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Query  

 

一、环境设置 

 

下载 jQuery  

地址：http://jquery.com/ 

中文地址：http://wiki.jquery.org.cn/doku.php 

 

下载下来的文件为：jquery-1.2.5.js，这是一个 js 脚本文件 

 

在需要使用 JQuery 的网页中增加 <script src=" jquery-1.2.5.js" 

type="text/javascript"/>  

 

现在就可以在页面中使用 JQuery 了！ 



 

二、使用 document 对象 

 

在网页载入后，我们往往需要执行一组代码，来设置对象事件的处

理，在 jQuery 中，这需要取得 document 对象，然后设置 document 

对象的 ready 事件处理程序就可以了。 

取得 document 对象的方法非常简单，$( document )，如下就可

以得到document 对象的 ready 事件 $( document ).ready。 

让我们完成一个 Hello, world。这个页面在文档载入之后会弹出一个对

话框，并显示Hello, world。 

<html> 

 <head> 

  <title>Hello</title> 

<script src="jquery-1.2.5.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document).ready( function() { 

     alert( "Hello, world." ); } ); 

</script> 

 </head> 

 </body> 

 </body> 

</html> 



三、使用选择器取得页面中的元素 

Jquery 使用两种方式来选择 html 的 element，第一种使用CSS

和Xpath选择器联合起来形成的一个字符串，将其传送到jQuery的构造

器$()（如：$("div > ul a")）；第二种是用jQuery对象的几个methods(方

法)。这两种方式还可以联合起来混合使用。 

使用 CSS 和 XPath 选择器选择的方法： 

通过元素的 ID 来取得元素：$( “#id”  ) 

比如我们有一个 list ，它的 ID 是 orderedlist，那么取得这个 list 

的引用的 JQuery 就是 $( “#orderedlist” )，将它设置为红色的 

$("#orderedlist").addClass("red"); 

取得 list 中的最后一个 li 的引用，$( “orderedlist li:last” )。 

更强大的 find 函数，通过 find 可以在已经取得元素集合中进行

条件查找，例如：$("#orderedlist").find(“li”)，查找在 orderedlist 中

的 li 元素，相当于 $( “#orderedlist li” )。 

遍历返回的元素集合 each() 

处理函数可以传递一个表示顺序号的参数，顺序号从 0 开始。 

在函数中通过 this 取得当前被处理的元素对象，例如，下面的函

数，将找到 id 为 orderedlist 的元素中的 li 元素，并将其内容依次增

加 BAM! 和顺序号码。 

$(document).ready(function() { 

$("#orderedlist").find("li").each(function(i) { 

$(this).html( $(this).html() + " BAM! " + i ); 



}); 

}); 

其中没有参数的 html()方法是获取对象的html代码，而有参数的方

法 html( 内容 )则是设置元素的 html。 

下面的例子通过一个超级链接来实现表单的重置 

超级链接的内容为 

<a id="reset" href="#">Reset!</a> 

 取得这个超级链接的方法为 $( “#reset” )，点击这个超级链接的

事件为 click，即 $( “#reset” ).click，写出其处理函数为  

$( “#reset” ).click(  function() 

 { 

 } ) 

取得表单 id 为 myform 的表单表示为 $( “#myform” )[0]，调用

其 reset 方法就是 $("#form")[0].reset(); 

因此合起来的代码为： 

// use this to reset a single form 

$("#reset").click(function() { 

$("#form")[0].reset(); 

}); 

如果要将所有的表单重置，那就通过元素的标记名取得元素，结合 

each 函数，就是如下的代码了。 

$("#reset").click(function() { 



$("form").each(function() { 

this.reset(); 

}); 

}); 

过滤不需要的元素 

JQuery 还提供了 filter() 和 not() 方法。 

filter() 方法使用过滤表达式来减少不符合的被选择项，考虑一个

无序的 list，我们需要选择所有的没有 ul 子元素的 li 元素。 

$( “li” ).not( “[ul]” )  

not 方法用来取消所有符合过滤表达式的被选择项。这个语法来自

于 xpath 表达式，可以用于在子元素和属性上实现过滤器，例如，取

得所有有 name 属性的超级链接 $( “a[@name]” )。 

还可以通过 *= 实现部分匹配，例如取得超级链接的开始部分为 

“/content/gallery” 的超级链接，就是 $( “a[href=/content/gallery]”) 

取得上一个或者下一个元素 

next() 函数返回下一个元素，hide() 隐藏元素。end() 结束当前的子

处理，重新开始一个新处理。 

找到 id 为 raq 的元素为 $( “#raq” )，其中的标记为 dd 的元素为 

$( “#raq”).find( “dd” )，将其隐藏起来为 $( “#raq” ).find( “dd” ).hide()， 

结束对 dd 元素的操作准备重新开始另外一组操作使用 end()，再查找

raq中元素标记名为dt的元素为

$( “#raq” ).find( “dd” ).hide().find( “dt” )，设置其点击事件处理为：



$( “#raq” ).find( “dd” ).hide().find( “dt” ).click( function() { } ); 

取得当前元素的下一个元素为 $(this).next()，下面为完整的例子。 

$(document).ready(function() { 

$('#faq').find('dd').hide().end().find('dt').click(function() { 

var answer = $(this).next(); 

if (answer.is(':visible')) { 

answer.slideUp(); 

} else { 

answer.slideDown(); 

} 

}); 

}); 

取得父级元素为 parents() 

例如取得元素名为 p 的父级元素为 parents( “p” ) 

简写 $( document ).ready( function() {} )，可以简写为  

$( function() {} ) 

 

 选择器返回什么？ 

 使用 jQuery 的选择器，返回的结果为一个集合，哪怕你使用的是 

#ID，所以，如果要取得结果中的第一个对象，需要再次使用下标来取

得对应的对象，例如，取得 id 为 myForm 的表单对象，需要使用入

校的代码：$("#myForm")[0]。注意，addClass 和 html 函数为什么没



有使用下标进行处理呢？他们使用了 jQuery 的函数！addClass 和 

html 都是 jQuery 的函数。还有下面的 click。 

 

四、元素的事件 

元素的 onXxxxx 事件同样有效，但是 JQuery 不喜欢 on, 所以

在JQuery 中直接使用事件的名字。例如 DHTML 中的 onclick 事件，

在 JQuery 中就是 click。 

Id 为 myButton 的按钮的点击事件就是 $( “#myButton” ).click。 

下拉列表选择不同选项的事件为 change。 



五、创建元素 

在 jQuery 中创建元素非常简单，使用 html( 参数 )就可以了。 

例如：$( “<div id=’msg’></div>” ) 将创建一个 div 元素 



六、自定义函数 

有两种类型的 jQuery 扩展 

 实用工具函数直接使用 $ 进行定义 

 处理 jQuery 包装的集合，也称为 jQuery 命令 

扩展的文件名命名规则： 

 文件名使用  jquery 开头 

 然后是插件的名字 

 最后是 .js 

中间使用 . 分割，例如，如果要创建一个 myplugin 的扩展，那么

文件名应该为 jquery.myplugin.js. 

 

处理 jQuery 集合的命令 

语法：$.fn.命令的名字 = function( 参数 ) { } 

在函数体内，this 指向待处理的 jQuery 集合 

如果你需要一个一个的处理集合内的元素，可以通过 this.each 函

数来完成。 

比如，我们要将集合中的文本输入项设置为 readonly, 并且，如果

为 readonly 状态的话，透明度为 0.5，否则透明度为 1。 

(function($){ 

$.fn.setReadOnly = function(readonly) { 

return this.filter('input:text') 

.attr('readonly',readonly) 



.css('opacity', readonly ? 0.5 : 1.0); 

} 

})(jQuery); 

下面的命令将 select 中的项目清空 

$.fn.emptySelect = function() { 

return this.each(function(){ 

if (this.tagName=='SELECT') this.options.length = 0; 

}); 

} 

再看下面的设置 select 内容的命令 

$.fn.loadSelect = function(optionsDataArray) { 

return this.emptySelect().each(function(){ 

if (this.tagName=='SELECT') { 

var selectElement = this; 

$.each(optionsDataArray,function(index,optionData){ 

var option = new Option(optionData.caption, 

optionData.value); 

if ($.browser.msie) { 

selectElement.add(option); 

} 

else { 

selectElement.add(option,null); 



} 

}); 

} 

}); 

} 

 

 

 



七、使用 AJAX 

$.get 用于发出一个 GET 请求，$.post 用于发出一个 POST 请求 

$.ajax 根据传递的参数来决定使用何种方式发出请求。 

$.get 命令的用法 $.get( url, parameters, callback) 

$.post 命令的用法同上 

 

$.post("rate.php", {rating: $(this).html()}, function(xml) { 

// format result 

var result = [ 

"Thanks for rating, current average: ", 

$("average", xml).text(), 

", number of votes: ", 

$("count", xml).text() 

]; 

// output result 

$("#rating").html(result.join('')); 

} ); 

$.post 函数用于向服务器发送 post 请求，第一个参数为服务器的地

址，第二个参数为发送的参数，参数使用 {} 包围起来，每一组参数有

一个名字，还有一个使用冒号 : 分割的值，多个参数使用 , 进行分割。

第三个为调用完成之后的回调函数，函数有一个参数，参数为服务器返

回的 xml 结果。 



$.get( url, [data], [callback] ) 用于向服务器发送 get 请求。 



六、动起来 

show()，show('fast'); 

hide()，hide('slow'); 

toggle 

 

 

animate() 

 



七、表格排序，使用tablesorter插件 

 

首先文档中加入如下的 <script src="lib/jquery.tablesorter.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以便引用 tablesorter.js。 

如果需要对 id 为 large 的表格进行排序，进行如下的设置 

$("#large").tableSorter(); 现在点击表格的 head ，已经可以排序了！ 

注意，表格的表头部分定义为： 

<thead> 

 <tr> 

  <th>Email</th> 

  <th>Id</th> 

  <th>Phone</th> 

  <th>Total</th> 

  <th>Ip</th> 

  <th>Url</th> 

  <th>Time</th> 

  <th>ISO Date</th> 

  <th>UK Date</th> 

 </tr> 

</thead> 

 

使用表格的斑马线 

$("#large").tableSorter({ 



stripingRowClass: ['odd','even'], // Class names for striping 

supplyed as a array. 

stripRowsOnStartUp: true // Strip rows on tableSorter init. 

}); 

 

  



附录： 

jQuery( expression, [context] )  

This function accepts a string containing a CSS selector which is then used to match a set of 
elements. 
The core functionality of jQuery centers around this function. Everything in jQuery is based upon 
this, or uses this in some way. The most basic use of this function is to pass in an expression 
(usually consisting of CSS), which then finds all matching elements.  

By default, if no context is specified, $() looks for DOM elemen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HTML document. If you do specify a context, 

such as a DOM element or jQuery object, the expression will be matched 

against the contents of that context.  

这个函数接受一个包含 CSS 选择器的字符串，然后使用它来匹配一个元素的集

合。 

jQuery 的核心函数围绕这个函数，任何jQuery 中的函数都基于此，或

者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使用它。最基本的使用就是传递一个 CSS 的选

择器，来查找匹配的元素。 

默认情况下，函数如果没有指定内容，$() 在当前的html文档内容中查

找元素，如果指定了内容，例如一个 DOM 元素或者 jQuery 对象，就

在其中查找。 

jQuery( html ) 
Create DOM elements on-the-fly from the provided String of raw HTML. 
You can pass in plain HTML Strings written by hand, create them using some template engine or 
plugin, or load them via AJAX. There are limitations when creating input elements, see the second 
example. Also when passing strings that may include slashes (such as an image path), escape the 
slashes. When creating single elements use the closing tag or XHTML format. For example, to 
create a span use $("<span/>") or $("<span></span>") instead of without the closing slash/tag. 
Do not create <input>-Elements without a type-attribute, due to Microsofts read/write-once-rule 
for the type-attribute of <input>-elements, see this official statement for details. 

使用提供的原始 HTML 内容创建 DOM 元素，你可以传递纯文本的 

HTML 字符串，或者通过 AJAX 加载的内容，在创建 input 元素的时



候有一个限制，不要创建没有 type 属性的 input 元素，由于 

Microsoft 读写一次的规则。对于 input 元素的 type 属性，参看  

official stat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