素的集合。

.replaceWith(	newContent	)

newContent

类型：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Array	or	jQue
ry

要插入的内容。可能是HTML字符串、DOM元素、DOM元素
的数组，或者jQuery对象。

.replaceWith(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它返回匹配的元素集合所要替换的内容。

.replaceWith()方法在一次调用中，从DOM上删除内容，并把一段
新内容插入到它的位置。设想这样的DOM结构：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first">Hello</div>
		<div	class="inner	second">And</div>
		<div	class="inner	third">Goodbye</div>
</div>

可以用指定的HTML替抱内部 <div>。

$(	"div.second"	).replaceWith(	"<h2>New	heading
</h2>"	);

结果的结构如下：

xml

javascript

xml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first">Hello</div>
		<h2>New	heading</h2>
		<div	class="inner	third">Goodbye</div>
</div>

可以一次性瞄准所有的内部的div：

$(	"div.inner"	).replaceWith(	"<h2>New	heading<
/h2>"	);

这导致它们全都被替换掉了：

<div	class="container">
		<h2>New	heading</h2>
		<h2>New	heading</h2>
		<h2>New	heading</h2>
</div>

可以选中一个元素，作为替换内容：

$(	"div.third"	).replaceWith(	$(	".first"	)	);

结果的结构如下：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second">And</div>
		<div	class="inner	first">Hello</div>
</div>

这个示例演示了被选中的元素代替了目标元素，是把它从它的旧位
置移过来，而不是克隆过来。
.replaceWith()方法，就和大多数jQuery方法一样，会返回一个j
Query对象，因此别的方法可以连缀到它后面。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是返回了原始jQuery对象。这个对象引用了已经从DOM中删除
的元素，而不是引用已经替换上去的新对象。



其它说明
T .replaceWith()方法除了删除元素，还删除了所有的和被删除
的元素有关的数据以及事件处理函数。
在jQuery	1.9以前的版本中， .replaceWith()会试图添加或
改变当前jQuery集合中的节点。这个方法可能返回一个新的j
Query集合，而不是原始的集合。自从jQuery	1.9， .after(

)方法、 .before()方法和 .replaceWith()方法总是返回原始的
未经修改的集合。但是尝试在这些没有父元素的元素在一个节
点上使用这些方法，不会有效果——那是说，无论是集合还是它
所包含的节点都不会改变。

示例

点击之后，用一个包含了同样的词的div来代替按钮。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placeWith	demo</title>
		<style>
		button	{
				display:	block;
				margin:	3px;
				color:	red;
				width:	200px;
		}
		div	{
				color:	red;
				border:	2px	solid	blue;
				width:	200px;
				margin:	3px;
				text-align:	ce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First</button>
<button>Second</button>
<button>Third</button>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this	).replaceWith(	"<div>"	+	$(	this	).te
xt()	+	"</div>"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用粗体单词替换抽有的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placeWith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	"p"	).replaceWith(	"<b>Paragraph.	</b>"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On	click,	replace	each	paragraph	with	a	div	that	

is	already	in	the	DOM	and	selected	with	the	 $() 	f

unction.	Notice	it	doesn't	clone	the	object	but	r

ather	moves	it	to	replace	the	paragraph.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placeWith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solid	blue;
				color:	red;
				margin:	3px;



		}
		p	{
				border:	2px	solid	red;
				color:	blue;
				margin:	3px;
				cursor:	poi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div>Replaced!</div>
	
<script>
$(	"p"	).click(function()	{
		$(	this	).replaceWith(	$(	"div"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On	button	click,	replace	the	containing	div	with	

its	child	divs	and	append	the	class	name	of	the	s



elected	element	to	the	paragraph.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placeWith	demo</title>
		<style>
		.container	{
				background-color:	#991;
		}
		.inner	{
				color:	#911;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button>Replace!</button>
</p>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Scooby</div>
		<div	class="inner">Dooby</div>
		<div	class="inner">Doo</div>
</div>
	
<script>
$(	"button"	).on(	"click",	function()	{
		var	$container	=	$(	"div.container"	).replace
With(function()	{
				return	$(	this	).contents();
		});
	
		$(	"p"	).append(	$container.attr(	"class"	)	)
;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replaceAll() 下一页：:reset	选择器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placewith.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placewit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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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Integer

.scrollLeft().scrollLeft()

分类：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2.6

.scrollLeft()

描述：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水平
位置。

.scrollLef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水平滚动位置等于可滚动区域中左边被隐藏起来不可见的区域的宽
度的像素数。如果滚动条在最左边，或者该元素不可滚动，这个数
字将是 0。

注意：当直接调用 .scrollLeft()，或者使用 .animate()作为变
动的属性时，如果它被应用的元素是隐藏的，则不能起作用。

示例

获得一个段落文本的scrollLef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crollLeft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10px;
				padding:	5px;
				border:	2px	solid	#666;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xml



返回:	jQuery

</head>
<body>
	
<p>Hello</p><p></p>
	
<script>
var	p	=	$(	"p:first"	);
$(	"p:last"	).text(	"scrollLeft:"	+	p.scrollLef
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2.6

.scrollLeft()

描述：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水平位置。

.scrollLeft(	value	)

value

类型：Number
一个整型数，表示要设置滚动条滚动到的新位置。

水平滚动位置等于可滚动区域中左边被隐藏起来不可见的区域的宽
度的像素数。 scrollLeft为每个匹配元素设置滚动条的水平位置。

示例

设置一个div的scrollLef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crollLeft	demo</title>
		<style>
		div.demo	{
				background:	#ccc	none	repeat	scroll	0	0;
				border:	3px	solid	#666;
				margin:	5px;
				padding:	5px;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200px;
				height:	100px;
				overflow:	auto;
		}
		p	{
				margin:	10px;
				padding:	5px;

xml



上一页：.scroll() 下一页：.scrollTop()

				border:	2px	solid	#666;
				width:	1000px;
				height:	100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demo"><h1>lalala</h1><p>Hello</p></
div>
	
<script>
$(	"div.demo"	).scrollLeft(	300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crolllef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crolllef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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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Integer

.scrollTop().scrollTop()

分类：CSS	|	偏移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2.6

.scrollTop()

描述：获得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第一个元素的滚动条的当前垂直
位置。

.scrollTop()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垂直滚动位置等于可滚动区域中上面被隐藏起来不可见的区域的宽
度的像素数。如果滚动条在最上面，或者该元素不可滚动，这个数
字将是0。

示例

获得一个段落文本的scrollTop。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crollTop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10px;
				padding:	5px;
				border:	2px	solid	#666;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p></p>
	
<script>

xml



返回:	jQuery

var	p	=	$(	"p:first"	);
$(	"p:last"	).text(	"scrollTop:"	+	p.scrollTop(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加入于:	1.2.6

.scrollTop()

描述：为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滚动条的垂直位置。

.scrollTop(	value	)

value

类型：Number
一个整型数，表示要设置滚动条滚动到的新位置。

垂直滚动位置等于可滚动区域中上面被隐藏起来不可见的区域的宽
度的像素数。 scrollTop为每个匹配元素设置滚动条的垂直位置。

示例

设置一个div的scrollTop。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crollTop	demo</title>
		<style>
		div.demo	{
				background:	#ccc	none	repeat	scroll	0	0;
				border:	3px	solid	#666;
				margin:	5px;
				padding:	5px;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200px;
				height:	100px;
				overflow:	auto;
		}
		p	{
				margin:	10px;
				padding:	5px;

xml



上一页：.scrollLeft() 下一页：.select()

				border:	2px	solid	#666;
				width:	1000px;
				height:	100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demo"><h1>lalala</h1><p>Hello</p></
div>
	
<script>
$(	"div.demo"	).scrollTop(	300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crollto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crollto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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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Array

.serializeArray().serializeArray()

分类：表单	|	Ajax	>	辅助函数



加入于:	1.2

.serializeArray()

描述：把一个表单元素集合编码为一个名值对数组。

.serializeArray()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serializeArray()方法创建了一个JavaScript数组，用来编码成
一个JSON字符串。它在表单或表单控件的jQuery集合中进行操作
。这些控件可以是这么几种类型的：

<form>
		<div><input	type="text"	name="a"	value="1"	id
="a"></div>
		<div><input	type="text"	name="b"	value="2"	id
="b"></div>
		<div><input	type="hidden"	name="c"	value="3"	
id="c"></div>
		<div>
				<textarea	name="d"	rows="8"	cols="40">4</te
xtarea>
		</div>
		<div><select	name="e">
				<option	value="5"	selected="selected">5</op
tion>
				<option	value="6">6</option>
				<option	value="7">7</option>
		</select></div>
		<div>
				<input	type="checkbox"	name="f"	value="8"	i
d="f">
		</div>
		<div>
				<input	type="submit"	name="g"	value="Submit
"	id="g">
		</div>
</form>

xml



.serializeArray()方法针对有结果的控件使用标准W3C规则，以确
定哪个元素需要包含在内；特别是这些元素不能是被禁用的，而且
必须带有一个元素属性 name。非提交按钮的值也会被序列化，因为
表单不使用一个按钮来提交。来自文件选择元素中的数据不会被序
列化。
该方法可以对包含了单个的表单控件的jQuery对象进行操作，单
个表单控件比如说 <input>、 <textarea>和 <select>。然而，还有
个更简单的方法是，直接选择 <form>元素进行序列化操作：

$(	"form"	).submit(function(	event	)	{
		console.log(	$(	this	).serializeArray()	);
		event.preventDefault();
});

这导致了以下的数据结构（由支持 console.log的浏览器提供）：

[
		{
				name:	"a",
				value:	"1"
		},
		{
				name:	"b",
				value:	"2"
		},
		{
				name:	"c",
				value:	"3"
		},
		{
				name:	"d",
				value:	"4"
		},
		{
				name:	"e",
				value:	"5"
		}
]

http://www.w3.org/TR/html401/interact/forms.html#h-17.13.2


示例

从表单中获得值，迭代遍它们，并把它们应用到一个结果显示中：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erializeArray	demo</title>
		<style>
		body,	select	{
				font-size:	14px;
		}
		form	{
				margin:	5px;
		}
		p	{
				color:	red;
				margin:	5px;
		}
		b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b>Results:</b>	<span	id="results"></span></
p>
<form>
		<select	name="single">
				<option>Single</option>
				<option>Single2</option>
		</select>
		<select	name="multiple"	multiple="multiple">
				<option	selected="selected">Multiple</optio
n>
				<option>Multiple2</option>
				<option	selected="selected">Multiple3</opti
on>



		</select>
		<br>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heck"	value="ch
eck1"	id="ch1">
		<label	for="ch1">check1</label>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heck"	value="ch
eck2"	checked="checked"	id="ch2">
		<label	for="ch2">check2</label>
		<input	type="radio"	name="radio"	value="radio
1"	checked="checked"	id="r1">
		<label	for="r1">radio1</label>
		<input	type="radio"	name="radio"	value="radio
2"	id="r2">
		<label	for="r2">radio2</label>
</form>
	
<script>
		function	showValues()	{
				var	fields	=	$(	":input"	).serializeArray()
;
				$(	"#results"	).empty();
				jQuery.each(	fields,	function(	i,	field	)	{
						$(	"#results"	).append(	field.value	+	"	"
	);
				});
		}
	
		$(	":checkbox,	:radio"	).click(	showValues	);
		$(	"select"	).change(	showValues	);
		showValues();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serialize() 下一页：.show()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erializearray.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erializearray.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slideDown().slideDown()

分类：效果	>	滑移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slideDown(	[duration	]	[,	co

mplete	]	)

描述：用滑移动作显示匹配的元素。

.slideDown(	[duration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slideDown(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加入于:	1.4.3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slideDown(	[duration	]	[,	easing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slideDown()方法变动了匹配元素的高度。这会导致页面的下面部
分滑下去，显露出的项目。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如果提供了别的字符串，或者如果省略了 duratio

n参数，就会使用duration的默认值 400毫秒。

我们可以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先隐藏掉元素，我们可以慢慢显示它：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slideDown(	"slow",	function()	{
				//	动画完成。
		});
});

插图1

缓动

自从jQuery	1.4.3，可以使用一个可选的字符串，它命名了一个
缓动函数。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画推进的
速度。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情况下，
称为 swing ,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多的缓动
函数要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插件。

回调函数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 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自从jQuery	1.6， .promise()方法可以与 deferred.done()方法配
合使用，以当所有的匹配元素都结束它们的动画时，对动画的整体
执行一个回调函数（参见example	for	.promise()）。

http://jqueryui.com.htm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slideDown()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
设置 j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
要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如果在一个无序列表（ <ul>）上调用 .slideDown()，而且它的
<li>元素有定位（ position:relative、 position:absolute或
者 position:fixed），在IE6、IE7、IE8、IE9中，效果可能
不起作用，除非 <ul>具有“布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请给<
ul>添加CSS声明 position:	relative;	zoom:	1;。

示例

变动所有的div，让它们向下滑移，在600毫秒内结束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lideDown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de9a44;
				margin:	3px;
				width:	80px;
				height:	40px;
				display:	none;
				float: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Click	me!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	document.body	).click(function	()	{
		if	(	$(	"div:first"	).is(	":hidden"	)	)	{
				$(	"div"	).slideDown(	"slow"	);
		}	else	{
				$(	"div"	).hide();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变动所有的输入框让它向下滑移，在1000毫秒内结束动画。一旦动
画完成时，输入框看起来有变化，特是如果中间的输入框得到了焦
点的话。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lideDown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cfd;
				margin:	3px;



				width:	50px;
				text-align:	center;
				float:	left;
				cursor:	pointer;
				border:	2px	outset	black;
				font-weight:	bolder;
		}
		input	{
				display:	none;
				width:	120px;
				float:	left;
				margin:	1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Push!</div>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text"	class="middle">
<input	type="text">
	
<script>
$(	"div"	).click(function()	{
		$(	this	).css({
				borderStyle:	"inset",
				cursor:	"wait"
		});
		$(	"input"	).slideDown(	1000,	function()	{
				$(	this	)
						.css(	"border",	"2px	red	inset"	)
						.filter(	".middle"	)
								.css(	"background",	"yellow"	)
								.focus();
				$(	"div"	).css(	"visibility",	"hidden"	);
		});
});
	
</script>
	
</body>
</html>



上一页：.slice() 下一页：.slideToggle()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lidedow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lidedown.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slideUp().slideUp()

分类：效果	>	滑移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slideUp(	[duration	]	[,	comp

lete	]	)

描述：用一个滑移动作隐藏匹配的元素。

.slideUp(	[duration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slideUp(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加入于:	1.4.3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slideUp(	[duration	]	[,	easing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slideUp()方法变动了匹配元素的高度。这会导致页面的下面部分
滑上来，隐藏掉项目。在一个隐藏动画后面当高度达到0时（或者
，如果设置了CSS属性min-height，则在达到min-height的时
候），样式属性 display会被设置为 none以确保元素不再影响网页
的布局。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如果提供了别的字符串，或者如果省略了 duratio

n参数，就会使用duration的默认值 400毫秒。

我们可以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先显示元素，我们可以慢慢隐藏掉它：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slideUp(	"slow",	function()	{
				//	动画完成。
		});
});

插图1

缓动

自从jQuery	1.4.3，可以使用一个可选的字符串，它命名了一个
缓动函数。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画推进的
速度。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情况下，
称为 swing ,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多的缓动
函数要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插件。

回调函数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 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自从jQuery	1.6， .promise()方法可以与 deferred.done()方法配
合使用，以当所有的匹配元素都结束它们的动画时，对动画的整体
执行一个回调函数（参见example	for	.promise()）。

http://jqueryui.com.htm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slideUp()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设
置 j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要
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如果在一个无序列表（ <ul>）上调用 .slideDown()，而且它的
<li>元素有定位（ position:relative、 position:absolute或
者 position:fixed），在IE6、IE7、IE8、IE9中，效果可能
不起作用，除非 <ul>具有“布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请给<
ul>添加CSS声明 position:	relative;	zoom:	1;。

示例

变动所有的div，让它向上滑移，在400毫秒内完成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lideUp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3d9a44;
				margin:	3px;
				width:	80px;
				height:	40px;
				float: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Click	me!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script>
$(	document.body	).click(function()	{
		if	(	$(	"div:first"	).is(	":hidden"	)	)	{
				$(	"div"	).show(	"slow"	);
		}	else	{
				$(	"div"	).slideUp();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变动所有的div，让它向上滑移，在200毫秒内完成动画。一旦动
画结束，跳出提示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lideUp	demo</title>
		<style>
	div	{
			margin:	2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button>Hide	One</button>
		<input	type="text"	value="One">
</div>
	
<div>
		<button>Hide	Two</button>
		<input	type="text"	value="Two">
</div>
	
<div>
		<button>Hide	Three</button>
		<input	type="text"	value="Three">
</div>
	
<div	id="msg"></div>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this	).parent().slideUp(	"slow",	function(
)	{
				$(	"#msg"	).text(	$(	"button",	this	).text(
)	+	"	has	completed."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slideToggle() 下一页：.stop()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lideu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lideup.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Array

.toArray().toArray()

分类：杂项	>	DOM元素的方法



加入于:	1.4

.toArray()

描述：取回包含在该jQuery集合中的所有元素，作为一个数组。

.toArray()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toArray返回jQuery集合中的所有元素：

alert(	$(	"li"	).toArray()	);

调用这个方法，所有的匹配的DOM节点都会返回，包含在一个标准
数组中：
[<li	id="foo">,	<li	id="bar">]

示例

选择document中所有的div，并以一个数组的形式返回DOM元素；
然后使用内建的 reverse()方法，以颠倒这个数组。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oArray	demo</title>
		<style>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javascript

xml



上一页：:text	选择器 下一页：.toggle()

	
Reversed	-	<span></span>
	
<div>One</div>
<div>Two</div>
<div>Three</div>
	
<script>
function	disp(	divs	)	{
		var	a	=	[];
		for	(	var	i	=	0;	i	<	divs.length;	i++	)	{
				a.push(	divs[	i	].innerHTML	);
		}
		$(	"span"	).text(	a.join(	"	"	)	);
}
	
disp(	$(	"div"	).toArray().revers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oarray.htm查看示例。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oarray.htm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toggleClass().toggleClass()

分类：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3

加入于:	1.4

加入于:	1.4

.toggleClass(	className	)

描述：给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添加一个或多个样式类，或
从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或多个样式类，取决于样
式类是否存在，或者取决于状态参数的值。

.toggleClass(	className	)

className

类型：String
针对匹配的集合中的每个元素，要切换的一个或多个样式
类名（用空格分隔）。

.toggleClass(	className,	state	)

className

类型：String
针对匹配的集合中的每个元素，要切换的一个或多个样式
类名（用空格分隔）。
state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用来确定是要添加样式类还是删除样式类。

.toggleClass(	[state	]	)

state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用来确定是要添加样式类还是删除样式类。

.toggleClass(	function	[,	state	]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classN
ame,	Boolean	state	)	=>	String



一个函数，它返回在匹配的集合中每个元素的样式类属性
上要被切换的样式类名。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以及
旧样式类值和状态作为参数。
state

类型：Boolean
一个布尔值，用来确定是要添加样式类还是删除样式类。

这个方法取用一个或更多的类名，作为它的参数。在第一个版本中
，如果在元素的匹配的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已经有那个样式类，则会
删除那个样式类；如果一个元素没有那个样式类，则会加上那个样
式类。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对一个简单的 <div>应用 .toggleClass()

：

<div	class="tumble">Some	text.</div>

我们第一次应用 $(	"div.tumble"	).toggleClass(	"bounce"	)可以得
到以下结果：

<div	class="tumble	bounce">Some	text.</div>

我们第二次应用 $(	"div.tumble"	).toggleClass(	"bounce"	)，则 <di

v>类返回一个 tumble值：

<div	class="tumble">Some	text.</div>

把 .toggleClass(	"bounce	spin"	)应用到同一个 <div>上，会在 <div

class="tumble	bounce	spin">和 <div	class="tumble">之间切换。

.toggleClass()的第二个版本使用第二个参数来决定那个样式类是
要添加还是要删除。如果该参数是true，则添加该样式类；如果该
参数是false，则删除该样式类。
本质上，该语句：

$(	"#foo"	).toggleClass(	className,	addOrRemove



	);

等同于

if	(	addOrRemove	)	{
		$(	"#foo"	).addClass(	className	);
}	else	{
		$(	"#foo"	).removeClass(	className	);
}

自从jQuery	1.4，如果没有参数传递给 .toggleClass()，会切换
在第一次调用 .toggleClass()时该元素上的所有的样式类。同样是
自从jQuery	1.4，要切换的类名可以通过传入一个函数来确定。

$(	"div.foo"	).toggleClass(function()	{
		if	(	$(	this	).parent().is(	".bar"	)	)	{
				return	"happy";
		}	else	{
				return	"sad";
		}
});

这个示例针对 <div	class="foo">这个元素，如果它们的父元素具有
bar样式类的话，就切换happy样式类；否则，它将切换sad样式
类。

示例

当一个段落文本被点击时，切换样式类“highligh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oggleClass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4px;
				font-size:	16px;
				font-weight:	bolder;
				cursor:	pointer;
		}
		.blue	{
				color:	blue;
		}
		.highlight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class="blue">Click	to	toggle</p>
<p	class="blue	highlight">highlight</p>
<p	class="blue">on	these</p>
<p	class="blue">paragraphs</p>
	
<script>
$(	"p"	).click(function()	{
		$(	this	).toggleClass(	"highligh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当在一个段落文本上点击三次时，给这个段落文本添加一个“high
light”样式类，在每个第一次点击和第二次点击时，删除这个样
式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oggleClass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4px;
				font-size:	16px;
				font-weight:	bolder;
				cursor:	pointer;
		}
		.blue	{
				color:	blue;
		}
		.highlight	{
				background: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class="blue">Click	to	toggle	(<span>clicks:	
0</span>)</p>
<p	class="blue	highlight">highlight	(<span>clic
ks:	0</span>)</p>
<p	class="blue">on	these	(<span>clicks:	0</span
>)</p>
<p	class="blue">paragraphs	(<span>clicks:	0</sp
an>)</p>
	
<script>
var	count	=	0;
$(	"p"	).each(function()	{
		var	$thisParagraph	=	$(	this	);



		var	count	=	0;
		$thisParagraph.click(function()	{
				count++;
				$thisParagraph.find(	"span"	).text(	"clicks
:	"	+	count	);
				$thisParagraph.toggleClass(	"highlight",	co
unt	%	3	===	0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为每个div切换样式类名，类名表示在按钮上。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oggleClass	demo</title>
		<style>
		.wrap	>	div	{
				float:	left;
				width:	100px;
				margin:	1em	1em	0	0;
				padding=left:	3px;



				border:	1px	solid	#abc;
		}
		div.a	{
				background-color:	aqua;
		}
		div.b	{
				background-color:	burlywood;
		}
		div.c	{
				background-color:	cornsilk;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class="buttons">
		<button>toggle</button>
		<button	class="a">toggle	a</button>
		<button	class="a	b">toggle	a	b</button>
		<button	class="a	b	c">toggle	a	b	c</button>
		<a	href="#">reset</a>
</div>
<div	class="wrap">
		<div></div>
		<div	class="b"></div>
		<div	class="a	b"></div>
		<div	class="a	c"></div>
</div>
	
<script>
var	cls	=	[	"",	"a",	"a	b",	"a	b	c"	];
var	divs	=	$(	"div.wrap"	).children();
var	appendClass	=	function()	{
		divs.append(function()	{
				return	"<div>"	+	(	this.className	||	"none"
	)	+	"</div>";
		});
};
	
appendClass();
	
$(	"button"	).on(	"click",	fun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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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tc	=	this.className	||	undefined;
		divs.toggleClass(	tc	);
		appendClass();
});
	
$(	"a"	).on(	"click",	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divs.empty().each(function(	i	)	{
				this.className	=	cls[	i	];
		});
		appendClass();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oggleclas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ogglecla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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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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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Object

.triggerHandler().triggerHandler()

分类：事件	>	事件处理附加物



加入于:	1.2

加入于:	1.3

.triggerHandler(	eventType	[,

extraParameters	]	)

描述：执行所有的附加到某个元素上针对某个事件的处理函数。

.triggerHandler(	eventType	[,	extra

Parameters	]	)

eventTyp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JavaScript事件对象，比如
说 click或者 keydown。
extraParameters

类型：Array	or	PlainObject
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额外参数。

.triggerHandler(	event	[,	extraPara

meters	]	)

event

类型：Event
A	 jQuery.Event 	object.

extraParameters

类型：Array	or	PlainObject
传递给事件处理函数的额外参数。

.triggerHandler(	eventType	)会执行所有针对该事件类型、用jQue
ry绑定的处理函数。它也会执行任何在该元素上找到的、调用 on{e

ventType}()的方法。该方法的行为近似于 .trigger()，但是有以下
区别：

.triggerHandler(	"event"	)方法不会在触发它的元素上，调用
该元素上的 .event()事件。这意味着在一个表单上调用 .trigge

rHandler(	"submit"	)不会调用表单上的 .submit()行为。



.trigger()方法会在所有匹配该jQuery对象的元素上起作用
，与此同时， .triggerHandler()只会影响第一个匹配的元素。
用 .triggerHandler()触发的事件不会在DOM中向上冒泡；如果
在目标元素上没有直接绑定的处理函数，就不会做任何事。
.triggerHandler()方法不会返回用于连缀的jQuery对象，而
是返回因它导致被执行的那个函数的函数返回值。如果没有触
发任何处理函数，它返回undefined。

欲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方法的信息，请参阅 .trigger()。

示例

如果你在focus事件上调用 .triggerHandler() ——将不会触发浏览器
的默认聚焦操作，只会触发绑定到聚焦事件上的事件处理函数。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riggerHandler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old">.trigger(	"focus"	)</button>
<button	id="new">.triggerHandler(	"focus"	)</bu
tton><br><br>
	
<input	type="text"	value="To	Be	Focused">
	
<script>
$(	"#old"	).click(function()	{
		$(	"input"	).trigger(	"focus"	);
});
$(	"#new"	).click(function()	{
		$(	"input"	).triggerHandler(	"focus"	);
});
$(	"input"	).focus(function()	{
		$(	"<span>Focused!</span>"	).appendTo(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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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deOut(	10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triggerhandle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triggerhandl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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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wrapAll().wrapAll()

分类：操纵	>	DOM周围插入



加入于:	1.2

加入于:	1.4

.wrapAll(	wrappingElement	)

描述：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所有元素周围包裹一个HTML结构。

.wrapAll(	wrappingElement	)

wrappingElement

类型：Selector	or	htmlString	or	Element	or	j
Query

一个HTML片段、选择器表达式、jQuery对象，或者DOM元
素，用来指定要在匹配的元素周围包裹的结构。

.wrapAll(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	=>	String	or
	jQuery

一个回调函数，返回HTML内容或者jQuery对象，包围在
匹配元素的周围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作为参数。在
这个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wrapAll()函数可以取用任何可以传递给 $()函数的字符串或对象
，以指定一个DOM结构。这个结构可以嵌套多层深度，但是必须只
有一个最内层的元素。这个结构将包裹匹配元素集合中的所有元素
，作为一个组。
设想下面的HTML：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使用 .wrapAll()，我们可以在<div	class="inner">元素周围插
入一个HTML结构，如下所示：

xml

javascript



$(	".inner"	).wrapAll(	"<div	class='new'	/>");

快速创建了新的 <div>，并把它添加到DOM中。结果是一个新的DOM
包裹在所有匹配的元素周围：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new">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div>

示例

在所有段落文本周围包裹一个新的div。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All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solid	blue;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	"p"	).wrapAll(	"<div></div>"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span>周围包裹一个新创建的对象树。注意，<span>之间的任
何元素都不会被包裹，比如说例子中使用的<strong>（红色文本
）。即使是<span>之间的空格也不会被包裹。点击“View	Sourc
e”以查看原始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All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blue	solid;
				margin:	2px;
				padding:	2px;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2px;



				padding:	2px;
		}
		strong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span>Span	Text</span>
<strong>What	about	me?</strong>
<span>Another	One</span>
	
<script>
$(	"span").wrapAll(	"<div><div><p><em><b></b></
em></p></div></div>"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所有的段落文本周围包裹一个新的div。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All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solid	blue;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	"p"	).wrapAll(	document.createElement(	"div"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所有的段落文本周围包裹一个jQuery对象，它是一个双层深度
的div。注意，它没有移动对象，仅仅是克隆对象以包裹目标。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All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solid	blue;
				margin:	2px;
				padding:	2px;
		}
		.doublediv	{
				border-color:	red;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4px;
				font-size:	1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div	class="doublediv"><div></div></div>
	
<script>
$(	"p"	).wrapAll(	$(	".doublediv"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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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wrapal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wrap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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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jaxError().ajaxError()

分类：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加入于:	1.0

.ajaxError(	handler	)

描述：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在Ajax请求以出错告终时调用它。这是
一个Ajax事件。

.ajaxError(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	jqXHR	jqXHR,	Pl
ainObject	ajaxSettings,	String	thrownError	

)

要被调用执行的函数。

每当一个Ajax请求以出错告终时，jQuery触发 ajaxError事件。
任何已经用 .ajaxError()方法注册到该事件的处理函数都会在这个
时候执行。注意：注意：不会针对跨域脚本和跨域JSONP请求调用
该处理函数。
要想在实践中观察该方法，只要设置一个基本的Ajax载入请求：

<button	class="trigger">Trigger</button>
<div	class="result"></div>
<div	class="log"></div>

向document附加一个事件处理函数。

$(	document	).ajaxError(function()	{
		$(	".log"	).text(	"Triggered	ajaxError	handle
r."	);
});

现在，用任何jQuery方法制作一个Ajax请求：

$(	"button.trigger"	).on(	"click",	function()	{

x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	"div.result"	).load(	"ajax/missing.html"	)
;
});

用户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Ajax请求会失败，因为请求的文件缺失
了，将显示记录消息。
所有的 ajaxError处理函数都会被调用执行，无论是哪个Ajax请求
结束时。要想区分这些请求，请使用传递给处理函数的参数。每次
执行一个 ajaxError处理函数的时候，会向它传递该事件对象、 jqX

HR对象（jQuery	1.5以前的版本使用 XMLHttpRequest对象）、以
及创建请求时所用到的setting对象。当发生了一个HTTP错误的
时候，第四个参数（ thrownError）接收HTTP状态的文本部分，比
如说“Not	Found”	或者“Internal	Server	Error”。举个例
子，你可能限制回调函数只处理与特定URL有关的事件：

$(	document	).ajaxError(function(	event,	jqxhr,
	settings,	thrownError	)	{
		if	(	settings.url	==	"ajax/missing.html"	)	{
				$(	"div.log"	).text(	"Triggered	ajaxError	h
andler."	);
		}
});

其它说明
自从jQuery	1.9以后，所有的用于jQuery全局Ajax事件的
处理函数，包括用 .ajaxError方法添加的处理函数，必须附加
到 document上。
如果在调用 $.ajax()方法或者 $.ajaxSetup()方法时， global选
项被设置为false，将不会引发 .ajaxError()方法。

示例

当一个Ajax请求失败时显示一条消息。



上一页：.ajaxComplete() 下一页：.ajaxSend()

$(	document	).ajaxError(function(	event,	reques
t,	settings	)	{
		$(	"#msg"	).append(	"<li>Error	requesting	pag
e	"	+	settings.url	+	"</li>"	);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jaxerro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jaxerr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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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jaxStop().ajaxStop()

分类：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加入于:	1.0

.ajaxStop(	handler	)

描述：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当所有的Ajax请求都结束时调用它。这
是一个Ajax事件。

.ajaxStop(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将被调用执行的函数。

每当一个Ajax请求结束时，jQuery会检查是否还有别的未解决的
Ajax请求。如果没有滞后的Ajax请求，jQuery会触发该 ajaxStop

事件。任何已经用 .ajaxStop()方法注册到该事件的处理函数都会在
这个时候执行。如果最后的未解决的Ajax请求因为在 beforeSend回
调函数中返回false而取消，也会触发 ajaxStop事件。

要想在实践中观察该方法，只要设置一个基本的Ajax载入请求：

<div	class="trigger">Trigger</div>
<div	class="result"></div>
<div	class="log"></div>

向document附加该事件：

$(	document	).ajaxStop(function()	{
		$(	".log"	).text(	"Triggered	ajaxStop	handler
."	);
});

现在，使用任何jQuery方法制作一个Ajax请求：

$(	".trigger"	).click(function()	{
		$(	".result"	).load(	"ajax/test.html"	);

x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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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点击带有 trigger样式类的元素，当Ajax请求结束的时候，将
显示日志消息。

其它说明
自从jQuery	1.9版，所有的用于jQuery全局Ajax事件的处
理函数，包括用 .ajaxStop()方法添加的处理函数，必须附加
到 document上。
如果在调用 $.ajax()方法或者 $.ajaxSetup()方法时， global选
项被设置为false，将不会引发 .ajaxStop()方法。

示例

在所有Ajax请求停止之后隐藏一条载入消息。

$(	document	).ajaxStop(function()	{
		$(	"#loading"	).hide();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jaxsto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jaxstop.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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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Number

jQuery.fx.intervaljQuery.fx.interval

分类：效果	>	自定义效果	|	属性	>	全局jQuery对象的属性



加入于:	1.4.3

jQuery.fx.interval

描述：动画引发时，动画的刷新速率（以毫秒计）。

jQuery.fx.interval

操作该属性可以调整以后运行的动画每秒的帧数。默认值是13毫秒
。使这个数字变小，可以导致动画在较快的浏览器中（比如说Chro
me中）运行得更平滑，但是这样做会有性能和CPU代价。
因为jQuery使用一个全局的时间隔，所以必须在没有动画正在运
行、或者所有的动画停住的时候，改变这个属性，使它生效。

示例

导致所有的动画不带帧地运行。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jQuery.fx.interval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50px;
				height:	30px;
				margin:	5px;
				float:	left;
				background:	green;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input	type="button"	value="Run"></p>
<div></div>

xml



上一页：jQuery.fn.extend() 下一页：jQuery.fx.off

	
<script>
jQuery.fx.interval	=	100;
$(	"input"	).click(function()	{
		$(	"div"	).toggle(	3000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fx.interva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fx.interval.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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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XHR

jQuery.get()jQuery.get()

分类：Ajax	>	简写方法



加入于:	3.0

加入于:	1.0

jQuery.get(	[settings	]	)

描述：使用一个HTTP	GE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数据。

jQuery.get(	[settings	]	)

settings

类型：PlainObject
用来配置Ajax请求的键值对集合。除了 url之外的所有属
性都是可选的。可以针对 $.ajaxSetup()中的任何选项设置
默认值。参见 jQuery.ajax(	settings	)以了解设置项的完整
列表。type的选项会自动设置为 GET。

jQuery.get(	url	[,	data	]	[,	succes

s	]	[,	dataType	]	)

url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发送请求的URL。
data

类型：PlainObject	or	String
一个纯对象或字符串，将和请求一起发送到服务器。
success

类型：Function(	PlainObject	data,	String	tex
tStatus,	jqXHR	jqXHR	)

一个回调函数，在请求成功时执行它。如果提供了
dataType，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你可以使用 null或 jQuer

y.noop()作为占位符。
dataType

类型：String
期待来自服务器的数据类型。默认值：智能猜测（xml、j
son、script或html）。

这是 $.ajax()函数的简写，它等同于：javascript



$.ajax({
		url:	url,
		data:	data,
		success:	success,
		dataType:	dataType
});

把返回的数据传递给 success回调函数，返回的数据可能是一个XML
根元素、文本字符串、JavaScript文件，或者JSON对象，取决于
响应的MIME类型。它还传递了响应的文本状态。
自从jQuery	1.5，还会向 success回调函数传递一个"jqXHR"对
象（在jQuery	1.4中，传递XMLHttpRequest对象）。然而，因
为JSONP以及跨域GET请求并不使用XHR，在那种情况中，传递给s
uccess回调函数的 jqXHR和 textStatus参数是undefind。

大多数实现案例将指定一个success处理函数：

$.get(	"ajax/test.html",	function(	data	)	{
		$(	".result"	).html(	data	);
		alert(	"Load	was	performed."	);
});

该示例取回了请求的HTML片段，并把它插入到网页上。

jqXHR对象

自从jQuery	1.5，所有的jQuery的Ajax方法会把一个 XMLHttpRe

quest对象的超集。 $.get()所返回的这个jQuery	XHR对象，或者
称“jqXHR”，实现了Promise对象的接口，给它一个Promise对
象所有的属性、方法和行为（参见Deferred对象以了解更多信息
） jqXHR.done()方法（针对成功状态）、 jqXHR.fail()方法（针对
出错状态）以及 jqXHR.always()方法（针对结束状态，无论是成功
还是出错），需取用一个函数参数，在请求终止时调用它们。欲得
更多关于这个函数接收的参数的信息，请参阅 $.ajax()文档的jqXH
R对象部分。
Promise接口还允许jQuery的Ajax方法，包括 $.get()，在一个
请求上连缀多个 .done()、 .fail()以及 .always()回调函数，甚至
在请求已经结束时继续分配这些回调函数。如果请求已经结束，回
调函数会立即被引发。



//	在制作请求之后立即分配回调函数
//	并针对这个请求，记住jqxhr对象
var	jqxhr	=	$.get(	"example.php",	function()	{
		alert(	"success"	);
})
		.done(function()	{
				alert(	"second	success"	);
		})
		.fail(function()	{
				alert(	"error"	);
		})
		.always(function()	{
				alert(	"finished"	);
		});
	
//	在这里实施别的工作	...
	
//	为上面的请求设置别的结束函数
jqxhr.always(function()	{
		alert(	"second	finished"	);
});

弃用提醒

在jQuery	1.5中引入的回调函数 jqXHR.success()、 jqXHR.error()

和 jqXHR.complete()方法，在jQuery	1.5中被建议弃用。为了准
备好它们最终被删除，请使用 jqXHR.done()、 jqXHR.fail()和 jqXHR

.always()来代替。

其它说明
因为浏览器的安全限制，大多数Ajax请求要遵守同源策略；请
求不能成功地从不同的域名、不同的子域名、不同的端口或者
不同的协议检索到数据。
如果 jQuery.get()的请求返回一个错误代码，将它静默地失败
，除非脚本还调用了全局的 .ajaxError()方法。作为替代，自
从jQuery	1.5， jQuery.get()返回的 jqXHR对象的 .error()

也可以由error处理函数处理。
script请求和JSONP请求不用服众同域名策略的限制。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e_origin_policy


示例

请求test.php网页，但是忽略返回的结果。

$.get(	"test.php"	);

请求test.php网页，并随它发送额外数据（与此同时依然忽略返
回的结果）。

$.get(	"test.php",	{	name:	"John",	time:	"2pm"	
}	);

把数据的数组传到服务器（与此同时忽略返回的结果）。

$.get(	"test.php",	{	"choices[]":	["Jon",	"Susa
n"]	}	);

提醒来自请求test.php的结果（HTML或者XML，取决于返回了什
么）。

$.get(	"test.php",	function(	data	)	{
		alert(	"Data	Loaded:	"	+	data	);
});

提醒来自请求test.cgi并发送额外的预载入数据（HTML或XML，
取决于返回了什么）的结果。

$.get(	"test.cgi",	{	name:	"John",	time:	"2pm"	
}	)
		.done(function(	data	)	{
				alert(	"Data	Loaded:	"	+	data	);
		});

获得test.php的网页内容，它会以json格式返回（ <?php	echo	js



上一页：jQuery.fx.off 下一页：jQuery.getJSON()

on_encode(	array(	"name"=>"John","time"=>"2pm"	)	);	?>），并把
它添加到网页上。

$.get(	"test.php",	function(	data	)	{
		$(	"body"	)
				.append(	"Name:	"	+	data.name	)	//	John
				.append(	"Time:	"	+	data.time	);	//		2pm
},	"json"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ge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ge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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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event.isDefaultPrevented(event.isDefaultPrevented(

))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3

上一页：event.delegateTarget

下一页：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

event.isDefaultPrevented()

描述：返回 event.preventDefault()是否已经在该事件对象上调用过
了。

event.isDefaultPrevented()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示例

检查是否有别的 event.preventDefault()被调用了。

$(	"a"	).click(function(	event	)	{
		alert(	event.isDefaultPrevented()	);	//	false
		event.preventDefault();
		alert(	event.isDefaultPrevented()	);	//	true
});

如果网
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
/event.isdefaultprevente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javascript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isdefaultprevente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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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event.isPropagationStoppeevent.isPropagationStoppe

d()d()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3

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描述：返回 event.stopPropagation()是否已经在该事件对象上调用
过了。

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W3C	DOM	Level	3	规范文档中描述了该事件方法。

示例

检查 event.stopPropagation()是否已经被调用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demo</title
>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click	me</button>
<div	id="stop-log"></div>
	
<script>
function	propStopped(	event	)	{
		var	msg	=	"";
		if	(	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	{
				msg	=	"called";
		}	else	{
				msg	=	"not	called";
		}

xml

http://www.w3.org/TR/2003/WD-DOM-Level-3-Events-20030331/events.html#Events-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上一页：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

下一页：event.metaKey

		$(	"#stop-log"	).append(	"<div>"	+	msg	+	"</d
iv>"	);
}
	
$(	"button"	).click(function(event)	{
		propStopped(	event	);
		event.stopPropagation();
		propStopped(	even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
://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ispropagationstop
pe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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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Number

event.pageYevent.pageY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0.4

event.pageY

描述：相对于document上边缘的鼠标位置。

event.pageY

示例

显示相对于document的左边缘和上边缘的鼠标位置（在iframe内
部）。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pageY	demo</title>
		<style>
		body	{
				background-color:	#eef;
		}
		div	{
				padding:	2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log"></div>
	
<script>
$(	document	).on(	"mousemove",	function(	event	
)	{
		$(	"#log"	).text(	"pageX:	"	+	event.pageX	+	"
,	pageY:	"	+	event.pageY	);
});

xml



上一页：event.pageX 下一页：event.preventDefault()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pagey.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pagey.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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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undefined

event.preventDefault()event.preventDefault()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0

event.preventDefault()

描述：如果调用了该方法，就不会触发事件的默认行为。

event.preventDefaul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举个例子，点击任何锚链接不会把浏览器带到一个新的URL。你可
以使用 event.isDefaultPrevented()来确定该方法是否被一个由该事
件触发而来的事件处理函数调用。

示例

撤消点击的默认行为（导航）。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preventDefault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a	href="http://jquery.com">default	click	actio
n	is	prevented</a>
<div	id="log"></div>
	
<script>
$(	"a"	).click(function(	event	)	{
		event.preventDefault();
		$(	"<div>"	)
				.append(	"default	"	+	event.type	+	"	preven
ted"	)
				.appendTo(	"#log"	);

xml



上一页：event.pageY 下一页：event.relatedTarge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event.preventdefaul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preventdefaul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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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fadeOut().fadeOut()

分类：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fadeOut(	[duration	]	[,	comp

lete	]	)

描述：通过把匹配的元素渐褪色不透明，来隐藏匹配的元素。

.fadeOut(	[duration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fadeOut(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加入于:	1.4.3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fadeOut(	[duration	]	[,	easing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fadeOut()方法变动了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一旦不透明度到达
0，样式属性 display会被设置为 none，因此元素不再影响网页的布
局。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如果提供了别的字符串，或者如果省略了 duratio

n参数，就会使用duration的默认值 400毫秒。

我们可以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先显示元素，我们可以慢慢地隐藏它：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fadeOut(	"slow",	function()	{
				//	动画完成
		});
});

插图1

注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DOM操纵， .fadeOut()不会隐藏已经处
于隐藏状态的元素。欲进一步了解哪些元素jQuery会视为隐藏
，参见:hidden	选择器。

缓动

自从jQuery	1.4.3，可以使用一个可选的字符串，它命名了一个
缓动函数。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画推进的
速度。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情况下，
称为 swing，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多的缓
动函数要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插件。

回调函数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自从jQuery	1.6， .promise()方法可以与 deferred.done()方法配

http://jqueryui.com/


合使用，以当所有的匹配元素都结束它们的动画时，对动画的整体
执行一个回调函数（参见对.promise()的示例）。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fadeOut()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设
置 j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要
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示例

变动所有的段落文本使它们淡出，在600毫秒内完成每个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adeOut	demo</title>
		<style>
		p	{
				font-size:	150%;
				cursor:	pointer;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If	you	click	on	this	paragraph
		you'll	see	it	just	fade	away.
</p>
	
<script>
$(	"p"	).click(function()	{
		$(	"p"	).fadeOut(	"slow"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一个段落中，当你点击一个<span>时，淡出该<span>。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adeOut	demo</title>
		<style>
		span	{
				cursor:	pointer;
		}
		span.hilite	{
				background:	yellow;
		}
		div	{
				display:	inline;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h3>Find	the	modifiers	-	<div></div></h3>
<p>
		If	you	<span>really</span>	want	to	go	outside
		<span>in	the	cold</span>	then	make	sure	to	we
ar
		your	<span>warm</span>	jacket	given	to	you	by
		your	<span>favorite</span>	teacher.
</p>
	
<script>
$(	"span"	).click(function()	{
		$(	this	).fadeOut(	1000,	function()	{
				$(	"div"	).text(	"'"	+	$(	this	).text()	+	"
'	has	faded!"	);
				$(	this	).remove();
		});
});
$(	"span"	).hover(function()	{
		$(	this	).addClass(	"hilite"	);
},	function()	{
		$(	this	).removeClass(	"hilite"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淡出两个div，一个用“linear”缓动，另一个用默认的“swing”
缓动。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adeOut	demo</title>
		<style>
		.box,
		button	{
				float:	left;
				margin:	5px	10px	5px	0;
		}
		.box	{
				height:	80px;
				width:	80px;
				background:	#090;
		}
		#log	{
				clear: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btn1">fade	out</button>
<button	id="btn2">show</button>
	
<div	id="log"></div>
	
<div	id="box1"	class="box">linear</div>
<div	id="box2"	class="box">swing</div>
	
<script>
$(	"#btn1"	).click(function()	{
		function	complete()	{
				$(	"<div>"	).text(	this.id	).appendTo(	"#lo
g"	);
		}
		$(	"#box1"	).fadeOut(	1600,	"linear",	complet
e	);
		$(	"#box2"	).fadeOut(	1600,	complete	);
});
	



上一页：.fadeIn() 下一页：.fadeTo()

$(	"#btn2"	).click(function()	{
		$(	"div"	).show();
		$(	"#log"	).empty();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adeou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adeou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fadeTo().fadeTo()

分类：效果	>	淡入淡出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3

.fadeTo(	duration,	opacity	[,

complete	]	)

描述：调整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

.fadeTo(	duration,	opacity	[,	compl

ete	]	)

duration

类型：String	or	Number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opacity

类型：Number
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表示目标不透明度。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fadeTo(	duration,	opacity	[,	eas

ing	]	[,	complete	]	)

duration

类型：String	or	Number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opacity

类型：Number
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表示目标不透明度。
easing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fadeTo()方法变动了匹配的元素的不透明度。它近似于 .fadeIn()

方法，但是那个方法会取消隐藏元素，并总是淡入到100%不透明度
。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如果提供了别的字符串，就会使用duration的
默认值 400毫秒。与别的效果方法不一样， .fadeTo()要求必须明确
指定 duration。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 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我们可以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	With	the	element	initially	shown,	we	can	dim
	it	slowly: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fadeTo(	"slow"	,	0.5,	function()
	{
				//	动画完成。
		});
});



插图1

把 duration设置成 0，该方法只是改变CSS属性 opacity，所以 .fad

eTo(	0,	opacity	)与 .css(	"opacity",	opacity	)相同。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fadeTo()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要设
置 j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要
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示例

把第一个段落文本消色到0.33的不透明度（33%，大约三分之二可
见），在600毫秒内完成该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adeTo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Click	this	paragraph	to	see	it	fade.
</p>
	
<p>
Compare	to	this	one	that	won't	fade.
</p>
	
<script>
$(	"p:first"	).click(function()	{
		$(	this	).fadeTo(	"slow",	0.33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把一个div消色到一个随机不透明度，在200毫秒内完成该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adeTo	demo</title>
		<style>



		p	{
				width:	80px;
				margin:	0;
				padding:	5px;
		}
		div	{
				width:	40px;
				height:	40px;
				position:	absolute;
		}
		#one	{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f00;
		}
		#two	{
				top:	20px;
				left:	20px;
				background:	#0f0;
		}
		#three	{
				top:	40px;
				left:40px;
				background:#00f;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And	this	is	the	library	that	John	built...</
p>
	
<div	id="one"></div>
<div	id="two"></div>
<div	id="three"></div>
	
<script>
$(	"div"	).click(function()	{
		$(	this	).fadeTo(	"fast",	Math.random()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找到正确的答案了！消色将耗用250毫秒，并在完成时改变多种样
式。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fadeTo	demo</title>
		<style>
		div,	p	{
				width:	80px;
				height:	40px;
				top:	0;
				margin:	0;
				position:	absolute;
				padding-top:	8px;
		}
		p	{
				background:	#fcc;
				text-align:	center;
		}
		div	{
				background: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Wrong</p>
<div></div>
<p>Wrong</p>
<div></div>
<p>Right!</p>
<div></div>
	
<script>
var	getPos	=	function(	n	)	{
		return	(Math.floor(	n	)	*	90)	+	"px";
};
$(	"p"	).each(function(	n	)	{
		var	r	=	Math.floor(	Math.random()	*	3	);
		var	tmp	=	$(	this	).text();
		$(	this	).text(	$(	"p:eq("	+	r	+	")"	).text()
	);
		$(	"p:eq("	+	r	+	")"	).text(	tmp	);
		$(	this	).css(	"left",	getPos(	n	)	);
});
$(	"div"	)
		.each(function(	n	)	{
				$(	this	).css(	"left",	getPos(	n	)	);
		})
		.css(	"cursor",	"pointer"	)
		.click(	function()	{
				$(	this	).fadeTo(	250,	0.25,	function()	{
						$(	this	)
								.css(	"cursor",	""	)
								.prev()
										.css({
												"font-weight":	"bolder",
												"font-style":	"italic"
										});
				});
		});
</script>
	
</body>



上一页：.fadeOut() 下一页：.fadeToggle()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fadeto.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fadet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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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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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Number

.innerHeight().innerHeight()

分类：CSS	|	维度	|	操纵	>	样式属性



加入于:	1.2.6

.innerHeight()

描述：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获得它当前经计算的
内部高度（包括padding，但是不包括border）。

.innerHeight()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这个方法返回元素的高度，包括上补衬（padding-top）和下补
衬（padding-bottom），以像素计。
该方法不适用于 window对象和 document对象；要想获得这两者的高
度，请使用 .height()来代替。

插图1

其它说明
维度相关的API返回的数字，包括 .innerHeight()，在一些情
况中可能是分数。代码不应该假定它是一个整数。当用户缩放
网页的时候，维度可能不正确；浏览器没有提供侦测这种情况
的API。
当元素或者它的父元素是隐藏元素的时候， .innerHeight所报
告的值不能保证精确。要想获得精确的值，在使用 .innerHeigh

t()之前请先检查元素的可见性。jQuery会试图临时地显示，
然后再次隐藏元素，以测量它的维度，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而
且（甚至当精确测量时）会显著地影响了网页的性能。这种显
示再重新隐藏的测主功能可能在jQuery的未来版本中被删除



。

示例

获得一个段落文本的innerHeight。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nerHeight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10px;
				padding:	5px;
				border:	2px	solid	#666;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p>
	
<script>
var	p	=	$(	"p:first"	);
$(	"p:last"	).text(	"innerHeight:"	+	p.innerHei
ght()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返回:	jQuery



加入于:	1.8.0

加入于:	1.8.0

.innerHeight()

描述：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设置它们的内部高度。

.innerHeight(	value	)

value

类型：String	or	Number
一个数字，它代表了像素数，或者是一个数字后面跟着一
个可选的度量单位（作为一个字符串）。

.innerHeight(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Number	height
)	=>	String	or	Number

一个函数，它返回了要设置的内部高度（包括padding，
但不包括border）。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以及旧内
部高度值作为参数。在这个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
的当前元素。

在调用 .innerHeight("value")时，这个值可以是字符串（数字加单
位）或者是数字。如果只为该值提供了一个数字，jQuery假定单
位是px。	然而如果提供了一个字符串，必须为高度提供一个有效
的CSS测量（比如说 100px、 50%或者 auto）。注意，在现代浏览器
中，CSS高度属性不包括padding、border或者margin，除非用
了CSS属性 box-sizing。

如果没有明确指定单位（比如说“em”或者“%”），则单位就是“px
”。

示例

在每个div被第一次点击时，改变它们的内部高度（并改变它的字

xml



色）。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innerHeight	demo</title>
		<style>
div	{
		width:	60px;
		padding:	10px;
		height:	70px;
		float:	left;
		margin:	5px;
		background:	red;
		cursor:	pointer;
}
.mod	{
		background:	blue;
		cursor:	defaul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div>d</div>
	
<script>
var	modHeight	=	70;
$(	"div"	).one(	"click",	function()	{
		$(	this	).innerHeight(	modHeight	).addClass(	
"mod"	);
		modHeight	-=	8;
});
</script>
	
</body>



上一页：.index() 下一页：.innerWidth()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innerheigh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innerheigh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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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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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undefined

jQuery.ajaxPrefilter()jQuery.ajaxPrefilter()

分类：Ajax	>	底层接口



加入于:	1.5

jQuery.ajaxPrefilter(	[dataTy

pes	],	handler	)

描述：在每个请求被发送之前，或者在 $.ajax()加工每个请求之前
，操作自定义Ajax选项，或者修改已有的选项。

jQuery.ajaxPrefilter(	[dataTypes	],

handler	)

dataTypes

类型：String
一个可选的字符串，它包含了一个或多个用空格分隔的dat
aType。
handler

类型：Function(	PlainObject	options,	PlainOb
ject	originalOptions,	jqXHR	jqXHR	)

一个处理函数，用来设置针对将来的Ajax请求的默认值。

一个用 $.ajaxPrefilter注册的典型的预筛选器看起来会如此：

$.ajaxPrefilter(function(	options,	originalOpti
ons,	jqXHR	)	{
		//	Modify	options,	control	originalOptions,	s
tore	jqXHR,	etc
});

其中
options是关于HTTP请求的选项
originalOptions是提供给 $.ajax()方法的设置项，不作修改，
因此，没有来自 ajaxSettings的默认值。
jqXHR是该请求的jqXHR对象

当自定义的选项必须被处理时，预筛选器可以完美地配合。给定下
面的代码，举个例子，如果自定义的 abortOnRetry选项被设置为tr

javascript

javascript



ue，对 $.ajax()的调用将自动中断一个到相同的URL的请求：

var	currentRequests	=	{};
	
$.ajaxPrefilter(function(	options,	originalOpti
ons,	jqXHR	)	{
		if	(	options.abortOnRetry	)	{
				if	(	currentRequests[	options.url	]	)	{
						currentRequests[	options.url	].abort();
				}
				currentRequests[	options.url	]	=	jqXHR;
		}
});

预筛选器可以用来修改已有的选项。举个例子，下面的代理通过ht
tp://mydomain.net/proxy/发起跨域请求：

$.ajaxPrefilter(function(	options	)	{
		if	(	options.crossDomain	)	{
				options.url	=	"http://mydomain.net/proxy/"	
+	encodeURIComponent(	options.url	);
				options.crossDomain	=	false;
		}
});

如果提供了可选的 dataTypes参数，预筛选器只会应用到用了这个
指定的dataTypes的请求上。举个例子，下面的代码只把绑定的预
筛选器应用到JSON请求和script请求上：

$.ajaxPrefilter(	"json	script",	function(	optio
ns,	originalOptions,	jqXHR	)	{
		//	Modify	options,	control	originalOptions,	s
tore	jqXHR,	etc
});

$.ajaxPrefilter()方法还可以通过返回dataType，把一个请求重
定向到另一个dataType上。举个例子，下面的代码把一个请求设
置成"script"，如果这个URL在一个自定义的 isActuallyScript()



上一页：jQuery.ajax() 下一页：jQuery.ajaxSetup()

函数上有很多特定的属性：

$.ajaxPrefilter(function(	options	)	{
		if	(	isActuallyScript(	options.url	)	)	{
				return	"script";
		}
});

这将确保并非只有这个请求会被视为"script"，而且也保证了所
有专门附加到script	数据类型预筛选器，也将被应用于它。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ajaxprefilte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ajaxprefilte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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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Array

jQuery.unique()jQuery.unique()

分类：实用工具



加入于:	1.1.3

jQuery.unique(	array	)

描述：对一个DOM元素的数组进行排序，根据它们的位置排序，并
删除重复的项。注意这只对DOM元素的数组起作用，对字符串和数
字都不起作用。

jQuery.unique(	array	)

array

类型：Array
DOM元素的数组。

$.unique()搜索遍对象的数组，排序数组，然后删除所有重复的节
点。如果一个节点是数组中已有的成员的完全相同的节点，它会被
视为重复项；两个带有相同的元素属性的不同的节点不会被视为重
复项。该函数只对DOM元素的纯JavaScript数组起作用，主要是
在jQuery内部使用。你很有可能永远都不需要用到它。
自从jQuery	1.4，总是按它在document中的次序返回结果。

示例

从div的数组中删除所有的重复的元素。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jQuery.unique	demo</title>
		<style>
		div	{
				color:	blue;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xml



</head>
<body>
	
<div>There	are	6	divs	in	this	document.</div>
<div></div>
<div	class="dup"></div>
<div	class="dup"></div>
<div	class="dup"></div>
<div></div>
	
<script>
//	unique()	must	take	a	native	array
var	divs	=	$(	"div"	).get();
	
//	Add	3	elements	of	class	dup	too	(they	are	di
vs)
divs	=	divs.concat(	$(	".dup"	).get()	);
$(	"div:eq(1)"	).text(	"Pre-unique	there	are	"	
+	divs.length	+	"	elements."	);
	
divs	=	jQuery.unique(	divs	);
$(	"div:eq(2)"	).text(	"Post-unique	there	are	"
	+	divs.length	+	"	elements."	)
		.css(	"color",	"red"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jQuery.type() 下一页：jQuery.when()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uniqu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uniqu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www.asprain.cn/


返回:	jQuery

.removeClass().removeClass()

分类：元素属性	|	操纵	>	类属性	|	CSS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4

.removeClass(	[className	]	)

描述：从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上删除一个样式类、多个样式
类或者所有样式类。

.removeClass(	[className	]	)

className

类型：String
一个或多个用空格隔开的样式类，要从每个匹配元素上删
除这些样式类。

.removeClass(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String	classN
ame	)	=>	String

一个函数，它返回一个或多个用空格隔开的即将删除的样
式类名。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以及旧样式类值作为
参数。

如果该方法包含了一个样式类名作为参数，则只会从匹配的元素集
合上删除这个样式类。如果参数中没有指定任何样式类名，则会删
除所有的类。
.removeClass()方法操纵选中的元素的 className属性，而不是操纵
元素属性 class。一旦改变了这个属性，浏览器会根据它更新元素
属性。这意味着在元素属性 class被更新，而且最后一个样式类名
被删除的时候，浏览器可能把该元素属性的值设置成一个空字符串
，而不是完全地删除该元素属性。这种行为的一个潜意思是该方法
只对带有HTML	DOM语义的document起作用（也就是说，不是纯X
ML	document）。
可以从匹配的元素集合上同时删除不止一个样式类，只要用空格隔
开，如下所示：
javascript



$(	"p"	).removeClass(	"myClass	yourClass"	)

该方法通常与 .addClass()配合使用，把元素的样式类从一个切换到
另一个，如下所示：

$(	"p"	).removeClass(	"myClass	noClass"	).addCl
ass(	"yourClass"	);

现在，从所有的段落文本上删除了 myClass类和 noClass类，与此同
时添加了 yourClass类。

要想把已有的样式类替换成另一个样式类，我们可以使用 .attr(	"c

lass",	"newClass"	)来代替它。

自从jQuery	1.4， .removeClass()方法允许我们通过传递给一个
函数，来表示要删除样式类。

$(	"li:last"	).removeClass(function()	{
		return	$(	this	).prev().attr(	"class"	);
});

该示例从最后一个 <li>上删除了倒数第二个 <li>的样式类：

示例

从匹配的元素上删除样式类“blue”。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moveClass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4px;
				font-size:	16px;
				font-weight:	bolder;
		}



		.blue	{
				color:	blue;
		}
		.under	{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highlight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class="blue	under">Hello</p>
<p	class="blue	under	highlight">and</p>
<p	class="blue	under">then</p>
<p	class="blue	under">Goodbye</p>
	
<script>
$(	"p:even"	).removeClass(	"blue"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从匹配的元素上删除样式类“blue”和“under”。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moveClass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4px;
				font-size:	16px;
				font-weight:	bolder;
		}
		.blue	{
				color:	blue;
		}
		.under	{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highlight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class="blue	under">Hello</p>
<p	class="blue	under	highlight">and</p>
<p	class="blue	under">then</p>
<p	class="blue	under">Goodbye</p>
	
<script>
$(	"p:odd"	).removeClass(	"blue	under"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从匹配的元素上删除所有的样式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moveClass	demo</title>
		<style>
		p	{
				margin:	4px;
				font-size:	16px;
				font-weight:	bolder;
		}
		.blue	{
				color:	blue;
		}
		.under	{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highlight	{
				background:	yellow;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	class="blue	under">Hello</p>
<p	class="blue	under	highlight">and</p>
<p	class="blue	under">then</p>
<p	class="blue	under">Goodbye</p>
	
<script>



上一页：.removeAttr() 下一页：.removeData()

$(	"p:eq(1)"	).removeClass();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moveclass.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moveclass.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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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replaceAll().replaceAll()

分类：操纵	>	DOM替代



加入于:	1.2

.replaceAll(	target	)

描述：用匹配的元素集合替代每一个目标元素。

.replaceAll(	target	)

target

类型：Selector	or	jQuery	or	Array	or	Element
一个选择器字符串、jQuery对象、DOM元素，或者元素的
数组，表示哪些元素要替换掉。

.replaceAll()方法近似于 .replaceWith()，但是源元素和目标元素
颠倒过来了。设想这样的DOM结构：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first">Hello</div>
		<div	class="inner	second">And</div>
		<div	class="inner	third">Goodbye</div>
</div>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元素，然后用它替换掉别的元素。

$(	"<h2>New	heading</h2>"	).replaceAll(	".inner
"	);

这将导致它们全被替换掉了：

<div	class="container">
		<h2>New	heading</h2>
		<h2>New	heading</h2>
		<h2>New	heading</h2>
</div>

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元素，用作替换的内容：

xml

javascript

xml

javascript

xml



$(	".first"	).replaceAll(	".third"	);

这导致DOM结构变成：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second">And</div>
		<div	class="inner	first">Hello</div>
</div>

从这个示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被选中的元素代替了目标元素，是把
它从它的旧位置移过来，而不是克隆过来。

其它说明
.replaceAll()方法除了删除元素，还删除了所有的和被删除的
元素有关的数据以及事件处理函数。

示例

用加粗词语替换掉所有的段落文本。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placeAll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	"<b>Paragraph.	</b>"	).replaceAll(	"p"	);
</script>



上一页：.removeProp() 下一页：.replaceWith()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placeall.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placeall.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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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slideToggle().slideToggle()

分类：效果	>	滑移效果



加入于:	1.0

加入于:	1.0

.slideToggle(	[duration	]	[,	

complete	]	)

描述：用一个滑移动作显示或者隐藏匹配的元素。

.slideToggle(	[duration	]	[,	comple

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slideToggle(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传递给该方法的一个额外选项的映射。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queue	(默认值： true )

类型：Boolean	or	String
一个布尔值，标明是否要把动画放到效果队列中。如
果是false，动画将立即开始。自从jQuery	1.7，q
ueue选项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那样的话，动画将加
到以那个字符串代表的队列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自定
义队列名，动画不会自动开始；你必须调用 .dequeue("



queuename")来启动它。
specialEasing

类型：PlainObject
一个对象，包含了一个或更多的用属性参数和它们对
应的缓动函数定义的CSS属性。（加入于1.4）
step

类型：Function(	Number	now,	Tween	tween	
)

一个函数，每个变动的元素的每个变动的CSS属性都会
调用它。这个函数提供了一个改变Tween对象的机会
，可以在该属性被设置之前改变该属性的值。
progres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Numbe
r	progress,	Number	remainingMs	)

一个函数，在每个动画阶结束时调用它，只对每个变
动的元素调用一次，无论有多少个变动的属性。（加
入于1.8）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
start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开始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加入于1.8）
done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解决了）。（加入于1.8）
fail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一个函数，每个元素上的动画结束时都会调用它一次
（它的Promise对象被拒绝了）。（加入于1.8）
always

类型：Function(	Promise	animation,	Boole
an	jumpedToEnd	)



加入于:	1.4.3

一个函数，在某个元素上的动画，或者在没结束时停
止的时候（该元素的Promise对象要么是被解决要么
是被拒绝）调用它。（加入于1.8）

.slideToggle(	[duration	]	[,	easi

ng	]	[,	complete	]	)

duration	(默认值： 400 )

类型：Number	or	String
一个字符串或数字，用来确定动画运行多长时间。
easing	(默认值： swing )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标明为过渡使用哪种缓动函数。
complete

类型：Function()
一个函数，在动画一旦结束时调用它，对每个匹配的元素
调用一次。

.slideToggle()方法变动了匹配元素的高度。这会导致页面的下面
部分滑下去或滑上来，显露出或隐藏掉项目。如果元素初始是显示
的，它会被隐藏掉；如果元素初始是隐藏的，它会显示出来。CSS
属性 display会被保存起来，以备需要的时候可以恢复。如果一个
元素具有CSS属性 display:inline;，然后被隐藏并再度显示，它依
然会显示为 display:inline。在一个隐藏动画后面当高度达到0时，
样式属性 display会被设置为 none以确保元素不再影响网页的布局
。
持续时间用毫秒数指定；更大的数字表示更慢的动画，而不是更快
的动画。字符串 'fast'表示 200毫秒的持续时间， 'slow'表示 800

毫秒的持续时间。
我们可以变动任何元素，比如说一个图像：

<div	id="clickme">
		Click	here
</div>
<img	id="book"	src="book.png"	alt=""	width="100



"	height="123">

我们可以做到当另一个元素被点击时，调用 .slideToggle()。

$(	"#clickme"	).click(function()	{
		$(	"#book"	).slideToggle(	"slow",	function()	
{
				//	动画完成。
		});
});

先显示元素，我们可以在第一次点击时慢慢地隐藏它：

插图1

第二次点击将再度显示这个元素。



插图2

缓动

自从jQuery	1.4.3，可以使用一个可选的字符串，它命名了一个
缓动函数。缓动函数指定了在动画过程内不同的时点上动画推进的
速度。在jQuery库内只有两个缓动实现器，一个是默认情况下，
称为 swing ,另一个是以恒定的节奏推进，称为 linear。更多的缓动
函数要用插件才能使用，特别是使用jQuery	UI	suite插件。

回调函数

如果提供了，一旦动画结束时，会引发回调函数。这可以用来将不
同的动画串成一个事件序列。回调函数并不发送任何参数，但是 th

is被设置为执行动画的DOM元素。如果变动了多个元素，需要注意
：回调函数会在每个匹配的元素上各执行一次，不是针对整个动画
执行一次。
自从jQuery	1.6， .promise()方法可以与 deferred.done()方法配
合使用，以当所有的匹配元素都结束它们的动画时，对动画的整体
执行一个回调函数（参见example	for	.promise()）。

其它说明
所有的动画效果，包括 .slideToggle()可以全局性地关闭，只
要设置 jQuery.fx.off=true，它会有效地把duration设置为0

http://jqueryui.com.htm


。要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参见jQuery.fx.off。
如果在一个无序列表（ <ul>）上调用 .slideDown()，而且它的
<li>元素有定位（ position:relative、 position:absolute或
者 position:fixed），在IE6、IE7、IE8、IE9中，效果可能
不起作用，除非 <ul>具有“布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请给<
ul>添加CSS声明 position:	relative;	zoom:	1;。

示例

变动所有的段落文本，让它们向上或向下滑移，在600毫秒内结束
动画。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lideToggle	demo</title>
		<style>
		p	{
				width:	400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Toggle</button>
<p>
		This	is	the	paragraph	to	end	all	paragraphs.	
	You
		should	feel	<em>lucky</em>	to	have	seen	such	
a	paragraph	in
		your	life.		Congratulations!
</p>
	
<script>
$(	"button"	).click(function()	{
		$(	"p"	).slideToggle(	"slow"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让间隔之间的div交替出现或消失。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slideToggle	demo</title>
		<style>
		div	{
				background:	#b977d1;
				margin:	3px;
				width:	60px;
				height:	60px;
				float:	left;
		}
		div.still	{
				background:	#345;
				width:	5px;
		}
		div.hider	{
				display:	none;
		}



		span	{
				color:	red;
		}
		p	{
				clear: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div>
<div	class="still"></div>
<div	style="display:none;">
</div><div	class="still"></div>
<div></div>
<div	class="still"></div>
<div	class="hider"></div>
<div	class="still"></div>
<div	class="hider"></div>
<div	class="still"></div>
<div></div>
<p><button	id="aa">Toggle</button>	There	have	b
een	<span>0</span>	toggled	divs.</p>
	
<script>
$(	"#aa"	).click(function()	{
		$(	"div:not(.still)"	).slideToggle(	"slow",	f
unction()	{
				var	n	=	parseInt(	$(	"span"	).text(),	10	);
				$(	"span"	).text(	n	+	1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slideDown() 下一页：.slideUp()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slidetoggl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slidetoggle.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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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wrapInner().wrapInner()

分类：操纵	>	DOM周围插入



加入于:	1.2

加入于:	1.4

.wrapInner(	wrappingElement	)

描述：在匹配的元素集合的每个元素内部包裹一个HTML结构。

.wrapInner(	wrappingElement	)

wrappingElement

类型：htmlString	or	Selector	or	jQuery	or	El
ement

一个HTML片段、选择器表达式、jQuery对象，或者DOM元
素，用来指定要在匹配的元素的内容周围包裹的结构。

.wrapInner(	function	)

function

类型：Function(	Integer	index	)	=>	String
一个回调函数，它生成了一个要包裹在匹配的元素的内容
周围的HTML结构。检索集合中元素的索引位置作为参数。
在这个函数内部， this引用了集合中的当前元素。

.wrapInner()函数可以取用任何可以传递给 $()函数的字符串或对
象，以指定一个DOM结构。这个结构可以嵌套多层深度，但是必须
只有一个最内层的元素。这个结构将包裹在匹配的元素集合中每个
元素的内容周围。
设想下面的HTML：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Hello</div>
		<div	class="inner">Goodbye</div>
</div>

使用 .wrapInner()，我们可以在每个class="inner"的元素的内
容周围插入一个HTML结构，如下所示：

xml

javascript



$(	".inner"	).wrapInner(	"<div	class='new'></di
v>");

快速创建了一个新的 <div>元素，并把它添加到DOM中。结果是一
个新的 <div>包裹了每个匹配的元素的内容：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div	class="new">Hello</div>
		</div>
		<div	class="inner">
				<div	class="new">Goodbye</div>
		</div>
</div>

这个方法的第二版本允许我们指定一个回调函数作为参数。该回调
函数针对每个匹配的元素调用一次；它必须返回一个DOM元素、jQ
uery对象，或者HTML片段，以包裹相应的元素的内容。举个例子
：

$(	".inner"	).wrapInner(function()	{
		return	"<div	class='"	+	this.nodeValue	+	"'><
/div>";
});

这将导致每个 <div>元素有一个对应于它包裹的文本的样式类：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inner">
				<div	class="Hello">Hello</div>
		</div>
		<div	class="inner">
				<div	class="Goodbye">Goodbye</div>
		</div>
</div>

注意：如果向 .wrapInner()函数传递一个选择器字符串，则输入的
必须是格式正确的	HTML，并带有正确的关闭标签。一些合法有效



的例子包括：

$(	elem	).wrapInner(	"<div	class='test'></div>"
	);
$(	elem	).wrapInner(	"<div	class=\"test\"></div
>"	);

示例

选择所有段落文本文件，并给它的内容周围包裹一个粗体标记。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Inner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bbf;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	"p"	).wrapInner(	"<b></b>"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在<body>内部的对象周围包裹一个新创建的树。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Inner	demo</title>
		<style>
		div	{
				border:	2px	green	solid;
				margin:	2px;
				padding:	2px;
		}
		p	{
				background:	yellow;
				margin:	2px;
				padding:	2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lain	old	text,	or	is	it?
	
<script>
$(	"body"	).wrapInner(	"<div><div><p><em><b></b
></em></p></div></div>"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选择所有段落文本文件，并给它的内容周围包裹一个粗体标记。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Inner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9f9;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	"p"	).wrapInner(	document.createElement(	"b"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选择所有段落文本文件，并给它的内容周围包裹一个jQuery对象
。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rapInner	demo</title>
		<style>
		p	{
				background:	#9f9;
		}
		.red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上一页：.wrapAll() 下一页：没有了

<p>Hello</p>
<p>cruel</p>
<p>World</p>
	
<script>
$(	"p"	).wrapInner(	$(	"<span	class='red'></spa
n>"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wrapinner.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wrapinner.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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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jaxSend().ajaxSend()

分类：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这是一个Ajax事件。



加入于:	1.0

.ajaxSend(	handler	)

描述：附加一个函数，在一个Ajax请求发送之前执行它。这是一个
Ajax事件。

.ajaxSend(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Event	event,	jqXHR	jqXHR,	Pl
ainObject	ajaxOptions	)

要被调用执行的函数。

每当一个Ajax请求将要被发送时，jQuery触发 ajaxSend事件。任
何已经用 .ajaxSend()方法注册到该事件的处理函数都会在这个时候
执行。
要想在实践中观察该方法，只要设置一个基本的Ajax载入请求：

<div	class="trigger">Trigger</div>
<div	class="result"></div>
<div	class="log"></div>

Attach	the	event	handler	to	the	document:

$(	document	).ajaxSend(function()	{
		$(	".log"	).text(	"Triggered	ajaxSend	handler
."	);
});

Now,	make	an	Ajax	request	using	any	jQuery	method

:

$(	".trigger"	).click(function()	{
		$(	".result"	).load(	"ajax/test.html"	);
});

x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用户点击了带 trigger样式类的元素之后，当Ajax请求即将开始时
，将显示日志消息。
所有的 ajaxSend处理函数都会被调用执行，无论即将发送哪个Ajax
请求。如果你必须区分这些请求，请使用传递给处理函数的参数。
每次执行一个 ajaxSend处理函数的时候，会向它传递该事件对象、
jqXHR对象（在jQuery	1.4版中，是 XMLHttpRequest对象），以及
创建请求时所用到的setting对象。举个例子，你可以把回调函数
限制到只处理跟特定URL有关的事件：

$(	document	).ajaxSend(function(	event,	jqxhr,	
settings	)	{
		if	(	settings.url	==	"ajax/test.html"	)	{
				$(	".log"	).text(	"Triggered	ajaxSend	handl
er."	);
		}
});

其它说明
自从jQuery	1.9版，所有的用于jQuery全局Ajax事件的处
理函数，包括用 .ajaxSend()方法添加的处理函数，必须附加
到 document上。
如果在调用 $.ajax()方法或者 $.ajaxSetup()方法时， global选
项被设置为false，将不会引发 .ajaxSend()方法。

示例

在一个Ajax请求发送之前显示一条消息。

$(	document	).ajaxSend(function(	event,	request
,	settings	)	{
		$(	"#msg"	).append(	"<li>Starting	request	at	
"	+	settings.url	+	"</li>"	);
});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global-ajax-event-handlers.htm


上一页：.ajaxError() 下一页：.ajaxStart()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jaxsen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jaxsen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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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ajaxStart().ajaxStart()

分类：Ajax	>	全局Ajax事件处理



加入于:	1.0

.ajaxStart(	handler	)

描述：注册一个处理函数，当第一个Ajax请求开始之前调用它。这
是一个Ajax事件。

.ajaxStart(	handler	)

handler

类型：Function()
将被调用执行的函数。

每当一个Ajax请求即将被发送时，jQuery会检查是否还有别的未
解决的Ajax请求。如果没有别的Ajax请求正在处理中，jQuery会
触发该 ajaxStart事件。任何已经用 .ajaxStart()方法注册到该事件
的处理函数都会在这个时候执行。
要想在实践中观察该方法，只要设置一个基本的Ajax载入请求：

<div	class="trigger">Trigger</div>
<div	class="result"></div>
<div	class="log"></div>

向任何元素附加该事件：

$(	document	).ajaxStart(function()	{
		$(	".log"	).text(	"Triggered	ajaxStart	handle
r."	);
});

现在，使用任何jQuery方法制作一个Ajax请求：

$(	".trigger"	).click(function()	{
		$(	".result"	).load(	"ajax/test.html"	);
});

x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上一页：.ajaxSend() 下一页：.ajaxStop()

用户点击带有 trigger样式类的元素之后，当Ajax请求发送时，将
显示日志消息。

其它说明
自从jQuery	1.9版，所有的用于jQuery全局Ajax事件的处
理函数，包括用 .ajaxStart()方法添加的处理函数，必须附加
到 document上。
如果在调用 $.ajax()方法或者 $.ajaxSetup()方法时， global选
项被设置为false，将不会引发 .ajaxStart()方法。

示例

每当一个Ajax请求开始时（而且没有别的Ajax请求还在活动时）
，显示一条载入消息。

$(	document	).ajaxStart(function()	{
		$(	"#loading"	).show();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ajaxstart.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ajaxstart.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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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Object

jQuery.fn.extend()jQuery.fn.extend()

分类：实用工具



加入于:	1.0

jQuery.fn.extend(	object	)

描述：把一个对象的内容合并到jQuery原型中，以提供一个新的j
Query实例方法。

jQuery.fn.extend(	object	)

object

类型：Object
要合并到jQuery原型的对象。

该 jQuery.fn.extend()方法扩展了jQuery原型（ $.fn）对象，以提
供新的方法，可以连缀到 jQuery函数上。

示例

向jQuery原型（ $.fn）对象添加两个方法，然后使用其中一个。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jQuery.fn.extend	demo</title>
		<style>
		label	{
				display:	block;
				margin:	.5em;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label><input	type="checkbox"	name="foo">	Foo</
label>

xml



上一页：jQuery.extend() 下一页：jQuery.fx.interval

<label><input	type="checkbox"	name="bar">	Bar</
label>
	
<script>
jQuery.fn.extend({
		check:	function()	{
				return	this.each(function()	{
						this.checked	=	true;
				});
		},
		uncheck:	function()	{
				return	this.each(function()	{
						this.checked	=	false;
				});
		}
});
	
//	Use	the	newly	created	.check()	method
$(	"input[type='checkbox']"	).check();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fn.exten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fn.extend.htm


jQuery	API	2.2	中文文档	本文档由http://www.asprain.cn
独立制作发布，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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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XHR

jQuery.getJSON()jQuery.getJSON()

分类：Ajax	>	简写方法



加入于:	1.0

jQuery.getJSON(	url	[,	data	]

[,	success	]	)

描述：使用一个HTTP	GET请求，从服务器上载入JSON编码的数据
。

jQuery.getJSON(	url	[,	data	]	[,	su

ccess	]	)

url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包含了发送请求的URL。
data

类型：PlainObject	or	String
一个纯对象或字符串，将和请求一起发送到服务器。
success

类型：Function(	PlainObject	data,	String	tex
tStatus,	jqXHR	jqXHR	)

一个回调函数，在请求成功时执行它。

这是 $.ajax()函数的简写，它等同于：

$.ajax({
		dataType:	"json",
		url:	url,
		data:	data,
		success:	success
});

发送到服务器的数据会追加到URL后面，作为查询字符串。如果 dat

a参数的值是一个纯对象，在把它追加到URL之前，它会转换成一
个字符串兼url编码。
大多数实现案例将指定一个success处理函数：

javascript

javascript



$.getJSON(	"ajax/test.json",	function(	data	)	{
		var	items	=	[];
		$.each(	data,	function(	key,	val	)	{
				items.push(	"<li	id='"	+	key	+	"'>"	+	val	+
	"</li>"	);
		});
	
		$(	"<ul/>",	{
				"class":	"my-new-list",
				html:	items.join(	""	)
		}).appendTo(	"body"	);
});

当然，这个示例取决于JSON文件的结构：

{
		"one":	"Singular	sensation",
		"two":	"Beady	little	eyes",
		"three":	"Little	birds	pitch	by	my	doorstep"
}

使用这个结构，示例循环遍请求的数据，建了一个无序列表，并把
它追加到body上。
把返回的数据传递给 success回调函数，返回的数据通常是一个JSO
N结构的JavaScript对象，或者是一个数组，使用 $.parseJSON()

方法来解析。它还传递了响应的文本状态。
自从jQuery	1.5， success回调函数接收一个"jqXHR"对象（在j
Query	1.4中，传递XMLHttpRequest对象）。然而，因为JSON
P以及跨域GET请求并不使用XHR，在那种情况中，传递给success
回调函数的 jqXHR和 textStatus参数是undefind。

重要：自从jQuery	1.4，如果JSON文件包含了一个脚本错误
，请求通常将静默地失败。出于这个原因，要避免经常的手工
编辑JSON数据。JSON是一个数据交换格式，其句法规则要比J
avaScript的对象字面记号法更严格。举个例子，出现在JSON
中所有的字符串，无论它们是属性还是值，都必须用双引号引
起来。欲了解JSON格式的详情，参见http://json.org/。

http://json.org/


JSONP

如果URL包含了字符串“callback=?”（或者类似的，由服务器端
API定义），该请求会视为一个JSON请求。参见 $.ajax()对 jsonp

的讨论，以了解详情。

jqXHR对象

自从jQuery	1.5，所有的jQuery的Ajax方法会把一个 XMLHttpRe

quest对象的超集。 $.getJSON()所返回的这个jQuery	XHR对象，
或者称“jqXHR”，实现了Promise对象的接口，给它一个Promis
e对象所有的属性、方法和行为（参见Deferred对象以了解更多信
息） jqXHR.done()方法（针对成功状态）、 jqXHR.fail()方法（针
对出错状态）以及 jqXHR.always()方法（针对结束状态，无论是成
功还是出错），需取用一个函数参数，在请求终止时调用它们。欲
得更多关于这个函数接收的参数的信息，请参阅 $.ajax()文档的jq
XHR对象部分。
Promise接口还允许jQuery的Ajax方法，包括 $.getJSON()，在
一个请求上连缀多个 .done()、 .fail()以及 .always()回调函数，
甚至在请求已经结束时继续分配这些回调函数。如果请求已经结束
，回调函数会立即被引发。

//	在制作请求之后立即分配回调函数
//	并针对这个请求，记住jqxhr对象
var	jqxhr	=	$.getJSON(	"example.json",	function
()	{
		console.log(	"success"	);
})
		.done(function()	{
				console.log(	"second	success"	);
		})
		.fail(function()	{
				console.log(	"error"	);
		})
		.always(function()	{
				console.log(	"complete"	);
		});
	
//	在这里实施别的工作	...
	



//	为上面的请求设置别的结束函数
jqxhr.complete(function()	{
		console.log(	"second	complete"	);
});

弃用提醒

在jQuery	1.5中引入的回调函数 jqXHR.success()、 jqXHR.error()

和 jqXHR.complete()方法，在jQuery	1.5中被建议弃用。为了准
备好它们最终被删除，请使用 jqXHR.done()、 jqXHR.fail()和 jqXHR

.always()来代替。

其它说明
因为浏览器的安全限制，大多数Ajax请求要遵守同源策略；请
求不能成功地从不同的域名、不同的子域名、不同的端口或者
不同的协议检索到数据。
script请求和JSONP请求不用服众同域名策略的限制。

示例

从Flicker	JSONP	API载入四张最近的雷尼尔峰的照片。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jQuery.getJSON	demo</title>
		<style>
		img	{
				height:	100px;
				float:	left;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e_origin_policy


上一页：jQuery.get() 下一页：jQuery.getScript()

<div	id="images"></div>
	
<script>
(function()	{
		var	flickerAPI	=	"http://api.flickr.com/servi
ces/feeds/photos_public.gne?jsoncallback=?";
		$.getJSON(	flickerAPI,	{
				tags:	"mount	rainier",
				tagmode:	"any",
				format:	"json"
		})
				.done(function(	data	)	{
						$.each(	data.items,	function(	i,	item	)	{
								$(	"<img>"	).attr(	"src",	item.media.m	
).appendTo(	"#images"	);
								if	(	i	===	3	)	{
										return	false;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getjson.htm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getjson.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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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Boolean

event.isImmediatePropagatevent.isImmediatePropagat

ionStopped()ionStopped()

分类：事件	>	事件对象



加入于:	1.3

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

topped()

描述：返回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是否已经在该事件对
象上调用过了。

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

该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

DOM	level	3中引入了该属性。

示例

检查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是否已经被调用过了。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	de
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click	me</button>
<div	id="stop-log"></div>
	
<script>
function	immediatePropStopped(	event	)	{
		var	msg	=	"";
		if	(	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	)	
{

xml

http://www.w3.org/TR/2003/NOTE-DOM-Level-3-Events-20031107/events.html#Events-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


上一页：event.isDefaultPrevented()

下一页：event.isPropagationStopped()

				msg	=	"called";
		}	else	{
				msg	=	"not	called";
		}
		$(	"#stop-log"	).append(	"<div>"	+	msg	+	"</d
iv>"	);
}
	
$(	"button"	).click(function(	event	)	{
		immediatePropStopped(	event	);
		event.stopImmediatePropagation();
		immediatePropStopped(	even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
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is
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event.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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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ajaxSetup()jQuery.ajaxSetup()

分类：Ajax	>	底层接口



加入于:	1.1

jQuery.ajaxSetup(	options	)

描述：为未来的Ajax请求设置默认值。不建议使用它。

jQuery.ajaxSetup(	options	)

options

类型：PlainObject
A	set	of	key/value	pairs	that	configure	the

default	Ajax	request.	All	options	are	optio

nal.

For	details	on	the	settings	available	for	 $.ajaxSe

tup() ,	see	 $.ajax() .

All	subsequent	Ajax	calls	using	any	function	will

use	the	new	settings,	unless	overridden	by	the	in

dividual	calls,	until	the	next	invocation	of	 $.aj

axSetup() .

注意：	The	settings	specified	here	will	affect	all
	calls	to	 $.ajax 	or	Ajax-based	derivatives	such	a

s	 $.get() .	This	can	cause	undesirable	behavior	sin

ce	other	callers	(for	example,	plugins)	may	be	ex

pecting	the	normal	default	settings.	For	that	rea

son	we	strongly	recommend	against	using	this	API.

Instead,	set	the	options	explicitly	in	the	call	o

r	define	a	simple	plugin	to	do	so.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sets	a	default	for	the

	 url 	parameter	before	pinging	the	server	repeated

ly:

$.ajaxSetup({
		url:	"ping.php"
});

javascript

javascript



上一页：jQuery.ajaxPrefilter()

下一页：jQuery.ajaxTransport()

现在每次制作了一个Ajax请求时，会自动使用“ping.php”这个U
RL：

$.ajax({
		//	这里没有设置url，就使用ping.php
		data:	{	"name":	"Dan"	}
});

Note:	Global	callback	functions	should	be	set	

with	their	respective	global	Ajax	event	handle

r	methods— .ajaxStart() ,	 .ajaxStop() ,	 .ajaxComplete() ,

	 .ajaxError() ,	 .ajaxSuccess() ,	 .ajaxSend() —rather	tha

n	within	the	 options 	object	for	 $.ajaxSetup() .

示例

Sets	the	defaults	for	Ajax	requests	to	the	url	"/

xmlhttp/",	disables	global	handlers	and	uses	POST

instead	of	GET.	The	following	Ajax	requests	then	

sends	some	data	without	having	to	set	anything	el

se.

$.ajaxSetup({
		url:	"/xmlhttp/",
		global:	false,
		type:	"POST"
});
$.ajax({	data:	myData	});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
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ajaxset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ajaxsetup.htm


u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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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String

jQuery.type()jQuery.type()

分类：实用工具



加入于:	1.4.3

jQuery.type(	obj	)

描述：确定一个对象的内部JavaScript类。

jQuery.type(	obj	)

obj

类型：Anything
要想获得内在的JavaScript	[[Class]]的对象。

一个技术的数字可以用来确定一个对象的精确返回值。用下面的方
式确定类型。

如果对象是undefined或者null，则相应地返回"undefine
d"或者"null"。

jQuery.type(	undefined	)	===	"undefined"

jQuery.type()	===	"undefined"

jQuery.type(	window.notDefined	)	===	"unde

fined"

jQuery.type(	null	)	===	"null"

如果参数是一个原始的值，或者是内建的ECMAScript对象的
实例，[[Class]]的内在属性会用来确定它的类型。（关于这
个技术的更多详情）

jQuery.type(	true	)	===	"boolean"

jQuery.type(	new	Boolean()	)	===	"boolean"

jQuery.type(	3	)	===	"number"

jQuery.type(	new	Number(3)	)	===	"number"

jQuery.type(	"test"	)	===	"string"

jQuery.type(	new	String("test")	)	===	"str

ing"

jQuery.type(	function(){}	)	===	"function"

jQuery.type(	[]	)	===	"array"

jQuery.type(	new	Array()	)	===	"array"

jQuery.type(	new	Date()	)	===	"date"

jQuery.type(	new	Error()	)	===	"error"	//	

http://perfectionkills.com/instanceof-considered-harmful-or-how-to-write-a-robust-isarray/


as	of	jQuery	1.9

jQuery.type(	/test/	)	===	"regexp"

除此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返回“object”作为它的类型。

示例

检查参数是不是一个正则表达式对象。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jQuery.type	demo</tit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Is	it	a	RegExp?	<b></b>
	
<script>
$(	"b"	).append(	""	+	jQuery.type(	/test/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jQuery.trim() 下一页：jQuery.unique()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jquery.type.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jquery.typ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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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removeData().removeData()

分类：数据	|	杂项	>	数据存储



加入于:	1.2.3

加入于:	1.7

.removeData(	[name	]	)

描述：删除一条之前存储的数据段。

.removeData(	[name	]	)

name

类型：String
一个字符串，它是要删除的数据段的名称。

.removeData(	[list	]	)

list

类型：Array	or	String
一个数组或者空格分隔的字符串，它是要删除的数据段的
名称。

.removeData()方法允许我们删除我们之前用 .data()方法设置的数
据值。如果带一个键名调用它， .removeData()会删除这个特定值。
如果不带参数地调用它， .removeData()会删除所有值。

注意， .removeData()只会从jQuery内部的 .data()缓存中删除数据
，而元素上任何对应于元素属性 data-的数据是不会被删除的。之
后调用 data()，将重新检索来自元素属性 data-的值。要想防止这
种情况，请用 removeData()方法并用 .removeAttr()方法，以删除元
素属性 data-。在jQuery	1.4.3中，比如说 data()，不会使用 da

ta-元素属性，这也就不是一个可讨论的话题了。

自从jQuery	1.7，如果用一个键的数组或者一个空隔隔开的键的
字符串来调用 .removeData()方法，该方法会删除数组中或者字符串
中的每个键的值。

示例

用两个名称存储一段数据，然后删除其中之一。x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moveData	demo</title>
		<style>
		div	{
				margin:	2px;
				color:	blue;
		}
		span	{
				color:	red;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div>value1	before	creation:	<span></span></div
>
<div>value1	after	creation:	<span></span></div>
<div>value1	after	removal:	<span></span></div>
<div>value2	after	removal:	<span></span></div>
	
<script>
$(	"span:eq(0)"	).text(	""	+	$(	"div"	).data(	"
test1"	)	);
$(	"div"	).data(	"test1",	"VALUE-1"	);
$(	"div"	).data(	"test2",	"VALUE-2"	);
$(	"span:eq(1)"	).text(	""	+	$(	"div").data(	"t
est1"	)	);
$(	"div"	).removeData(	"test1"	);
$(	"span:eq(2)"	).text(	""	+	$(	"div"	).data(	"
test1"	)	);
$(	"span:eq(3)"	).text(	""	+	$(	"div"	).data(	"
test2"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removeClass() 下一页：.removeProp()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movedata.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moveda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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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jQuery

.removeProp().removeProp()

分类：元素属性	|	操纵	>	一般元素属性



加入于:	1.6

.removeProp(	propertyName	)

描述：针对匹配的元素集合，删除一个属性。

.removeProp(	propertyName	)

propertyName

类型：String
要删除的属性名

.removeProp()方法用来删除先前使用 .prop()方法设置的属性。

对于很多DOM元素或 window对象内建的属性，如果度图删除这些属
性，浏览器可能生成一个错误。浏览器先会假定这个属性值是unde
fined，然后忽略任何浏览器生成的错误。总的来说，它只能用来
删除设置在一个元素上的自定义属性，不能删除内建（原生）属性
。
注意：不要用这个方法来删除自然属性，比如说“checked”、“di
sabled”或“selected”。这将完全删除属性，一旦被删除，就不
能加回元素了。请改用 .prop()方法来把这些属性设置为false。

其它说明
在Internet	Explorer	9以及以前的版本中，使用 .prop()

把一个DOM元素属性设置成除了简单的原始值（数字、字符串
或布尔值）之外的值，如果这个属性之前没有删除（在该DOM
节点从document上删除掉之前，使用 .removeProp()）可能导
致内存泄漏。要想安全地在DOM上设置值，而不造成内存泄漏
，请使用 .data()。

示例

在一个段落文本上设置一个数字属性，然后删除它。

x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moveProp	demo</title>
		<style>
		img	{
				padding:	10px;
		}
		div	{
				color:	red;
				font-size:	24px;
		}
		</style>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1
.10.2.js"></script>
</head>
<body>
	
		<p></p>
	
<script>
para	=	$(	"p"	);
para
		.prop(	"luggageCode",	1234	)
		.append(	"The	secret	luggage	code	is:	",	Stri
ng(	para.prop(	"luggageCode"	)	),	".	"	)
		.removeProp(	"luggageCode"	)
		.append(	"Now	the	secret	luggage	code	is:	",	
String(	para.prop(	"luggageCode"	)	),	".	"	);
</script>
	
</body>
</html>

演示结果



上一页：.removeData() 下一页：.replaceAll()

如果网页上不能运行示例，请点击http://www.asprain.cn/jQue
ryAPI/removeprop.htm查看示例。
如果你觉得本文档对你有用，欢迎给翻译作者支付宝打赏，支持翻译作
者源源不断翻译更多有用的技术文档。

http://www.asprain.cn/jQueryAPI/removepro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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