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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规模越大的公司对于新技术的使用越谨慎。
我的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开始都很不理解其中的道理。作为程序员的我们，总是
喜欢最新、最酷的东西。相信你我身边总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开发工
具升级到“最新版本”
，总是在吃饭的时候不厌其烦地讨论某些东西的“新特性”。
作为 IT 人士，对新事物保持浓厚的兴趣是一种非常好的习惯。但是，当你试着从项
目管理者或者公司运营者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某些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项目中使
用“最新”的技术，最容易遭遇的问题可能有这些：
（1）学习成本大：新技术推出的时候，懂的人总是很少，项目组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这些新的技术，甚至新的编码习惯。这就像电影里面的神枪手，他们一般只用自己校准的
枪进行射击，如果给他一把新式武器，他不一定能发挥出最佳水平。
（2）成员稳定性风险高：在 IT 企业，跳槽这种事总是随时随地在发生，某些人今天
还是你的同事，明天他的座位就空了。如果你是项目负责人，你到哪里能立刻找一个人来
填补这个空位？何况对于新技术来说，市场上又有多少真正能干活的人？
（3）升级压力大：新技术或者框架最初出现的时候，版本更新比较快，而且每次更新
的幅度都可能会比较大。比如从 Ext1.x 到 Ext2.x，简直有质的飞跃，而从 2.x 到 3.x 的更
新，就相对比较平稳，3.x 到 4.x 的更新，又有一次质的飞跃。
如果你是一个 Ext 老兵，想把 Ext1.x 的项目代码升级到 3.x，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你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测试修改。何况，一般来说，很多公司“业务代码”都有着“不
可升级”的特性。我一般把这样的代码叫做“快餐代码”，基本上是一次性用完就扔掉的。
这些没有经过仔细设计的代码，不可能像框架本身那样可以做到“平滑升级”
。因此，这
些代码一旦形成，想随着框架一起升级，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眼睁睁地看着新版本里
面给出的新特性不能用，是很痛苦的。
这是这几年来通过切身体会感受到的东西，当年的我，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到这些问
题的。明睿电气虽然是不到百人的小公司，但是部门领导的思想却很像大公司。所谓没有大
公司的命，却得了大公司的病，他们对新技术也持有习惯性的抵制态度。对于我和旺仔强烈
要求使用 Ext 框架的提议也是很不放心，
“研讨”了又“研讨”
、
“演示”了又“演示”，最后
实在抵挡不住旺仔和我的“力荐”
，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决意按照如下步骤实施：
（1）旺仔和我使用传说中的“快速原型法”
，先把整个系统的框架和 UI 界面搭建起来，
然后再提交“评审”
。
（2）界面评审通过之后，再开始业务和后台编码。否则，回到第一步重来。
对于这种纯业务型的“管理系统”
，选用 Ext 框架再合适不过。UI 表现层、数据传输
层都是现成的，加上一些贴心的工具类，如 Ajax、Form、Grid、Tree 等，按道理来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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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来应该比原始 JS 要快速很多。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相差很远，我们的“团队”刚刚
开工两天就碰到了很多问题。据我的直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把 JavaScript 这门语
言想得过于简单了。旺仔和我都属于 Java 系的程序员，很自然地会使用 Java 的一套思维
去做 JS 的编码。虽然很多时候确实是相通的，但是这种思维模式也阻碍了对 JS 动态特性
的发挥。说白了，JS 是以“函数（Function）
”为中心的语言，而 Java 却是以“类（Class）”
为中心的语言。
很幸运，旺仔和我都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急需再次恶补 JS 的基础知识。我再次地
感觉到，能遇到一个贴心的搭档是多么幸运！就这样，旺仔和我摸索前进，一边对照 Ext 的
API 文档和 examples 做项目，一边拿着犀牛书狂补 JS 基础知识。这时候 Ext 在国内还没有太
流行，API 纯英文，阅读速度要比中文慢好多。项目期限已定，不可能给我太多的时间在那儿
看英文文档，因此心里比较着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翻译 Ext 的 API 的动力之源。
2008 年 12 月，年关已近，一场大雪不合时宜地打乱了我们的“开发计划”
。我相信，
绝对没有一本关于“软件工程”的书上会考虑天气状况对项目进度的影响。东北地区是明
睿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区域，由于产品上的液晶显示屏无法抵御这一地区冬季的低温，大
面积出现了“花屏”的现象。客户很震怒，命令我们必须“火速派人现场处理”
。我发现
了某些规律，一般出现了“火速”的事情都是由我的师傅潘潘同志和我去充当消防员。在
系统开发过程中，项目组成员总是陷入两线作战：一方面是维护在线运行的现有系统；另
一方面是在旧系统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开发新系统，这样使得原有的问题被带入新的系
统中，并且逐步累积，造成隐患。
这回在沈阳活活折腾了 14 天，由于客户火气比较大，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很多时候
客户直接不配合，导致我们只能在办事处傻傻等待。但我是个好学上进的人，没把时间浪
费掉，对 JS 函数比较深入的研究就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以 Java 为母语的我从来不敢想
象，JavaScript 的 Function 居然能玩出这么多“花样”
，幸亏多少有点汇编语言的基础，因
此对于其中出现的很多“奇怪”的概念也没有太多抵触情绪。
以我后来的经验看，如果真正吃透 Function 的用法，并且能耍出本章给出的各种“花
枪”
，后续章节中的“事件机制”
、
“模拟继承”都会很简单。你能一眼“洞穿”这些所谓
“高级技巧”背后暗藏的运作机制，甚至能在大脑里面“执行”代码，你就完全可以清晰
地“看到”一个一个的 Function 如何被执行。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有言，自古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人，必然会经历三层境界：
第一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大师就是大师，这三层境界刚好对应本章的“函数原型”、
“作用域”和“闭包”。卷
起你的袖子，准备为伊消得人憔悴吧！

4.1 JS 函数特性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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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惯例，我们直接关注 JavaScript 函数特立独行的地方。如果对于这些基础的主题你
已经非常熟悉，请直接忽略本节。需要友情提示的是：原型、作用域、闭包这三大重量级
概念是三位一体、逐层递进的，所以最好不要直接跳到其他小节。如果练功的过程中一旦
发现内力不足，需要回头补练基本功的话，时间就白白浪费掉了。

4.1.1 参数可变长
Java 里面，从 JDK 1.5 开始支持可变长参数，当时引得大家一片欢呼，因为可变长参
数会给编码带来很多方便。JavaScript 比较幸运，也比较干脆，所有函数的参数都是可变长的。
从这一点看，JS 真是一门具有“前瞻性”的语言，当初设计 JS 函数的人真是人才啊！
比如定义了如下简单函数：
例 4.1
代码：
function main(arg1,arg2){
alert(arg1+"---"+arg2);
}
可以这样调用：
main();
//不给参数
main(1);
//只传一个参数
main(1,2);
//传两个参数
main(1,2,3);
//传三个参数
…
//传递任意多个参数

以上的调用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样，不错吧？还有一种更不错的，不给函数定
义形参，直接在函数中使用 arguments 属性获取实际传递的参数数组。就像这样：
代码：
function test(){
var args=arguments;
alert(args.length);
}
test(1,2,3,4);

运行效果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函数实参个数

解析：
可以像访问数组一样访问 arguments 对象 args[0]、arg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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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函数不能重载
例 4.2
代码：
function myFunc(){
alert("func1");
}
function myFunc(){
alert("func2");
}
window.onload=function(){myFunc();}

运行效果如图 4-2 所示。
解析：
可以看出，第二个同名函数把第一个给覆盖掉了。
也就是说，函数不支持重载。很多时候，这是一个非常
糟糕的特性。一定有人会问：当初设计 JavaScript 的人为
什么不给函数加上“重载”的特性呢？
好吧，假设一下 JS 可以进行函数重载，就像 Java

图 4-2

函数不能重载

一样。还记得 Java 中函数重载的规则吗？由于 JS 里面没
有访问限定符、强类型的约束，我们只对比一下 Java 里面的如下两个特性：函数名相同，
参数列表必须不同。下面就开始“重载”吧：
function myFunc(){
alert("func1");
}
function myFunc(arg0){
alert("func2");
}

看起来不错，可是别忘记 JavaScript 中的所有函数都是可变长参数，从这个角度看，
上面的代码能算“重载”吗？实际调用 myFunc 的时候到底调用哪一个呢？
另外，JavaScript 是一种解释执行的语言，浏览器的脚本引擎开始载入你的 JS 代码的
时候，必然要“扫描”一番，然后再开始解释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操作就
是“标识符解析”，在这个过程中，同一命名空间中不允许同名变量的存在，包括同名函
数，具体过程会在第 3 节展开研究。
这个特性也引出了另一个很小但是很重要的概念：
“命名空间”
。很多时候，我们的词
汇是有限的，不可能每次都想到不同的单词来给函数命名，如果能把同名的函数隔离在不
同的空间中，就可以绕过 JS 的这套“无重载”机制了。

4.1.3 命名空间
JS 没有真正的“命名空间”的概念，可以通过对象来模拟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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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3 定义一个 com.nano.util 的包。
如果在 Java 中需要定义一个 com.nano.util 的包，那么直接使用关键词 package 即可
（package com.nano.util）
。很不幸，JS 没有 package 关键词（但是 package 是 JavaScript 的
保留字）
，于是我们只能这样来模拟：
var com={};
var com.nano ={};
var com.nano.util={};

代码很简单，一层一层的对象而已，子一级的包是父一级的属性。不过，这样的代码
看起来总觉得有点别扭，比如我要定义一个如 com.nano.bomc.service.util 这样的长包名，
显然很麻烦。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工具函数。比如，这个工具函数的名字就叫 namespace，并且能
简写成 ns。我们传递一个字符串型的包名称给 namespace 函数，然后它就替我们创建好类
似的一个结构。
例 4.4 工具函数 namespace 雏形版
代码：
function ns(pkg){
if(!pkg){
return null;
}
var o={};
var result=o;
var arr=pkg.split('.');
o=o[[arr[0]]]={};
var len=arr.length;
for(var i=1;i<len;i++){
o=o[arr[i]]={};
}
return result;
}
var pkg=ns("com.momo.test");
alert(pkg.com);

运行效果如图 4-3 所示。

图 4-3 ns 雏形运行过程

解析：
以上实现比较“毛糙”
，需要进一步改进才能投入实际的使用。命名空间一般都是建
立在代表浏览器窗口的 window 这个对象下面，在浏览器环境中，window 对象又被称为全
局对象（Glob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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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这个例子中，相同的命名空间不能重复创建，否则第二次创建的同名对象就
会把第一次的覆盖掉。因此，多次调用 namespace 时，需要对创建命名空间进行一下检测。
如果某一层上的对象已经存在，就不再重复创建，而是使用原来的对象。既然如此，把命
名空间中这一层一层的对象缓存到 window 这个全局对象里面最合适不过了，而且也方便
在创建新空间之前进行检测。
例 4.5 namespace 可用版。
代码：
function ns(pkg){
if(!pkg){
return null;
}
var arr=pkg.split(".");
var o=window[arr[0]]=window[arr[0]]||{};
var result=o;
var len=arr.length;
for(var i=1;i<len;i++){
o=o[arr[i]]=o[arr[i]]||{};
}
return result;
}
ns("com.momo.test");
com.momo.test.fn=function(){
//...这里是第一次定义的函数
alert("for test");
};
ns("com.momo.test");
alert(com.momo.test.fn);

//关键点 1

//关键点 2

运行效果如图 4-4 和图 4-5 所示。

图 4-4

图 4-5

弹出函数体

可用版 namespace 工具函数运行细节

解析：
这样一来就可以方便地调用 ns()来建立命名空间了。而且，如果尝试多次建立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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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空间，也不会出现被覆盖的问题。
模拟命名空间的实现方式很多，原理都是类似的，Ext.ns 这个工具函数就是使用如上
方式实现的。当然，Ext 的实现比我们这里的要鲁棒很多，下文中相关部分会详细解析其
实现源码。

4.1.4 函数嵌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也是 JavaScript 很多神奇魔法的来源。我们知道 Java 是不
支持函数嵌套的，如果在 Java 中出现如图 4-6 所示的代码，编译器会毫不留情地报给你一
个编译错误。
然而，JS 恰恰相反，对于这种嵌套函数，它全部支持。
例 4.6 内部函数
代码：
function outerFn(){
function innerFn(){
alert("调用嵌套的函数啦。");
}
innerFn();
}
outerFn();

运行效果如图 4-7 所示。

图 4-6

Java 中不允许嵌套定义函数

图 4-7

嵌套函数运行效果

解析：
代码比较简单，通过 outerFn 调用了一下内部的 innerFn，如此而已。
在外部函数 outerFn 运行结束之后，innerFn 这个函数也就从内存中消失了，不会留下
痕迹。另外，innerFn 定义在 outerFn 的内部，对于 outerFn 外部的代码来说，innerFn 是不
可见的，自然也就无法调用它。
那么，能不能想个办法，让 outerFn 外部的代码也能调用内部定义的 innerFn 函数呢？
例 4.7 一枝红杏出墙来。
代码：
function outerFn(){
function innerFn(){
alert("一枝红杏出墙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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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innerFn;
}
var cache=outerFn();
cache();

运行效果如图 4-8 所示。
解析：
请注意 outerFn 的返回值，它返回的是内部定义的 innerFn。外部用一个 cache 变量把
“函数的引用”缓存起来，最后使用我们熟悉的()操作符对函数进行调用。
有些人喜欢把 return innerFn;这种代码叫做“返回一个函数指针”。虽然这种说法不
是特别严谨，但是对我们理解代码有好处。外部变量 cache 维持了到内部函数 innerFn 的
一个引用（如果你愿意，就叫做“函数指针”也无所谓），通过这个引用，我们就可以突
破 outerFn 形成的壁垒，访问内部函数 innerFn 了！
这里有个重要的概念：
“词法作用域”
，通过上面的示例代码来理解这一概念。
innerFn
outerFn
由于
定义在
内部，这时候 outerFn 这个函数大括号内部的这块“封闭
区域”就叫做 innerFn 的“词法作用域”
，如图 4-9 所示。

图 4-8

返回内部函数的引用

图 4-9

内部函数 innerFn 的作用域

好吧，以上代码实在有点“简陋”
，下面我们给它再加点“料”
，然后再来品一品其中
的“滋味”
。
例 4.8
代码：
var outerName="漠漠";
function outerFn(){
var name="大漠穷秋";
function innerFn(){
alert("["+outerName+"、"+name+"]一枝红杏出墙来。");
}
return innerFn;
}
var cache=outerFn();
cache();

运行效果如图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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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在外部调用 return 出来的内部函数

解析：
innerFn 可以访问 outerName，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 outerName 是最外部的全局变量。
innerFn 能访问局部变量 name 也很好理解，因为它们都被定义在 outerFn 内部，地位是平
等的。
比较神奇的是，当 var cache=outerFn();这句代码执行完毕之后，outerFn 中的局部变量
name 应该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当我们通过 cache 尝试调用内部函数 innerFn 时，还是顺
利地弹出了“大漠穷秋”这个字符串。
这说明了两点：
（1）innerFn 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一定还是在“词法作用域”进行的，否则它就不能访
问到局部变量 name 了。
（2）既然 innerFn 执行的时候还能访问 name 的值，说明 name
要么没有被回收内存，要么就是被存储在了某个地方，当 outerFn 运
行结束时，它依然有效。实际情况如何，将在后面进行详细解析，
这里还是来看一下最终形成的完整作用域结构吧，如图 4-11 所示。
显然，最外层的 window 作用域总是存在的，它通常被叫做“顶
级作用域”
。在顶级作用域中，有地位平等的变量 outerName、cache
和函数 outerFn；再里面一层是 outerFn 的地盘，这里面也有地位
平等的局部变量 name 和内部函数 innerFn；最里面是 innerFn 的地

图 4-11

页面整体作用
域结构示意图

盘，这里面只有一句 alert 代码。
秉承“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理念，不难发现，从“内层”访问“外层”的属性，总
是允许的，反之不行。比如 innerFn 既可以访问 outerFn 域中的 name 变量，也可以访问
window 域中的 outerName 变量。与此相反，
“外层”作用域中的代码是无法访问“内层”
的。除非使用特殊的手法，就像 outerFn 所做的，把内层的函数 return 出来，这样才可以
从 window 域“触及”outerFn 域中的 innerFn。通过在函数中返回另一个函数的方式，实
际上形成了一次“作用域穿越”效果。
这就是对“作用域”最直观的理解。那么 JavaScript 引擎是如何实现这一作用域规则
的呢？本章第 3 节将会详细分析代码执行的全过程，这里还是先记住这个小把戏吧：通过
return 一个函数的方式，可以让函数“穿越”作用域的限制，从而让外层作用域能够“触
摸”到本来无法触摸的“内层”函数和变量。这个“把戏”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在
后面的分析中，我们会一步步认识到它的强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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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call/apply/自执行
创建一个简单的函数并调用实在没意思，下面见识一下 JS 中函数调用的“花式”。
例 4.9
代码：
function myFunc(){
alert(this.name);
}
myFunc.call({name:'大漠'});
myFunc.apply({name:'穷秋'});

运行效果如图 4-12 和图 4-13 所示。

图 4-12

使用 call 关键字调用函数

图 4-13

使用 apply 关键字调用函数

解析：
这里的运行效果比较神奇，两次弹出的 this.name 居然不一样。这是 JavaScript 函数最
重要的一个特性，也是所谓“JavaScript 是一种动态语言”的终极含义。回想一下 Java 吧，
对于一个 Java 实例对象来说，this 关键字总是指向当前实例的，而且不可能发生变化。
而 JS 不同，函数中的 this 并不一定指向特定的对象，它是可变的。
本例使用 call 和 apply 都能让函数获得执行，并且 call 和 apply 的调用方式看起来没什
么不同，实际上它们在可接受的参数方面还是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call 和 apply 都可以
接受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为函数中 this 需要绑定的对象，对于第一个参数的处理，call
和 apply 是一致的；而第二个参数稍有不同，call 的第二个参数使用的是可变长参数，而
apply 的第二个参数是数组，就像这样：
myFunc.call({},var1,var2,var3…)
myFunc.apply({},[var1,var2,var3])

比如定义这样一个函数：
function fn(a,b){
return a+b;
}

如果用 call 的方式来调用，应该这样传递参数：fn.call({},1,2)；而使用 apply 的方式调
用则这样传递参数：fn.apply({},[1,2])。
例 4.10
代码：
(function(){
alert("执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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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效果如图 4-14 所示。

图 4-14

自动执行

解析：
这个函数我们在前面用过，当时卖了下关子，没解释为什么，但是聪明的读者一定看
出来了，因为()是函数调用运算符，因此这个“匿名函数”
（没有名字）一定义完成就“自
己执行”了。这种写法虽然也很“花枪”
，但是它绝不仅仅是虚有其表的。在实际的运用
中，这种写法也相当犀利，后面将会多次展示它的风采。

4.1.6 函数也是数据
在 JS 的眼里，函数也是数据。
例 4.11
代码：
function myFunc(){
alert("this is my function");
}
alert(myFunc);

运行效果如图 4-15 所示。
解析：
函数体被当做字符串弹出，内部隐含调用函数对象的 toString()方法。既然如此，以下
代码变体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例 4.12
代码：
var myFunc=function(){
alert("this is my function");
}
alert(myFunc);

运行效果如图 4-16 所示。

图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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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函数对象赋值给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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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例和例 4.11 运行效果相同，但是代码的运行细节不同。例 4.11 直接声明了一个函
数，在脚本引擎的解析期间，这个函数就会被创建；而例 4.12 使用的方式和定义一个变量
相同，因此，只有在脚本真正执行到这一行时，函数才会被构建出来。
按照本例的写法再推进一步，我们知道 JS 对象的属性是可以动态添加、删除的，既
然函数可以被当做数据看待，显然也可以动态地被添加、删除。
例 4.13
代码：
var obj={};
obj.sayHello=function(){
alert("Hi baby!");
}
obj.sayHello();
delete obj.sayHello;
obj.sayHello();

运行效果如图 4-17 和图 4-18 所示。

图 4-17

为对象动态添加函数

图 4-18

动态删除添加的函数

解析：
第一次在 obj 上调用 sayHello，成功执行。使用 delete 运算符，把 sayHello 从 obj 上删
除之后，再次调用抛出异常。很好理解，由于使用 delete 删除了 sayHello，此时 obj 上已
经不再存在 sayHello 这个函数了。
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特性，当需要执行一些“临时性”的任务时，可以在对象上临时
建立一个工具函数，使用完成后及时地删除掉，可以节约不少资源。在后面对 Ext 源码进
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会大量见识到这种技巧。

4.1.7 Function
上一节中我们说“函数也是数据”
，其实不仅如此，函数还是对象，它也有自己的类
定义：Function。使用内置构造器 Function 创建一个函数的用法比较少见，但是这对于理
解函数的特性非常有用。
例 4.14
代码：
var fn=new Function('x','y','alert("Just coding!")');
alert(fn instanceof Object);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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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图 4-19 和图 4-20 所示。

图 4-19

fn 也是对象

图 4-20

调用 fn

解析：
Function 的构造规则是这样的：可以接受任意多个参数，最后一个参数被当做“函数
体”
，之前的所有参数都被当做函数参数。那么，这和我们前面使用 var fn=function(){}这
种方式定义函数有什么不同呢？有两个重要的特性必须注意：
（1）函数构建时机不同：使用 new Function()方式手动创建的函数，是在运行时才会
创建，而使用 var fn=function(){}这种方式声明的函数，当浏览器加载完脚本，脚本引擎扫
描到这段代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函数初始化动作。
（2）作用域不同：在前面我们见识到了函数嵌套的技法，并且知道了 JS 函数总是在
“词法作用域”中被执行。但是使用 new Function()这种方式手动创建出来的函数，其作用
域总是指向“顶级作用域”
，也就是 window。
例 4.15
代码：
function outerFn(){
var userName="大漠穷秋";
var innerFn=new Function("alert(userName)");
return innerFn;
}
var cache=outerFn();
cache();

运行效果如图 4-21 所示。

图 4-21

new Function()创建的函数默认作用域是 window

解析：
很不幸地收获了一个异常。
其实凭我们的直觉也很容易理解这一特性，因为 new Function 的时候传递的参数
全部是字符串，引擎无法知道代码里面的变量 userName 到底会指向谁，直到真正构建
出函数 fn。
虽然在一般的应用中，很少有人会使用 new Function 的方式去构建函数，但是这一特
性在某些时候非常有用，在第 13 章对模板的分析中，我们将会见识到它的风采。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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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 JS 中有一个神秘运算符 eval，它可以把传递给它的字符串当做代码来执行。其内
部就使用了 Function 构造器来动态生成函数，因此可以想象，使用 eval 创建的函数，其作
用域也是在“顶级作用域”window 中的。
据犀牛书说，使用 new Function 这种方式构建函数效率比较差，如果在大型的 for 循
环中使用这种方式会造成脚本性能急剧下降，这也是大师们都一致建议不要使用 eval 执行
JS 代码的原因。

4.1.8 函数实例的属性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使用 var fn=function(){}定义一个函数，效果和 var
fn=new Function()相同，此时的变量 fn 其实也是一个 JS 对象，只不过它是一个稍微特殊点
的 JS 对象，可以使用()进行调用而已。
既然是 JS 对象，那么就可以拥有属性，很幸运，脚本为函数对象提供了很多原生的
属性，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有如下 5 个：arguments、callee、caller、length、prototype。这
些属性在强类型语言中并不多见，但是对于 JS 来说，它们是一切魔法的源泉，正是因为
它们的存在让 JS 这门语言变得如此不同凡响。尤其是 arguments 和 prototype，它们的使用
频率非常高，我们必须做到完全不经过大脑就能使用这两个数据写代码的程度！
例 4.16
代码：
function myFunc(arg1,arg2){}
alert(myFunc.length);

运行效果如图 4-22 所示。
解析：
这个属性是函数定义的形参个数。
有人说了：不是所有 JavaScript 函数的参数都是可变长的吗？这里应该弹出“无穷大”
才对啊，怎么弹出 2 呢？
所谓“可变长”，意思是“实际传递的参数”
，也就是“实参”，而这里弹出的是“形
参”
。另外，即使这里的 myFunc 定义了两个参数，实际上还是可以给它传递更多的参数。
例 4.17 arguments 属性
代码：
function myFunc(){
var s="";
var len=arguments.length;
for(var i=0;i<len;i++){
s+=arguments[i];
}
alert(s);
}
myFunc(1,2,3,4);

运行效果如图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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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函数形参个数

图 4-23

访问 arguments 属性

解析：
前文有述，JS 的所有函数都是可变长参数的。这里使用了更炫的 arguments 属性来访
问这些“可变长”参数，从而可以省去定义函数形参的过程。
arguments 属性是一种类似数组的结构，可以使用访问数组下标的方式[0]、[1]…来访
问它。注意，arguments 貌似数组，而本质上和数组并不相同，它有一个 length 属性，但
是没有数组能够支持的那些方法。所以，如果你愿意，可以叫它“伪数组”
。
arguments[0]、arguments[1]这样的写法所蒙蔽，误以为
arguments
请不要被
就是一个
数组。虽然 arguments 也有 length 属性，也可以使用[]访问其中的元素，但是它的本质是对
象，而不是真正的数组。如果不信，可以尝试调用一下 slice 方法，就像这样：
arguments.slice();

不出意外的话你将收获一个异常。
某些时候 arguments 的这种“伪数组”特性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困扰，我们可能需
要一个“真正的”数组，以便能利用上数组所提供的很多工具方法，那么怎么把 arguments
转换成一个“真正的”的数组呢？请看以下代码：
var args=Array.prototype.slice.call(arguments);

此时的 args 对象就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的数组了，在 Ext 的源码中有很多这样的做
法，请不要感到奇怪。
例 4.18 callee 属性
callee 这个属性也比较有意思，它是在 arguments 属性中定义的，指向函数自己，在实
现递归时可以使用这个属性方便编码：
(function test(){
alert(arguments.callee);
})();

运行效果如图 4-24 所示。

图 4-24

arguments.callee 指向函数自身

解析：
利用 callee 可以实现函数的递归，比如一个简单的算阶乘的函数可以写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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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n){
if(n==1){
return 1;
}else{
return n*arguments.callee(n-1);
}
}

当然，做递归的时候需要注意递归的跳出条件，不小心造成了无限递归页面就会假死！
例 4.19 caller 属性
函数还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叫 caller，这个属性指向的是“调用者”。在实际的编程中，
函数之间必定会存在互相调用的情况：ABC…，这样形成一个类似“调用栈”的形
式。某些时候，函数需要知道当前是谁在“调用”自己，这就是 caller 的职责所在。
代码：
function code(){
alert(code.caller);
}
function beatHim(){
code();
}
beatHim ();

以上模拟的是一个程序员，你打他一下，他就 code()。这时候对于 code()来说，调用
者就是 beatHim()。
如果在其他函数里面调用 code()，
比如你骂他他也能 code()，
这时候 code()
的调用者当然就是其他东西了。
需要注意，caller 在函数运行时才有定义，如果从顶级作用域（window）直接调用 code
函数，那么，在 FireFox 中，caller 的值是 undefined，在 IE 中是 null。
arguments.callee 属性指向函数自己。
从例 4.18 可知，
既然如此，还可以把 callee 和 caller
结合起来使用，就像这样：arguments.callee.caller。
caller 这个属性在一般的应用中用不到，如果不想牵扯过深，这里可以完全忽略，有
个印象便好。
利用 caller 这个属性能做点什么不一般的事情呢？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 4.20
代码：
function printStackTrace(fn){
var s="";
while(fn.caller){
s+=fn.caller;
s+="\n<--\n";
fn=fn.caller;
}
alert(s);
}
function test3(){
printStackTrace(test3);
}
function test2(){
test3();

109

Ext 江湖
}
function test1(){
test2();
}
function test0(){
test1();
}
test0();

运行效果如图 4-25 所示。
解析：
模拟了一个“调用轨迹”打印器，效果还可以，不过
没有 Java 中 printStackTrace()那么“优雅”
。
函数的最后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原型”prototype，因
为它实在过于重要，值得单独列出一节仔细讨论。
以上属性都是由 JavaScript 原生提供的，算是“白捡”
的意外收获。既然函数也是对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自
己给它加上自定义的属性呢？先尝试一下。

图 4-25

模拟调用轨迹

例 4.21
代码：
var fn=function(){}
fn.myname="我是一个函数";
alert(fn.myname);

运行效果如图 4-26 所示。

图 4-26

函数对象的属性

解析：
既然可以动态添加自定义属性，自然也就可以删除了，自己试试 delete 吧，看看能不
能把不需要的属性删掉，然后再试试能不能删掉原生的那些属性。

4.1.9 构造函数
不要被名称吓倒，其实，构造函数也是一种函数，只不过它可以和 new 关键字配合起
来产生新的对象实例而已。
到这里，需要了解一下 JavaScript 中函数调用的 4 种模式：
（1）函数调用模式：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模式，此时的函数就像基础 C 语言中一堆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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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数。
（2）方法调用模式：此时的函数被绑定到特殊的对象上，函数中的 this 可以默认指向
所属的对象，这种模式下的函数和 Java 中的成员函数很相似。
（3）构造调用模式：函数作为类的构造器，可以使用 new 关键字创建对象。
（4）apply 调用模式：在 1.5 中我们已经见识过这样的例子，可以使用 fn.apply
(scope,args)的方式对函数进行调用。而且通过传递第一个参数，可以动态改变函数中
this 所指向的对象。
---以上解析由《JavaScript 语言精粹》相关内容引申而来。
例 4.22
代码：
Animal=function(name,age){
this.name=name;
this.age=age;
}
var animal=new Animal("大漠穷秋","27");
alert(animal.name+"---"+animal.age);

运行效果如图 4-27 所示。

图 4-27

构造函数

解析：
感觉上很像 Java 吧？当然，构造函数的内涵远远不仅于此，不过现在我们只要知道这
么多就足够了。随着功力的日益提升，它的真面目会逐渐浮出水面。

4.1.10

模拟静态属性

我们知道 Java 中有实例属性和静态属性的概念，为了后面有个“参照物”，这里给一
个 Java 的示例，如图 4-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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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Java 中的静态属性

显然，userName 和 password 是实例属性，instanceCounter 是静态属性。“静态属性”
的特性如下：
（1）既可以通过类名访问，也可以通过实例访问。
（2）所有实例共享同一份数据。
对于 JavaScript 来说，创建实例属性的方式和 Java 大同小异，对比一下前面 Animal
的例子：
Animal=function(name,age){
this.name=name;
this.age=age;
}
var animal=new Animal("大漠穷秋","27");
alert(animal.name+"---"+animal.age);

那么，我们如何为 Animal“制作”静态属性呢？众所周知，JavaScript 是没有 static
修饰符的。还记得前面说过“函数也是对象”吗？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在 Animal
这个构造函数上面做点小文章呢？
例 4.23
代码：
Animal=function(name,age){
this.name=name;
this.age=age;
Animal.instanceCounter++;
}
Animal.instanceCounter=0;
var animal1=new Animal("大漠穷秋 1","27");
alert(Animal.instanceCounter+"---"+animal1.instanceCounter);
var animal2=new Animal("大漠穷秋 2","27");
alert(Animal.instanceCounter+"---"+animal2.instanceCounter);

运行效果如图 4-29 和图 4-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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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创建 1 个 Animal 实例之后

图 4-30

创建 2 个 Animal 实例之后

解析：
使用 Animal.instanceCounter 可以顺利地访问到我们自定义的属性，但是，使用实例
对象却无法访问，这就是为什么叫“模拟”的终极原因。模拟毕竟不是真实，因此它只具
备“静态属性”的部分行为特性。

4.1.11 综合应用：定时器
JS 原生的定时器工具有 setTimeout 和 setInterval 两个。这两个定时器工具用法非常
类似，不同点是，setTimeout()是在指定的时间之后执行一次指定的函数，而 setInterval 会
不断执行，直到取消。取消定时器的方法名分别为 clearTimeout 和 clearInterval。
例 4.24 使用 Timer 创建一个简单的页面计时器
代码：
var fn=function(){
var d=new Date();
document.body.innerHTML=d.toLocaleString();
}
//window.setTimeout(fn,1000);
window.setInterval(fn,1000);

运行效果如图 4-31 所示。

图 4-31

电子钟

解析：
请分别放开两个注释查看效果。
除了把 fn 作为一个“函数指针”传递给 setTimeout 的第一个参数这种方式之外，还可
以直接把函数写在第一个参数的位置，就像这样：
window.setTimeout(function(){
var d=new Date();
document.body.innerHTML=d.toLocaleString();
},1000)

对于脚本语言来说，这种编码方式非常重要，也非常“流行”，我们需要逐步习惯各
种编码“花样”
。另外，直接把函数写在参数的位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例如，定时执
行的函数需要一个参数，而直接传递“函数指针”的方式是没有办法传递参数的，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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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var fn=function(userName){
document.body.innerHTML=userName;
}
window.setInterval(fn,1000);

这样就没有办法给 fn 传递参数了。有人说了，这还不简单，拿小括号直接传递呗，就
像这样：
window.setInterval(fn("大漠穷秋"),1000);//典型的错误代码

很可惜，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也是 JS 新手会感觉非常困惑的地方。原因很简单，
因为 JS 里面的()是一个运算符，当脚本执行到()的时候，就会尝试去“执行一个函数”，所
以，fn 在这时候就被执行了，而不是由定时器去执行。
聪明的你一定已经知道，fn 其实是一个“回调函数”
。所谓“回调”，直观一点的解释
就是：不是让脚本引擎现在就执行，而是我们设置好放在这里，一旦“出事了”你再“回
过头来”调用。显然，以上的 fn 就是这样一种函数，我们的脚本 window.setInterval(fn,1000);
并不希望立刻执行 fn，而是每隔 1000 毫秒的时间点到了之后再来由定时器调用。
好吧，概念理解了，那么怎么解决上面的难题呢？比如我就是想在定时器里面给回调
函数 fn 传递 userName 参数，该怎么办呢？
例 4.25
代码：
var fn=function(userName){
document.body.innerHTML=userName;
}
window.setInterval(function(){
fn("大漠穷秋");
},1000);

运行效果如图 4-32 所示。
解析：
成功越狱！把用户名“大漠穷秋”传递给了 fn。通过
把前面两种传递参数的方式结合起来，成功实现了“在定时

图 4-32

第一种方式

器中给函数传递参数”这个功能。setInterval 第一个参数里面，外层那个匿名函数（没有
名字）其实就是一层“壳子”
，它相当于是 fn 这个“核心”函数的一层“马甲”，穿上这
层“马甲”的目的很简单：（1）不要立即去执行 fn；（2）给 fn 传递参数。
给函数“加壳”的做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脚本技巧，在实际的开发和阅读 JS 源码的
过程中我们会经常运用这种技巧。
前面说到，设计 fn 的目的其实是想要一个“回调函数”，那么是不是可以说，遇到要
给回调函数传递参数的情况，都要使用本例的这种做法呢？当然不是！这么做实在是太麻
烦了，下一例 4.26 中会出现更有技巧的处理方式。
那么，JavaScript 中还有哪些涉及“回调”的情况呢？总结起来大致有 3 种：
（1）定
时器回调；
（2）事件回调；
（3）Ajax 请求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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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这么多种情况，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工具函数”来创建这种通用的“回调函
数”
。展示我们“功力”的时候到了，还记得前面“把函数引用当做返回值 return 出来”
的那段代码吗？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工具函数，名字就叫 createCallback。
例 4.26 自己动手写回调工具
代码：
var createCallback=function(fn,args){
return function(){
fn.call(window,args);
}
}
var fn=function(userName){
document.body.innerHTML=userName;
}
window.setInterval(createCallback(fn,"大漠穷秋"),1000);

运行效果如图 4-33 所示。
解析：
顺利实现了我们的目的，以后遇到需要“回调”而且
需要传递参数的情况，就可以用这个工具函数了。

图 4-33

回调工具 createCallback

不过还有一点不太爽，每次都要传递函数引用和参数，
如果每个函数对象都有一个“天然的”createCallback 函数该多好啊！这确实是一个“有远
见的想法”
，但是这还需要补充 prototype 的概念，才能把 createCallback 这个重要的“回调
工具”扩展到所有函数对象上去，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第 2 节中尝试自己实现此功能。
关于定时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特性需要注意：不给回调函数 fn 传递参数可能会导致
“不稳定”的行为：
var fn=function(userName){
document.body.innerHTML=userName;
}
window.setInterval(fn,1000);

从直觉上看，由于我们并没有给 fn 传递任何参数，而是仅仅把它的引用传递给了定时
器，告诉定时器自己写了一个函数叫 fn，让它每隔一秒钟来帮忙调用一下。但是并没有告
诉它要不要给 fn 传递参数，按理说 userName 收到的应该是 null 或者 undefined 之类的。
很不幸，setInterval 在调用 fn 的时候悄悄地给它传递了参数，如图 4-34 所示，而且参数是
一个不稳定的“随机值”
，使用 Firebug 打上断点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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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

定时器给回调函数传递的参数

所以，使用定时器的时候碰到这种状况，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例 4.27 Ext.util.TaskRunner
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定时任务</title>
<!--导入 Ext，这里省略-->
<!--导入自己的 CSS 和 js-->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taskrunner.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clock"></div>
</body>
</html>
var updateClock = function() {
Ext.fly('clock').update(new Date().format('g:i:s A'));
}
var task = {
run : updateClock,
interval : 1000
}
var runner = new Ext.util.TaskRunner();
runner.start(task);

运行效果如图 4-35 所示。
解析：
这实际上模拟了一个“电子钟”
，而且代码简单，
如果你的页面中哪里恰好需要显示时间，套用这个例子
图 4-35 Ext.util.TaskRunner 打造电子钟
最好不过了。至于时间格式，可以修改 format 函数中的
格式字符串。
Ext.util.TaskRunner 这个类的源码比较简单，其中启动任务的核心代码是：
startThread = function(){
if(!running){
running = true;
id = setInterval(runTasks, interv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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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部分是一个定时器，代码没有什么特别的难点，不多做解读。Ext 还提供了一个
静态工具类 TaskMgr，以上代码还可以写成：
Ext.TaskMgr.start({
run: function() {
Ext.fly('clock').update(new Date().format('g:i:s A'));
},
interval : 1000
})

4.2 函数原型
远古的时候，有一门绝学名字就叫做 prototype。那是一个冷兵器时代，还没有出现
Ext、jQuery、Dojo 这类重型装备。据说那时候的人们生活在一片宁静和平之中，想做点
什么事都是亲自动手。即使是发生战事，也是拳头对拳头、长矛对长矛。在那个时代，
prototype 几乎是一门必需的基础“武艺”，它的招式虽然极其简单，但是真正练成之后却可
以变化万千、无坚不摧。
然而很可惜，随着重量级“火器”时代的来临，这类功夫如今已经近乎失传。但是，
这些来自远古的“哲学理念”及很多招式心法已经深入到现代武器的设计和制造之中。关
于 prototype，可供参考的资料汗牛充栋，这里没有重复的必要，只关注它最核心的特性。

4.2.1 prototype 概述
例 4.28
代码：
var obj={};
alert(obj.prototype);
alert(obj.constructor);

运行效果如图 4-36～图 4-38 所示。

图 4-36

直接访问实例的 prototype

图 4-37 尝试直接访问 prototype.constructor

解析：
obj 是一个最简单的 JS 对象字面值，虽然它用很“简约”的方式书写，但是我们知道
实际上 obj 还是通过构造函数 Object 构造出来的，这一点从
图 4-38 中也可以看出来。
通过图 4-36 弹出的 undefined 可以看出，使用普通的 JS
对象实例上并没有 prototype 这个属性。图 4-38 弹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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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or 属性是 Object 的构造函数，
这个 constructor 属性是位于构造函数 Object.prototype
上的。因此，可以判定，实例 obj 可以通过某种机制“连接”到其构造函数的 prototype 属
性上，并且能访问其中的属性和方法。
需要注意，无法直接使用普通实例对象直接“触及”构造函数的 prototype 属性， 但
是直接访问构造函数 prototype 中的内容是可以的。这个“访问”过程是利用 JavaScript 内
部的机制，而不是我们自己使用代码直接操作，这就是图 4-37 所示为什么失败，而图 4-38
所示为什么成功的原因。
那么，图 4-38 所示到底使用了何种“内部机制”让 obj 实例可以访问到其构造函数
Object.prototype.constructor 呢？这个问题将在 2.3“原型查找机制”中详细解析。
例 4.29
代码：
var fn=function(){}
alert(fn.prototype);
alert(fn.prototype.constructor);
alert(fn.constructor);

运行效果如图 4-39～图 4-41 所示。

图 4-39

函数对象的原型

图 4-40 prototype.constructor

图 4-41

fn 自身的 constructor

解析：
这里的 fn 其实也是一个对象，只不过它是一个“函数对象”。对比例 4.28 可以发现，
在对原型的处理上，函数对象 fn 和普通的实例对象 obj 并不相同。

4.2.2 向 prototype 添加自定义属性
例 4.30 在 prototype 上添加自定义属性
代码：
Animal=function(name){
this.name=name;
}
Animal.prototype.sayHello=function(){
alert("你好，我是"+this.name);
}
var a1=new Animal("动物 1");
a1.sayHello();
var a2=new Animal("动物 2");
a2.say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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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图 4-42 所示。

图 4-42

构造第 1 个 Animal 对象

图 4-43 构造第 2 个 Animal 对象

解析：
我们自己添加的 sayHello 方法一定是实例方法，为什么？
很简单，如果是静态方法的话，里面是没有办法用 this 关键字的！
这位说了，既然是实例方法，那完全可以写成这样：
Animal=function(name){
this.name=name;
this.sayHello=function(){
alert("你好，我是"+this.name);
}
}

当然没问题，运行效果完全相同。但是，这两段代码背后的运行效率却已经相差了好
多。不妨把写在 prototype 里面的做法叫做“方式一”
，把用 this.sayHello=function…这种做
法叫做“方式二”
。对于方式二来说，显然 this.sayHello 和 this.name 运作方式类似，每一
个 Animal 的实例上都会“存储”一个 name 属性和一个 sayHello 函数。而方式一恰恰相
反，它只在构造函数 Animal 的 prototype 里面“存储”一份 sayHello 函数，然后所有 Animal
类的实例都会共享这份代码，在方法实际运行时再利用 JavaScript 原生的“查找机制”去
“找到”sayHello 函数执行。
想象一下，如果你创建了一万个 Animal 实例，方式二在这一万个对象上都会带有
sayHello 函数；而方式一永远只“存储”一份 sayHello 函数。虽然最终的运行结果相同，
而且同样都可以叫做“实例方法”
，但是从占用内存的角度来说，显然方式一更高效。

4.2.3 原型查找机制
还是上面的例子，我们来详细理解一下整个运行过程：
Animal=function(name){
this.name=name;
}
Animal.prototype.sayHello=function(){
alert("你好，我是"+this.name);
}
var a1=new Animal("动物 1");
a1.sayHello();

我们知道，sayHello 这个函数被“存储”在 Animal.prototype 上，而并不是每个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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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例上都拥有一份 sayHello 函数的副本。那么，在脚本执行到 a1.sayHello()的时候，似
乎应该找不到 sayHello 这个函数才对。然而，这个时候，JavaScript 一个重要的“原型查
找”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了。
这个机制的思路很简单：如果从实例对象上没有找到指定的属性，那么就尝试从它构造
函数的 prototype 对象上去找；如果还找不到，继续找 prototype 对象构造函数的 prototype。
如果这个过程中找到了需要的属性，立即返回；否则，一直到脚本返回 null 为止。
例 4.31
代码：
Animal=function(name){
this.name=name;
}
Animal.prototype.sayHello=function(){
alert("我的名字是>"+this.name);
}
Person=function(name){
this.name=name;
}
Person.prototype=new Animal("动物");
var person=new Person("人");
person.sayHello();

运行效果如图 4-44 所示。
解析：
亮点是加粗的部分，理解一下这个过程。
在执行 person.sayHello 的时候，发现 person 上并
不存在所谓的 sayHello 方法，这个时候引擎就尝试到
构造函数 Person.prototype 上去找 sayHello 方法。

图 4-44

原型赋值为对象

此时的 Person.prototype 已经被我们赋值成了 Animal 的实例，于是引擎又不厌其烦地
到这个匿名的 Animal 实例上“翻箱倒柜”一番，还是没找到。怎么办呢？既然你是 Animal
的实例，那好吧，我再到你的构造函数 Animal.prototype 上去找。这下成功了，在 Animal
的 prototype 上顺利找到了 sayHello 函数。辛苦了半天的脚本引擎终于成功了！
在这么详细的剖析之下，聪明的你一定已经彻底理解了这个查找机制。然而还有一个
问题需要解决：Person.prototype=new Animal("动物");，我们构造 Animal 实例的时候，
name 参数明明传递的是“动物”
，为什么最终弹出来的结果是“人”呢？更何况 sayHello
方法还是在 Animal.prototype 里面定义的呢，按道理应该弹出“我的名字是>动物”才对啊！
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在 Person 的构造函数中有 this.name=name;，而根据原型查找机制
的规则会首先检测对象自身的属性，当没检测到自身的属性时才会到原型上去搜索，如图
4-45 所示。
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可以到构造函数的原型上去搜索对象的属性，那么如何
确定一个属性到底是来自于对象自身，还是来自于原型呢？比如以上的 person 对象，它自
身有一个 name 属性，
然后它的 prototype 中也有一个 name 属性（该属性是使用 new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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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这句代码创建的）
，如图 4-46 所示。

图 4-45

原型查找规则

图 4-46

person 对象上的 name 和 Person.prototype 上的 name

此时，我们该如何判定获取到的 name 属性到底是来自 person 对象自身，还是来自其
prototype 呢？JavaScript 在根类 Object 上提供了一个工具函数 hasOwnProperty()，使用它就
可以检查属性的具体来源。如果 hasOwnProperty()返回 true，说明这是对象自身的属性，
否则说明属性来自原型，请读者自行进行测试。
这位又说了：怎么感觉像 Person 从 Animal 那里“继承”了 sayHello 方法一样？是不
是作者悄悄地把所谓“原型继承”融合进去讲解了呢？
其实我只是想很低调地为后面的内容打下伏笔的，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这确实是“原
型继承”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步骤，但是这个程度的代码远远不够。后面我们会在这
个基础上继续推向深入，这里就理解这么多已经足够。你也没有必要现在就翻到后面去看
原型继承，有时候留点悬念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不是吗？

4.2.4 遮盖
例 4.32
代码：
Person=function(name){
this.name=name;
}
Person.prototype.sayHello=function(){
alert("欢迎'"+this.name+"'");
}
var p1=new Person("大漠穷秋");
p1.sayHello=function(){
alert("热烈欢迎'"+p1.name+"'");
}
p1.sayHello();

运行效果如图 4-47 所示。
解析：
我 们 在 Person.prototype 里 面 定 义 了 一 个 sayHello 方 法 ， 但 是 实 例 p1 觉 得
Person.prototype 上的 sayHello()不够热烈，因此决定自己弄一个 sayHello()方法。这时候，
奇迹发生了，p1.sayHello 把 Person.prototype.sayHello()给“屏蔽”了。
其实专业一点的术语应该叫“遮盖”掉了。这实际上一点也不神奇，前面分析“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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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的时候已经说过查找的规则了：查找操作总是先检查对象自身，然后再检查构造函
数的原型。如图 4-48 所示的示意图可以辅助理解。

图 4-47

属性遮盖

图 4-48

查找过程示意图

4.2.5 原型赋值机制
例 4.33
代码：
Person=function(){
}
var p1=new Person();
Person.prototype.country="中国";
alert(p1.country);
var p2=new Person();
alert(p2.country);

运行效果如图 4-49 和图 4-50 所示。
解析：
请注意，我们在 new 出了 p1 这个对象之后才向 Person.prototype 上动态增加了一个
country 属性，而接着 alert(p1.country)，还是顺利地弹出了字符串“中国”；然后又创建了
一个全新的 p2 对象，还是能顺利弹出“中国”
。这说明了两件事：
（1）country 这个属性确实是依靠运行时的“查找”机制去查找的，否则 p1.country 应
该是 undefined，因为在给 Person.prototype 添加 country 属性之前 p1 对象已经被创建了。
（2）向 prototype 上添加、删除属性会“立即”影响到所有实例。原型的赋值机制和查
找机制完全不同：对于查找机制来说，如果对象上找不到指定的属性，会到原型上去找。
而对于赋值来说，只能在确定的地方进行赋值，而且给实例对象赋值是不会影响到
prototype 的，除非明确地把属性设置到 prototype 上去。这就是所谓的原型“不对称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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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9

第 1 个对象上的 country 属性

图 4-50

第 2 个对象上的 country 属性

4.2.6 模拟静态属性
在上一节我们曾经尝试过“模拟静态属性”的操作，复习一下这段代码：
Animal=function(name,age){
this.name=name;
this.age=age;
Animal.instanceCounter++;
}
Animal.instanceCounter=0;
var animal1=new Animal("大漠穷秋 1","27");
alert(Animal.instanceCounter+"---"+animal1.instanceCounter);
var animal2=new Animal("大漠穷秋 2","27");
alert(Animal.instanceCounter+"---"+animal2.instanceCounter);

运行效果如图 4-51 和图 4-52 所示。

图 4-51

使用 animal1 访问静态属性

图 4-52

使用 animal 2 访问静态属性

instanceCounter 这个属性是直接添加在 Animal 这个函数对象上的，我们可以通过
Animal.instanceCounter 访问它。
例 4.34
代码：
Animal=function(name,age){
this.name=name;
this.age=age;
}
Animal.prototype.TYPE="动物";
var animal=new Animal("大漠穷秋 1","27");
alert(animal.TYPE);

运行效果如图 4-53 所示。
解析：
此时的 TYPE 属性被添加到 Animal.prototype 上，可以
通过对象实例进行访问，而不能通过类名 Animal 访问，这

图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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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和上面的 instanceCounter 恰好相反。
从以上这种比较来看，prototype 是定义“方法”的好工具，却不是定义“属性”的最
佳场所。

4.2.7 犀利的 prototype
通过向构造函数的 prototype 上增加属性，可以立即影响到这个类的所有实例。添加上
去的属性是被当做“实例属性”对待的，利用了 JavaScript 的“原型查找”机制，这么做
可以大量节约资源。其实，除了节约资源之外，向构造函数的原型上添加自定义的属性和
方法也是扩展 JavaScript 内置对象的重要手段。
现在我们有了锋利的 prototype，自己动手给那些粗糙不堪的原生对象添加一些我们心
仪已久的犀利工具吧！

4.2.7.1 扩展 Array
Array 的原生属性和原生方法分别如表 4-1 和表 4-2 所示。
表 4-1
属

Array 的原生属性

性

描

述

FF

IE

1

4

index

1

4

input

1

4

constructor

返回对创建此对象的数组函数的引用

length

设置或返回数组中元素的数目

1

4

prototype

使用户有能力向对象添加属性和方法

1

4

表 4-2
方

Array 的原生方法

法

描

述

连接两个或更多的数组，并返回结果

concat()

FF
1

续
方

法

描

述

FF

IE
4

表
IE

join()

把数组的所有元素放入一个字符串，元素通过指定的分隔符进行分隔

1

4

pop()

删除并返回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

1

5.5

push()

向数组的末尾添加一个或更多元素，并返回新的长度

1

5.5

reverse()

颠倒数组中元素的顺序

1

4

shift()

删除并返回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1

5.5

slice()

从某个已有的数组返回选定的元素

1

4

sort()

对数组的元素进行排序

1

4

splice()

删除元素，并向数组添加新元素

1

5.5

toSource()

返回该对象的源代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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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tring()

把数组转换为字符串，并返回结果

1

4

toLocaleString()

把数组转换为本地字符串，并返回结果

1

4

unshift()

向数组的开头添加一个或更多元素，并返回新的长度

1

6

valueOf()

返回数组对象的原始值

1

4

在原生的这 14 个方法中，最不爽的地方有两个：
（1）没有提供查找工具函数，比如 indexOf(index)。如果要查找数组中是否包含指定
的对象，不得不自己写 for 循环进行迭代。
（2）没有提供删除指定位置上元素的函数。虽然有 slice/splice，但是总感觉有点隔靴
搔痒的意思，不够直接。splice 居然需要传递两个参数，而 pop()方法只能把最后一个元素
“弹”出来，这个方法让数组看起来像一个栈。如果有个 remove 方法就爽多了，而且，按
照我们的设想，这个 remove 方法可以接受一个 int 型的数字作为参数，也可以接受对象的
引用作为参数。如果传入的是数字，就当做需要删除的元素下标；如果传入的是对象引用，
就直接删元素„„真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函数啊！
例 4.35 扩展工具函数 indexOf
工具代码：
Array.prototype.indexOf=function(o){
for (var i = 0, len = this.length; i < len; i++){
if(this[i] == o) return i;
}
return -1;
}

测试代码：
var arr=[1,2,3,4,5,6,7];
var index=arr.indexOf(4);
alert(index);

运行效果如图 4-54 所示。
解析：
indexOf 的实现和 String 类的 indexOf 比较类似，如果找到了对象，返回索引，如果没找到
返回-1。实现代码也很简单，取出数组里面的元素逐个进行
比较。但是这里面有两个注意点：
（1）技术层面：看到 for 循环里面的 if 比较没？一旦
符合条件，立刻就 return。对于线性查找来说，一定要注意
及时返回。比如上面的例子，我们要找 4 这个元素的索引
位置，一旦匹配到元素之后，后续的循环比较就完全没有

图 4-54

查找元素位置

必要了，及时返回能节约不少资源。而且这里的例子只是数值，比较起来相对简单，如果是
对象比较，而且数组里面有 1000 个对象，及时返回一定是个良好的习惯。JS 新手尤其要注意
体会这些细节，性能的提升总是在点滴之间。
（2）设计层面：正如前面所说，我们给 Array 扩展的这个 indexOf 和 String 类的 indexOf 同
名。一般来说，这样的扩展要充分利用开发者现有的经验。这一点对于框架设计者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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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扩展的工具和原生工具特性非常类似，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开发者的学习成本。相反，如
果你实现的 indexOf 完全是自己所想象的运作模式，甚至有一些“怪异”的行为，无疑会让开
发者感到困惑。请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各种框架如此之多，应用开
发者也开始变得挑剔，只有那些很“贴心”的框架才会获得开发者的青睐，最终走向成功。
由于某些浏览器提供了 indexOf 函数的原生实现，比如 FireFox，那么这里的做法就会
把原生的 indexOf 覆盖掉。因此，最理想的做法是做一个浏览器判断，然后再扩展 indexOf
工具函数。一般情况下，原生实现的稳定性和执行效率比外部扩展要好。
例 4.36 扩展工具函数 remove
工具代码：
Array.prototype.remove = function(o){
var index = this.indexOf(o);
if(index != -1){
this.splice(index, 1);
}
return this;
}

测试代码：
var arr=[1,2,3,4,5,6,7];
arr.remove(4);
alert(arr);

运行效果如图 4-55 所示。
解析：
这里扩展 remove 的手法很“老到”
，也很舒服。
直接就借用了前面扩展的 indexOf 查找对象的索引，
然后调用原生的 splice 函数进行删除。这种“站在自 图 4-55 使用扩展工具函数删除元素
己肩膀上”的做法在 Ext 的源码中相当常见，我们仔
细体验吧。
大师说，想要成功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作为程序员，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更有实际
的意义。只有学会了站在自己的肩膀上，你所写过的代码、你所经历的项目才会成为真正
的财富积累。否则，那就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这样的人其实永远只有一年工作经验，
因为后面的那些年他只是在不断重复第一年的垃圾代码而已，毫无积累和提升。
对于一个团队、一个公司，同样如此。

4.2.7.2 扩展 Number
Number 的原生属性和原生方法分别如表 4-3 和表 4-4 所示。
表 4-3
属

性

Number 的原生属性
描

述

FF

IE

constructor

返回对创建此对象的 Number 函数的引用

1.0

4.0

MAX_VALUE

可表示的最大的数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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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_VALUE

可表示的最小的数

1.0

4.0

NaN

非数字值

1.0

4.0

NEGATIVE_INFINITY

负无穷大，溢出时返回该值

1.0

4.0

POSITIVE_INFINITY

正无穷大，溢出时返回该值

1.0

4.0

prototype

使用户有能力向对象添加属性和方法

1.0

4.0

表 4-4
方

法

Number 的原生方法
描

述

FF

IE

toString

把数字转换为字符串，使用指定的基数

1.0

4.0

toLocaleString

把数字转换为字符串，使用本地数字格式顺序

1.0

4.0

toFixed

把数字转换为字符串，结果的小数点后有指定位数的数字

1.0

5.5

toExponential

把对象的值转换为指数计数法

1.0

5.5

toPrecision

把数字格式化为指定的长度

1.0

5.5

valueOf

返回一个 Number 对象的基本数字值

1.0

4.0

Ext 为 Number 类扩展了一个工具方法 constrain()，这个方法用来判断数值是否处于指
定的区间[min,max]，如果处于该区间，返回原来的数值；如果原来的数值小于 min，返回
min；如果原来的数值大于 max，返回 max。
例 4.37 Ext 扩展的 constrain 函数
Ext 源码：
Ext.applyIf(Number.prototype, {
constrain : function(min, max){
return Math.min(Math.max(this, min), max);
}
})

测试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alert(Number(2).constrain(1,3));
});

运行效果如图 4-56 所示。
解析：
如图 4-57 所示为这个工具函数的运行示意图。

图 4-56

constrain

图 4-57

constrain 区间

对照以上示意图，如果所给的值刚好位于区间内部，则返回原来的值。如果小于 min
则返回 min，大于 max 则返回 max。
那么 Ext 为什么心血来潮要给 Number 扩展这样一个功能函数呢？这个功能主要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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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界面的实现部分。在布局管理器 Layout 和脚本动画 Animation 中，将会大量用到这个
工具函数。
因为在这两块的实现中，常常需要计算像素数，以便调整 DIV 的位置和尺寸。通常情
况下需要把这些数值约束在屏幕可见的范围内。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可以避免大量重复的
数值比较代码。

4.2.7.3 扩展 String
String 类的属性和方法如表 4-5 和表 4-6 所示。
表 4-5
属

String 类的属性

性

描

述

FF

IE

constructor

对创建该对象的函数的引用

1

4

length

字符串的长度

1

3

prototype

允许用户向对象添加属性和方法

1

4

表 4-6
方

String 类的方法

法

描

述

FF

IE

anchor()

创建 HTML 锚

1

3

big()

用大号字体显示字符串

1

3

blink()

显示闪动字符串

1

bold()

使用粗体显示字符串

1

3

charAt()

返回在指定位置的字符

1

3

charCodeAt()

返回在指定位置的字符的 Unicode 编码

1

4

concat()

连接字符串

1

4

fixed()

以打字机文本显示字符串

1

3

fontcolor()

使用指定的颜色来显示字符串

1

3

fontsize()

使用指定的尺寸来显示字符串

1

3

fromCharCode()

从字符编码创建一个字符串

1

4

indexOf()

检索字符串

1

3

italics()

使用斜体显示字符串

1

3

续
方

法

描

述

表

FF

IE

lastIndexOf()

从后向前搜索字符串

1

3

link()

将字符串显示为链接

1

3

localeCompare()

用本地特定的顺序来比较两个字符串

1

4

match()

找到一个或多个正则表达式的匹配

1

4

replace()

替换与正则表达式匹配的子串

1

4

search()

检索与正则表达式相匹配的值

1

4

slice()

提取字符串的片断，并在新的字符串中返回被提取的部分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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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使用小字号来显示字符串

1

3

split()

把字符串分隔为字符串数组

1

4

strike()

使用删除线来显示字符串

1

3

sub()

把字符串显示为下标

1

3

substr()

从起始索引号提取字符串中指定数目的字符

1

4

substring()

提取字符串中两个指定的索引号之间的字符

1

3

sup()

把字符串显示为上标

1

3

toLocaleLowerCase()

把字符串转换为小写

-

-

toLocaleUpperCase()

把字符串转换为大写

-

-

toLowerCase()

把字符串转换为小写

1

3

toUpperCase()

把字符串转换为大写

1

3

toSource()

代表对象的源代码

1

-

toString()

返回字符串

-

-

valueOf()

返回某个字符串对象的原始值

1

4

注：与 toLowerCase() 不同的是，toLocaleLowerCase() 方法按照本地方式把字符串转
换为小写。只有几种语言（如土耳其语）具有地方特有的大小写映射，在其它地区该方法
的返回值通常与 toLowerCase() 一样。toLocaleUpperCase()与 toUpperCase()的区别类似。
例 4.38 String.format<静态>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s = String.format('<div>姓名：{0}<br/>年龄：{1}</div>',"大漠穷秋
","26");
document.body.innerHTML=s;
});

运行效果如图 4-58 所示。
解析：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 EL 表达式的味道？
这个扩展虽然极其简单，但却是 Ext 一个重要机制——模板的重要基础。来看实现源码：
format : function(format){
var args = Ext.toArray(arguments, 1);
return format.replace(/\{(\d+)\}/g, function(m, i){
return args[i];
});
}

这位说了：没什么神奇的，最终还是个字符串替换。
确实没什么神奇的，不过这里使用的是正则表达式在替换，其中暗藏了某些我们不太
熟悉的特性，值得品味一番。在解释代码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 replace 函数的最基础用
法：
var str="我是猪";
alert(str.replace("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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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图 4-59 所示。

图 4-58

String.format

图 4-59

最简单的 replace

来看 replace 方法暗藏的“杀招”
：首先，第一个参数可以是正则表达式；其次，第二
个参数可以是函数，这时候会在匹配到的每个项目上调用这个函数。请看代码：
function regReplace(){
var str="我是猪，我是猪";
alert(str.replace(/我/g,function(){
alert(arguments);
return "你";
}));
}
regReplace();

来看 Debug 过程中的截图，如图 4-60 所示。
可以看到，实际上传递了 3 个参数给我们的函数：第一个是需要被替换的字符，第二
个是匹配到的位置，第三个是字符串自身。如图 4-61 所示为最终效果。

图 4-60 Debug 过程

图 4-61

正则替换

由于我们给的正则表达式最后有 g（global）标志，因此会匹配整个字符串，然后匹配
到的东西被函数返回的字符串替换掉了。这位说了：如果我们的函数不给返回值会怎样？
如图 4-62 所示为函数无返回值的效果。
“我”被替换成了 undefined。
看完以上例子，知道 Ext 这个扩展的原理了吧？其实就是利用了 String 类的 replace 方
法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性而已。
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字符替换的这个特性确实很“神奇”
，暗藏了一个内部循环操作。
那么，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天然的内部循环来做点特殊的事情呢？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题目：有一个数 n=5，不用 for 循环，怎么返回[1,2,3,4,5]这样一
个数组?
请看高手给出的实现：
function getArr(n) {
var a = [],
b = [],
m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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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ngth = n + 1;//填充 6 个空值，toString()时中间会产生 5 个逗号
a.toString().replace(/,/g, function () {
b.push(++m);
});
return b;
}
alert(getArr(5));

运行效果如图 4-63 所示。

图 4-62

函数无返回值

图 4-63

利用 replace 的循环效果

怎么样，简单吧？就是利用了 replace 函数的天然循环特性而已。当然，由于 replace
可以接受正则表达式参数，因此它还具备其他强大的功能，请读者自行研究发现。
例 4.39 String. escape<静态>
代码：
var s=String.escape("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alert(s);

运行效果如图 4-64 所示。
解析：
对字符串中的'和\进行转义操作，可以看到，我们传递的字符串中的'被替换成了\'，而
\被删除掉了。源码实现非常简单，就是使用了 replace 函数和正则表达式，来看实现：
escape : function(string) {
return string.replace(/('|\\)/g, "\\$1");
}

例 4.40 String. leftPad<静态>
代码：
var s=String.leftPad('123', 5, '0');
alert(s);

运行效果如图 4-65 所示。

图 4-64 String.escape 转义

图 4-65

leftPad 左侧填充

解析：
在字符串的左侧填充指定的字符。该功能显然是为了数值格式化而设计的，许多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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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的字符串经过这么填充之后，看起来比较整齐一些。来看 Ext 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
leftPad : function (val, size, ch) {
var result = String(val);
if(!ch) {
ch = " ";
}
while (result.length < size) {
result = ch + result;
}
return result;
}

核心部分是一个 while 循环。
另外，Ext 还扩展了两个实例方法 toogle 和 trim。toogle 用来在两个字符串之间进行
“切换”
，trim 用来去除字符串两头的空格。示例代码如下：
String.prototype.toggle = function(value, other){
return this == value ? other : value;
};
String.prototype.trim = function(){
var re = /^\s+|\s+$/g;
return function(){ return this.replace(re, ""); };
}();

4.2.7.4 扩展 Date
Date 对象的原生属性和原生方法如表 4-7 和表 4-8 所示。
表 4-7
属

Date 对象的原生属性

性

描

述

FF

IE

constructor

返回对创建此对象的 Date 函数的引用

1

4

prototype

使用户有能力向对象添加属性和方法

1

4

FF

IE

表 4-8
方

Date 对象的原生方法

法

描

述

Date()

返回当日的日期和时间

1

3

getDate()

从 Date 对象返回一个月中的某一天（1 ~ 31）

1

3

getDay()

从 Date 对象返回一周中的某一天（0 ~ 6）

1

3

getMonth()

从 Date 对象返回月份（0 ~ 11）

1

3

续
方

法

描

述

表

FF

IE

getFullYear()

从 Date 对象以四位数字返回年份

1

4

getYear()

请使用 getFullYear() 方法代替

1

3

getHours()

返回 Date 对象的小时（0 ~ 23）

1

3

getMinutes()

返回 Date 对象的分钟（0 ~ 59）

1

3

getSeconds()

返回 Date 对象的秒数（0 ~ 59）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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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Milliseconds()

返回 Date 对象的毫秒（0 ~ 999）

1

4

getTime()

返回 1970 年 1 月 1 日至今的毫秒数

1

3

getTimezoneOffset()

返回本地时间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的分钟差

1

3

getUTCDate()

根据世界时从 Date 对象返回月中的一天（1 ~ 31）

1

4

getUTCDay()

根据世界时从 Date 对象返回周中的一天（0 ~ 6）

1

4

getUTCMonth()

根据世界时从 Date 对象返回月份（0 ~ 11）

1

4

getUTCFullYear()

根据世界时从 Date 对象返回四位数的年份

1

4

getUTCHours()

根据世界时返回 Date 对象的小时（0 ~ 23）

1

4

getUTCMinutes()

根据世界时返回 Date 对象的分钟（0 ~ 59）

1

4

getUTCSeconds()

根据世界时返回 Date 对象的秒钟（0 ~ 59）

1

4

getUTCMilliseconds()

根据世界时返回 Date 对象的毫秒（0 ~ 999）

1

4

parse()

返回 1970 年 1 月 1 日午夜到指定日期（字符串）的毫秒数

1

3

setDate()

设置 Date 对象中月的某一天（1 ~ 31）

1

3

setMonth()

设置 Date 对象中的月份（0 ~ 11）

1

3

setFullYear()

设置 Date 对象中的年份（四位数字）

1

4

setYear()

请使用 setFullYear() 方法代替

1

3

setHours()

设置 Date 对象中的小时（0 ~ 23）

1

3

setMinutes()

设置 Date 对象中的分钟（0 ~ 59）

1

3

setSeconds()

设置 Date 对象中的秒钟（0 ~ 59）

1

3

setMilliseconds()

设置 Date 对象中的毫秒（0 ~ 999）

1

4

setTime()

以毫秒设置 Date 对象

1

3

setUTCDate()

根据世界时设置 Date 对象中月份的一天（1 ~ 31）

1

4

setUTCMonth()

根据世界时设置 Date 对象中的月份（0 ~ 11）

1

4

setUTCFullYear()

根据世界时设置 Date 对象中的年份（四位数字）

1

4

setUTCHours()

根据世界时设置 Date 对象中的小时（0 ~ 23）

1

4

setUTCMinutes()

根据世界时设置 Date 对象中的分钟（0 ~ 59）

1

4

setUTCSeconds()

根据世界时设置 Date 对象中的秒钟（0 ~ 59）

1

4

setUTCMilliseconds()

根据世界时设置 Date 对象中的毫秒（0 ~ 999）

1

4

toSource()

返回该对象的源代码

1

-

toString()

把 Date 对象转换为字符串

1

4

toTimeString()

把 Date 对象的时间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1

4

toDateString()

把 Date 对象的日期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1

4

续
方

法

描

述

表

FF

IE

toGMTString()

请使用 toUTCString() 方法代替

1

3

toUTCString()

根据世界时，把 Date 对象转换为字符串

1

4

toLocaleString()

根据本地时间格式，把 Date 对象转换为字符串

1

3

toLocaleTimeString()

根据本地时间格式，把 Date 对象的时间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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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ocaleDateString()

根据本地时间格式，把 Date 对象的日期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1

3

UTC()

根据世界时返回 1997 年 1 月 1 日 到指定日期的毫秒数

1

3

valueOf()

返回 Date 对象的原始值

1

4

一般来说，所有 JS 框架都会对原生的 Date 对象进行扩展，充分说明原生的 Date 对象
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Ext 对 Date 类型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展，主要大幅度增强了对
日期格式化的操作。这些日期格式来自日期定义更强大的 PHP，如图 4-66 所示为 Date 类
说明文档。

图 4-66

Date 类说明文档

不过不必担忧，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SQL 语句中对日期进行格式化的一些经典写法，
比如：yyyy-mm-dd HH24:mi:ss，那么学习 Ext 的这些日期格式字符串完全没有问题。很遗
憾的是，对于日期格式字符串的学习没什么捷径，纯粹靠“手感”。一个可行的记忆技巧：
先记住一两个典型的格式，比如 Y-m-d H:I:s 可以格式化出“2011-03-06 01:43:48”这样的
时间值，然后“以点带面”再去找“感觉”
。
关于 Ext 扩展的工具函数详细列表，参见 Ext 的 API 文档。以下给出几个常用的工具
函数示例。
例 4.41 日期格式化
代码：
var date=new Date();
alert(date.format('Y-m-d H:i:s'));

运行效果如图 4-67 所示。

图 4-67

最基本的格式 Y-m-d H:i:s

解析：
注意，我们在代码中调用的 format 方法并不是 Date 类的原生方法，而是 Ext 扩展的。
例 4.42 add()
代码：
var date=new Date().add(Date.DAY,1);
alert(date.toLocale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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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图 4-68 所示。
解析：
add()函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对于那些和时间联系非常紧密的业务系统来说，此
函数真是雪中送炭啊！需要注意的是，add 不会在原来的日期实例上进行修改，而是返回
一个新的日期实例。
例 4.43 between
代码：
var date=new Date();
alert(date.between(date.add(Date.DAY,-1),date.add(Date.DAY,1)));

运行效果如图 4-69 所示。

图 4-68 toLocaleString

图 4-69

使用 between 判断日期是否处于指定的区间中

解析：
判定一个日期是否位于某两个日期之间，是一个好用的工具。
例 4.44 从字符串获取日期对象
代码：
var date=Date.parseDate("2006-01-15 3:20:01 PM", "Y-m-d g:i:s A");
alert(date.toLocaleString());

运行效果如图 4-70 所示。
解析：
根据指定的格式，从字符串格式化出一个日期对象。
请注意 parseDate 这个方法是静态的。

4.2.7.5 扩展 Error

图 4-70

字符串转换成日期对象

熟悉 Java 异常机制的人可能要窃笑了，相对于强类型的语言，JS 的异常机制实在过
于简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首先它没有细分出各种异常类型，而是统统地抛出一个 Error
类的实例了事。其次，大部分时候它不能准确地告诉你出错的理由和出错在哪一行代码上。
由于 RIA 理念的兴起，JavaScript 脚本越写越多，各种脚本框架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JS 原始的这种异常机制实在太“薄弱”了，它常常只会告诉你“××为空或不是对象”、
“××未定义”这类极其简单、极其模糊的提示，而无法给出完整的异常堆栈。
为了方便开发和调试，Ext 给出了一套自己的异常机制，如图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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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1

Ext.Error 继承结构

我们首先注意到，Ext.Error 这个类并非从原生的 Error 类扩展而来，而是直接继承自
Object。Ext 定义出超类 Ext.Error 之后，只给出了 Api.Error、DataProxy.Error、DataReader.Error、
Store.Error 4 个具体子类。从这里我们也不难解读出，框架的开发者一定是觉得这些类比
较“难缠”
，容易出异常。比如，Ext 新手使用 JsonStore 的时候经常会忘记配置 root 参数，
导致 JsonReader 无法解析服务端返回的数据。这时候代码是没有错误的，也不会抛出
JS 异常，但是界面却没有数据。有了 DataReader.Error 之后，它就会很友好地提醒你，
如图 4-72 所示。

图 4-72

DataReader.Eroor 出错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导入 Ext 的 Debug 版才能有这样的出错提示。

4.2.7.6 扩展 Function
JS 是一门以函数为中心的语言。一旦深入掌握了函数这把小刀，一切都可以开始犀利
起来。为了提供对高级功能的更多支撑，Ext 利用函数的高级特性，对一些内置对象进行
了功能升级，就像 2.7.5 小节中的那些例子。现在，我们的技能已经相当成熟，而且掌握
了 prototype 的基础技法，那么我们利用这把小刀，对核心的核心进行一次装备大升级吧！
内建的 Function 类本身没有什么其他实际可用的属性或方法，关于这个对象，我们
只知道可以配合 new 关键字创建出函数实例。有可能 JS 不想暴露关于 Function 类的过多
细节，因为如果这样做可能为语言带来过度的复杂性，同时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方面的
问题。很多时候，原生的功能是不够用的，尤其对于 Function 这样核心的对象。Ext 为
Function 扩展了 5 个实例方法：reateCallback、reateDelegate、defer、createSequence、
reateInterceptor。也就是说，只要导入了 Ext 框架，就可以在每一个函数上调用这 5 个工
具。先概览一下源码，然后我们对这些工具函数逐个进行分析。
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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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apply(Function.prototype, {
createCallback : function(/*args...*/){
var args = arguments;
var method = this;
return function() {
return method.apply(window, args);
};
},
createDelegate : function(obj, args, appendArgs){
var method = this;
return function() {
var callArgs = args || arguments;
if(appendArgs === true){
callArgs = Array.prototype.slice.call(arguments, 0);
callArgs = callArgs.concat(args);
}else if(typeof appendArgs == "number"){
callArgs = Array.prototype.slice.call(arguments, 0);
var applyArgs = [appendArgs, 0].concat(args);
Array.prototype.splice.apply(callArgs, applyArgs);
}
return method.apply(obj || window, callArgs);
};
},
defer : function(millis, obj, args, appendArgs){
var fn = this.createDelegate(obj, args, appendArgs);
if(millis){
return setTimeout(fn, millis);
}
fn();
return 0;
},
createSequence : function(fcn, scope){
if(typeof fcn != "function"){
return this;
}
var method = this;
return function() {
var retval = method.apply(this || window, arguments);
fcn.apply(scope || this || window, arguments);
return retval;
};
},
createInterceptor : function(fcn, scope){
if(typeof fcn != "function"){
return this;
}
var method = this;
return function() {
fcn.target = this;
fcn.method = method;
if(fcn.apply(scope || this || window, arguments) === false){
return;
}
return method.apply(this || window, arguments);
};
}
});

例 4.45 创建回调 create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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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
createCallback : function(/*args...*/){
var args = arguments;
var method = this;
return function() {
return method.apply(window, args);
};
}

测试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fn=function(userName){
document.body.innerHTML=userName;
}
window.setInterval(fn.createCallback("大漠穷秋"),1000);
});

运行效果如图 4-73 所示。

图 4-73

回调函数创建工具 createCallback

解析：
对于 createCallback 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在前面练习定时器的过程中，我们曾经为如
何给定时回调函数传递参数的问题苦恼，最终迫于无奈手动扩展了一个 createCallback 函
数，其实那段代码就来自于 Ext 这里的扩展。
Ext 扩展的这个 createCallback 函数有一个重要的特性需要注意，就是回调函数最终都
是在顶级作用域 window 中被调用的，如 return method.apply(window, args)。那么，如果需
要指定其他调用对象应该怎么做呢？请看下一个工具函数 createDelegate。
例 4.46 创建代理 createDelegate
源码：
createDelegate : function(obj, args, appendArgs){
var method = this;
return function() {
var callArgs = args || arguments;
if (appendArgs === true){
callArgs = Array.prototype.slice.call(arguments, 0);
callArgs = callArgs.concat(args);
}else if (Ext.isNumber(appendArgs)){
callArgs = Array.prototype.slice.call(arguments, 0);
var applyArgs = [appendArgs, 0].concat(args);
Array.prototype.splice.apply(callArgs, applyArgs);
}
return method.apply(obj || window, callArgs);
};
}

测试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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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onReady(function() {
var fn=function(){
alert(this.name);
}
fn.createDelegate({name:'大漠穷秋'})();
});

运行效果如图 4-74 所示。

图 4-74

代理函数创建工具 createDelegate

解析：
下面给 createDelegate 工具传递的第一个参数成为了 fn 内部 this 所指向的内容，所以
最终弹出了“大漠穷秋”
。改成下面的代码就可以实现不断弹出对话框的恐怖景象：
window.setInterval(fn.createDelegate({name:'大漠穷秋'}),1000)

例 4.47 创建代理 createInterceptor
源码：
createInterceptor : function(fcn, scope){
var method = this;
return !Ext.isFunction(fcn) ?
this :
function() {
var me = this, args = arguments;
fcn.target = me;
fcn.method = method;
return (fcn.apply(scope || me || window, args) !== false) ?
method.apply(me || window, args) :
null;
};
}

测试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fn=function(){
alert("原来的函数");
}
var fcn=function(){
alert("拦截函数先运行");
}
fn.createInterceptor(fcn)();
});

运行效果如图 4-75 和图 4-7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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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5

拦截函数先运行

图 4-76

原来函数后运行

解析：
interceptor 有“拦截机”的意思，不得不说，用 inerceptor 来描述这个工具函数的功能
是非常贴切的。每次运行 fn 之前都会首先运行一次 fcn，形成一种“拦截”的效果。这种
效果就是由工具函数中最后一句所形成的：
return (fcn.apply(scope || me || window, args) !== false) ?
method.apply(me || window, args) : null;

从整体看，这是一个三目运算符，首先运行 fcn，如果结果为真，返回原来的函数 method
执行后的结果，否则返回 null。从这里也可以看到 createInterceptor 的一个重要特性，只有
拦截器的返回值为真才会去运行原来的函数，否则原来的函数是不会被运行的。
例 4.48 创建代理 createSequence
源码：
createSequence : function(fcn, scope){
var method = this;
return !Ext.isFunction(fcn) ?
this :
function(){
var retval = method.apply(this || window, arguments);
fcn.apply(scope || this || window, arguments);
return retval;
};
}

测试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fn1=function(){
alert("函数 1");
}
var fn2=function(){
alert("函数 2");
}
fn1.createSequence(fn2)();
});

运行效果如图 4-77 和图 4-78 所示。

图 4-77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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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2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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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按顺序执行的效果，函数 fn2 总是在 fn1 执行之后运行。对于框架来说，这
个工具看不出什么特别的作用，但是对于某些业务逻辑来说，这很重要，比如某些具有严
格顺序限制的操作。
例 4.49 创建延时 defer
源码：
defer : function(millis, obj, args, appendArgs){
var fn = this.createDelegate(obj, args, appendArgs);
if(millis > 0){
return setTimeout(fn, millis);
}
fn();
return 0;
}

测试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fn=function(){
alert("延时执行啦");
}
fn.defer(1000);
});

运行效果如图 4-79 所示。

图 4-79

延时执行效果

解析：
从源代码角度来说，这是实现得最简单的一个工具函数。但是，这个工具使用的频率
非常高，在 UI 界面部分会大量使用到这个工具。因为对于事件的处理，很多情况下需要
进行延时，包括对键盘和鼠标动作的监听。
如果没有这个工具函数，对 setTimeout 的调用将会“散落”到源码中的各个部分。把
那些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操作集中起来管理，而不是让它们“散落一地”，是框架设计过程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另外，defer 这个函数的“操纵感”和其他工具函数完全不同，例如前面的例子，只要
在 fn 上调用一个 defer，传递一个毫秒数 1000，然后就可以在 1 秒钟之后执行了。而对于
其他工具，由于都是用 retrun function 的方式实现的，因此最终还需要加上一个()自己进
行调用。
从这里的扩展过程可以看到，这种“返回一个函数”的技法非常强大，对于这个技法
在下面的第 4 节中会更加深入研究，我们还会给它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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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作用域链[[scope]]
如果说 function 是 JavaScript 的核心，那么这一节的内容就是核心中的核心。这里将
简述 function 的运行过程，尤其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作用域”问题。从实际的项目过程和
众多讨论群、讨论文章看，这一问题是很多 JS 新手必然会困惑的问题。而原型、作用域、
闭包，号称 JS 入门者的“百慕大三角区”
。
如果你在修炼本节内容的过程中感觉不适，请暂停练功，转往其他章节，以免走火入
魔，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重新研读。一般来说，关于这个三角区，大多数人需要经
过多轮反复才能找到驾驭的感觉。每次都以为自己“懂了”，过一段时间发现又“不懂了”，
然后再转回来复习一下，又“懂了”
。真正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不过，
一旦从原理上理解了作用域的概念，立刻可以宣布自己超越了大多数人，成为了传说中的
JavaScript CowMan（JS 牛人）
。

4.3.1 作用域链[[scope]]简介
在说作用域之前不得不说的一个内容就是“执行环境”
。
JavaScript 是一门以函数为中心的语言，每个函数都有自己的“执行环境”
，这些执行
环境是彼此独立的。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无限宇宙空间中的一个个小星球，它们彼此独立，
但是又存在“神秘的”联系。每发生一次函数调用，脚本引擎就需要预先为函数创建一个
“执行环境”。你可以把脚本引擎想象成运行在浏览器中的一个虚拟机，它全权负责
JavaScript 脚本的解析、预编译、运行。其实它就是“大内总管”，负责和 JavaScript 脚本
相关的所有职能。
在现代的 Web 应用中，脚本代码往往相当庞大，业务细节也会很复杂。这时候往往需
要编写大量的 JavaScript 函数，这些函数之间会形成很“深”的调用关系：
fnAfnBfnC…
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生函数调用，脚本引擎当然需要负责维护这些“执行环境”
。比
如，当 fnA 开始调用 fnB 的时候，引擎就需要先把 fnA 的执行环境保存起来，等 fnB 返回之
后再恢复 fnA 的环境，继续让 fnA 做后续的操作。一般来说，会用栈来维护执行环境的数据
结构，发生函数调用之前，先把上一个函数的执行环境进行入栈操作，被调函数返回之后再
进行出栈操作。显然，在这个“执行环境栈”中，当前活动的“执行环境”位于栈的最顶部。
当然，这个栈是由脚本引擎负责维护的。于是有些人开始想入非非了：既然发生一次
函数调用就会 push 一个执行环境，那么如果写个死循环，让函数不断调用自己，是不是
就可以把这个栈“撑爆”
，从而做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事情呢？不得不承认，这一想法很
好很强大，但是很可惜，现代的浏览器和脚本引擎都有保护机制，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异
常：
“太多的递归”
、
“脚本执行超过 15 秒”等。这就是引擎的一种保护机制，因此，那种
企图“撑爆执行环境栈”的行为是不得民心的，是注定会失败的。
很多新手在写 JS 应用的时候会因为遭遇到这种异常而束手无策，有了这里的概念后，
应当有一些“直觉”了。如果出现所谓“太多的递归”、
“脚本执行超过 15 秒”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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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是代码死循环，要么就是递归退出条件没写好所导致的。
以 Java 做类比，来实地见识一下这个传说中的“栈”
。你一定见过 Java 中所谓的“异
常堆栈”
，如图 4-80 所示。

图 4-80

Java 异常堆栈

从图 4-80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方法调用的“轨迹”
，JS 中的函数调用实际上也会形成
这样一个堆栈。
那么，引擎为函数建立“执行环境”的大体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整个过程分好几个步骤，
牵涉到的概念也比较多，下面将使用最简化、最清晰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如果你实在是
一个 JavaScript 发烧友，觉得这里的描述无法满足你的好奇心，那么推荐你仔细研读 ECMA262
标准文档相关内容。既然是“环境”
，那么这里面肯定不只包含一个内容。建立这个“环境”
3
有 个最重要的步骤，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3 个步骤（注意，为了逻辑清晰，这里省略
了大量内部细节）
：
（1）创建“活动对象”
；
（2）分配“作用域链”
；
（3）
“绑定 this”
。
比如有如下代码：
var userName="大漠穷秋";
function outer(outerArg0){
var outerVar=1;
function inner(innerArg0){
var innerVar=1;
}
alert(this.userName);
}
outer(0);

代码很简单，比我们前面使用的例子简单多了。
在外部函数 outer 开始执行时，建立“执行环境”的过程开始了！
第一步：创建“活动对象”
，暂且称为 ActiveObj。此时 outer 函数的“活动对象”是
这样的：
ActiveObj:{outerArg0:0,outerVar:undefined,inner:undefined}

其中，outerArg0 是 outer 函数定义的参数，outerVar 是 outer 中的局部变量，而 inner
是嵌套在内部函数，这些参数都成为了这个“活动对象”的属性。关于这个对象，它的特性
和一般的 JS 对象类似，但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区别。很容易理解，这是引擎内部执行代码的机
制，毕竟和外部代码不同。我们这里不关心它的其他特性，只要关注它的大致数据结构即可。
犀牛书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函数总是在定义它的作用域中运行的，而不是在执
行它们的作用域里运行。
”请读者首先自己运行如下经典的面试题：
var name="global";
function testName(){
aler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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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name="local";
alert(name);
}
testName();

以上代码第一次弹出 undefined，
第二次弹出 local，
怎么样？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不同？
有了以上关于“活动对象”的概念，想必聪明的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了吧？
因为脚本引擎在执行 testName 这个函数之前，也必须经过创建“活动对象”这个步骤，
因此，虽然 testName 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name 定义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但是为 testName 函
数创建的活动对象还是会形成这样的结构：
ActiveObj:{name:undefined}

所以第一次弹出的结果是 undefined，而不是 global。请读者仔细体会创建“活动对象”
的过程，对照理解这个诡异的面试题。
第二步：分配“作用域链”
。众所周知，JS 代码是解释执行的。可以想象，如果要执
行一个函数，解释器必然需要预先“扫描”一下这些代码。在这个扫描的过程中，对于 outer
函数来说，会建立一个“函数对象”
，相当于我们用 new Function 的方式创建函数对象。
当然，脚本引擎是不是真的需要使用 new Function 来创建函数对象我们暂且不关心。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函数对象也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属性，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
那些属性之外，它还有一堆暗藏的内部属性。这些属性是供脚本引擎执行函数使用的，它
们对程序员不可见。在这些属性里面，有一个我们非常感兴趣的[[scope]]，引擎给函数分
配的“作用域链”就会被存储在这个属性里面。
[[scope]]可以当做数组或者链表看待，注意，只是看待而已，它不一定就真是数组。
在为 outer 建立函数对象的时候，会默认往里面 push 一个“顶级作用域”window 对象。
显然，outer 函数刚刚创建完成的时候，作用域链是这样的：[window]。
当我们开始调用 outer 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再把第一步中的“活动对象”插
入这个链表的头部，此时，outer 的作用域链就变成了：[ActiveObj,window]。
第三步：绑定 this。函数内部的 this 默认都指向全局对象 window。比如 outer 函数的最后
一句 alert(this.userName)，因为我们并没有手工为 outer 函数指定 this，所以这里的 this 指向的
就是 window，this.userName 的值当然就是定义的全局变量“大漠穷秋”
。当然，我们还知道，
通过 call/apply 可以动态地为函数指定 this 对象，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暂且不进行讨论。
此时，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可以执行函数里面的代码了。由于该例中的代码过于
简单，执行的过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而且 inner 这个内部函数虽然定义了，但是没调用。
以上就是引擎执行外层的 outer 函数所需要做的事情，调用 inner 函数的过程又是什么
样的呢？我们不妨用相同的思路考察一下 inner 的执行过程，当然首先需要加一行代码调
用一下 inner 函数，否则函数都没有调用，到哪里去观察呢？
var userName="大漠穷秋";
function outer(outerArg0){
var outerVar=1;
function inner(innerArg0){
var innerVar=1;
alert(this.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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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er(2);
alert(outerVar);
}
outer(1);

inner(2)这一句是一个函数调用，那么在调用 inner 之前，除了为 inner 构建“执行环境”
之外，还要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 outer 的“执行环境”先存起来，否则 inner 执行完
事后，alert(outerVar)这一句就要出错了，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理解。假设我们用一个“栈”
来存储它，那么在 inner(2)执行之前的“栈”是这样的：[{outer 的执行环境}]。
JavaScript 把这样一个“栈”叫做“执行环境栈”，显然，每发生一次调用或者递归，
这个栈里面就会被 push 进一个“执行环境对象”
。看看前面 Java 异常堆栈的例子吧，虽然
那是一个方法调用栈的轨迹，但是 JavaScript 这里所形成的“执行环境栈”效果是类似的。
当然，对于这个“栈”必然存在很多限制条件。比如说栈的最大长度必须有限制，否
则会出现“缓冲区溢出”
。不过这些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主题，留给读者自己去探
索吧。我们还是来关注 inner 函数的“执行环境”构建过程：
第一步：创建“活动对象”
。ActiveObj:{innerArg0:0,innerVar:undefined }与 outer 类比，
很容易理解。
第二步：分配“作用域链”
。这里出现了最大的不同点，因为 inner 是被定义在 outer
内部的，所以它的默认作用域链是这样的：[{outer 的活动对象},window]。然后再把第一
步的“活动对象”插入到头部，变成了[ActiveObj,{outer 函数的活动对象},window]。我们
把这个数据结构展开来看：
[{innerArg0:0,innerVar:undefined },{outerArg0:0,outerVar:undefined,inne
r:undefined},window]

第三步：绑定 this。这里还是没有手工修改 inner 的 this，所以，默认指向的仍然是
window。执行效果如图 4-81 和图 4-82 所示。

图 4-81

userName

图 4-82

outerVar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构建作用域链的过程。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函数的执行环
境和函数是一个整体，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比如上面的例子中，当定义好了 inner 之后，
inner 的作用域链中就自动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构：[{outer 的活动对象},window]，这就是所
谓“词法作用域”的核心奥义，同时也是下一节所谓闭包的核心奥义。

4.3.2 标识符解析
通过完成 3.1 节的任务，你的技能已经小升一级，但是距离“完全体”还有一些距离。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的核心任务是观察作用域链的结构，但是内部函数 inner 并没有和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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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outer 发生太多牵连。为了满足客户日益增多的需求，上面的代码不得不再次“变身”
：
var userName="大漠穷秋";
function outer(outerArg0){
var outerVar=1;
function inner(innerArg0){
var innerVar=1;
alert(outerArg0+"---"+outerVar+"---"+innerVar+"---"+this.userName);
}
inner(2);
alert(outerVar);
}
outer(1);

你一定已经发现了亮点所在：
alert(outerArg0+"---"+outerVar+"---"+innerVar+"---"+this.userName)

其实就是内部函数 inner 不但访问了外部函数 outer 的局部变量 outerVar，而且访问了
外部函数的参数 outerArg0。
抛开理论不谈，用直觉意会一番吧。outerVar 和 inner 都是定义在 outer 内部的，它们
的地位是“平等的”
，虽然一个是数据，一个是函数。那么，在 inner 里面可以访问 outerVar
自然没有值得奇怪的。
前面讲到在执行函数之前，会为函数创建“执行环境”
，然后才会进入到这个环境中去执
行函数的代码。在执行 inner 时，引擎应该已经进入到了 inner 的“执行环境”中，同时我们
还知道，outer 的“执行环境”这个时候已经被 push 到了“栈”中。那么，显然 alert 所访问
的 outerArg0 不可能直接来自 outer 的“执行环境”
。3.1 节中分析过，inner 的作用域链构成是：
[{innerArg0:0,innerVar:undefined},{outerArg0:0,outerVar:undefined,inner
:undefined},window]

很显然，在 alert 时，innerVar 来自以上数组的第一个对象，outerArg0 和 outerVar 来自
第二个对象，而 userName 来自全局对象 window。
这个处理过程叫做“标识符解析”，其实就是一个属性查找过程：从作用域链中的第
一个对象依次往后查找，如果在对象上找到了需要的属性就立刻返回，如果一直找到
window 还是毫无收获，那么只能返回 undefined。还记得 prototype 那里所谓的“原型查找”
机制吗？是不是似曾相识？
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作用域链的数据结构，我们看到，在 inner 的作用域链中存储了
外层函数 outer 的参数、局部变量等的数据。假如，当 outer 函数执行并返回之后，我们能
想到一个办法来运行 inner，这时候 inner 作用域里面依然存在 outer 的那些参数和局部变
量值，那么本来属于 outer 的这些参数在 outer 执行完之后仍然可以访问到。
如果真的能这么做，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让 outer 返回之后
还能调用里面的 inner 函数呢？请看：
例 4.50
代码：
function outer(outerArg0) {
var outerVar = 1;
function inner() {
alert(outerArg0+"---"+outer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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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inner;

}
var fn=outer(110);
fn();

运行效果如图 4-83 所示。

图 4-83

内部函数访问外部函数的参数局部变量

解析：
在 var fn=outer(110);这句执行之后，outer 已经运行完毕，而且由于 outer 把内部的 inner
返回出来了，那么此时的 fn 其实指向 inner。既然 outer 已经运行完毕，那么它的参数
outerArg0、outerVar 应该都被“释放”掉了。
那最后的问题来了，由于我们知道 fn 其实是一个函数，于是我们再次用一个()对它进
行函数调用，于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居然弹出了“110---1”！这些属性在 outer 执行
完毕之后应该被“释放”掉，但是，由于作用域链的缘故，这里依然可以访问。因为对于
inner 来说，在它的作用域链里面还存储着这些属性的记录呢！这就是一切神奇魔法的根源
了！被返回出来的这个 inner 函数，以及它的作用域链，就叫做一个函数“闭包”。

4.3.3 修改作用域链和 this
通过 3.2 节的分析我们已经完全明白了作用域的运行机制，应付一般的应用代码应该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操纵和控制作用域链和 this 却是非常必须的
编码技巧。
为了能给某些 JS 程序员提供方便，JS 提供了一个原生操作符 with，可以用来动态修
改作用域链；另外还提供了 call 和 apply 两种函数调用方式，以便动态绑定函数中的 this。
为了保持思路的连贯性，同时降低某些人的紧张感，以下分析还是利用上一节中的例
子。不过，为了能顾及更多层面，这里把全局参数改得稍微复杂一点，只有一个 userName
字符串实在是太简单了。
例 4.51
代码：
var user = {
userName : "大漠穷秋",
pwd : "123456"
};
function outer(outerArg0) {
var outerVar = 1;
with (user) {
function inner(innerArg0) {
var innerVar = 1;
alert(userName + "----" + pwd);
alert(outerArg0 + "---" + outerVar + "---" + inner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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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ner(2);
alert(outerVar);

}
outer(1);

运行效果如图 4-84～图 4-86 所示。

图 4-84

使用 with 修改函数中的 this

图 4-85 outer 的参数 outerArg0、outer 的局部变量
outerVar、inner 的局部变量 innerVar

图 4-86

outer 的局部变量 outerVar

解析：
前面曾经说过，inner 函数的作用域链是这样的：
[{innerArg0:0,innerVar:undefined},{outerArg0:0,outerVar:undefined,inner
:undefined},window]

这里面有 3 个对象，在使用了 with(user)这个操作之后，引擎又会把 user 对象插入到
这个作用域链头部。于是，此时 inner 函数的作用域链变成了这样：
[user,{innerArg0:0,innerVar:undefined},{outerArg0:0,outerVar:undefined,
inner:undefined},window]

显然，alert(userName + "---" + pwd)这一句弹出的属性来自作用域链中的第一个对象
user。至于后面弹出来的这些属性来自何处，你一定已经了然„„
犀牛书曾经有说，对于 with 这个操作符，历来争议比较多，建议尽量不要使用。从这
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with 这个操作符确实很深奥。不过，因为在 Ext 的源码中 with 语
句的使用还是比较频繁，所以这里我们还是有必要预热一下。相信有了这里的细致分析，
在后面分析到相关源码的时候，你必定能找到“清风拂山岗”般的畅快感觉。
以上例子中通过 with 修改了函数的作用域链，下面接着用 call/apply 来改一改函数中
的 this。仍然是上面的例子，再次做一些小改动：
var user = {
userName : "大漠穷秋",
pwd : "123456"
};
var mobilePhone="诺基亚";
function outer(outerArg0) {
var outerVar = 1;
with (user) {
function inner(innerArg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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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nnerVar = 1;
alert(this.mobilePhone);
alert(userName + "----" + pwd);
alert(outerArg0 + "---" + outerVar + "---" + innerVar);

}
}
inner(2);
alert(outerVar);

}
outer(1);

运行效果如图 4-87 所示。

图 4-87

运行效果

this.mobilePhone 的值是“诺基亚”
，显然，这里的 this 指向的还是 window 这个全局
对象，因为只有 window 里面才有 mobilePhone 这个属性。
再改一改：
var user = {
userName : "大漠穷秋",
pwd : "123456"
};
var mobilePhone="诺基亚";
function outer(outerArg0) {
var outerVar = 1;
with (user) {
function inner(innerArg0) {
var innerVar = 1;
alert(this.mobilePhone);
alert(userName + "----" + pwd);
alert(outerArg0 + "---" + outerVar + "---" + innerVar);
}
}
inner.call({mobilePhone:'Android'},2);
alert(outerVar);
}
outer(1);

运行效果如图 4-88 所示。

图 4-88

运行效果

不用解释，明白怎么回事了吧？亮点在这句 inner.call({mobilePhone:'Android'},2)，
这里传递的第一个参数是个对象，而且里面含有 mobilePhone 属性。显然，此时 inner 函数
中的 this 指向了我们给 call 函数传递的这个自定义对象。使用另一个工具 apply 进行函数
调用，效果也是一样的。call 和 apply 的不同在于参数的类型，call 完全使用的可变长参数
规则，而 apply 使用的则是一个数组。就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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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call(thisObj,var1,var2,var3…)
fn.apply(thisObj,[var1,var2,var3])

这就是 JS 里面神奇的 this！再次强调，JS 里面的 this 和 Java 或者 C++里面的 this 不
太一样，它不像那么“一根筋”——总是指向当前对象而无法更改，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当一个函数由于 this 指向不对而无法运行时，
做出改变定，这就是所谓的“动态绑定”
很多人会说：哦，这是个“作用域问题”。当然，作为和你合作多年的老搭档，或者作为
一个小团队的成员，大家都能很快明白问题的所在。只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this 的问题
和“作用域问题”并不是同一回事，它们是两套机制。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由于“作
用域问题”导致函数内部的 this 指向不正确。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窍门，你可以不去理会所谓的作用域链，但是必须理解 this。
恭喜你！任务圆满了！你已经完全理解了作用域的所有机制！

4.4 闭包
终于到达了这片区域，这片让很多人魂牵梦萦，同时也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区域。一
个好消息是，实际上，在升级了以上两节的技能之后，这里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当然，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在进入“闭包”的殿堂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难题。
如果闭包是桃花岛，那么这个难题就是进入桃花岛之前必须解决的“桃花阵”，唯有攻破
此阵，才能顺利登岛。据说很多武林高手都死于此阵，因此友情提醒诸位，做好充分准备
再进入这片区域。如果你恰好是从某个空间随机跳跃到这里，那么，请自行回到本章开头。

4.4.1 从最简单的开始
例 4.52
代码：
function outer(outerArg0) {
var outerVar = 0;
function inner() {
alert(outerArg0 + "---" + outerVar);
}
return inner;
}
var fn = outer(100);
fn();

运行效果如图 4-89 所示。

图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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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在这段代码里面，唯一重要的是这句 return inner。当外部函数 outer 被调用的时候，
把 inner 作为一个返回值返回出去，赋值给了 fn 这个外部变量。然后再用()进行调用，从
而得到了图 4-89 所示运行结果。
对于这个过程，你一定已经相当熟悉。前面曾经说过，这里有一个暗藏的问题：在 outer
函数执行完成之后，参数、局部变量什么的，都应该被释放掉。而这里的 inner 确实是在
outer 执行完成之后才被运行的，按道理来说，outerArg0 和 outerVar 这两个变量此时应该
已经不存在了，代码弹出来的东西应该是 undefined 才对。但是，这里还是顺利弹出了
“100---0”这样的字符串。从这个运行结果来看，outerArg0 和 outerVar 这两个变量并没有
被“释放”
。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这里我们可以很正式地进行解释了：这些变量是被包含在 inner
的执行环境中的，到这里是时候来复习一下“闭包”的官方定义了：
“闭包是一个表达式（通常是一个函数）
，可以有任意参数，连同绑定这些参数的环境
一起构成。”
对照这个定义和作用域机制的解析，你领悟到了吗？其实，闭包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
它是函数及其作用域链组成的“综合体”
。

4.4.2 闭包构造三步走
从原理上说，你的心中对闭包的概念已经非常“明朗”。然而，概念归概念，实践归
实践。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我们不可能靠概念吃饭，还需要切实可行的做法，能把这些
概念落实到代码中。因此，我们必须总结出一套实用的编码技巧。那么，构造闭包的一般
步骤是什么呢？
（1）在函数 A 内部定义一个函数 B。
（2）通过调用 A 把 B 的引用返回出来，赋值给其他作用域中的变量 C。
（3）通过 C 执行 B。
通过伪代码来展示一下构造闭包的“模板代码”：
function A(){
var B=function(){};
return B;
}
var C=A();
C();

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即使外部函数 A 已经执行退出，内部函数 B 依然可以访问外
部函数 A 所定义的参数、局部变量。
以上可以称做“标准闭包模型”。当然，除了这个标准模型之外，还有很多大量
的“变体”。其实，如果仅仅从闭包的定义来考察，所有的 JS 函数都可以称做闭包。
但是，在一般的代码实践中，以上这种模型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幻觉”感。因此，本
书中只把符合以上模型或者变体的函数称做闭包，其他通过标准方式调用的普通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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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叫做函数。

4.4.3 闭包用法：经典案例
学习一样技能，最终是想把它投入运用。我们从 JS 函数的最基础用法，一直研究到
作用域链、闭包，这个过程消耗了我们大量的心血，那么闭包到底能用在哪些场景里面呢？
下面将使用逐个枚举的方式给出运用闭包的典型战例。
请注意，以下的例子都是应用闭包的典型场景，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叫做“代
码模式”
。深入理解，甚至记住这些场景，将会让你的闭包技法如有神助。

4.4.3.1 获取 Table 中被点击的行
例 4.53
代码：
<html>
<title>Ext 江湖</title>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 charset="utf-8">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losure_example.js"></script>
<body onload="myEffect()">
<table id="mytab" border="1">
<tr>
<td>第 1 列</td>
<td>第 2 列</td>
<td>第 3 列</td>
<td>第 4 列</td>
<td>第 5 列</td>
</tr>
<tr>
<td>1</td>
<td>2</td>
<td>3</td>
<td>4</td>
<td>5</td>
</tr>
//这里重复 5 个<tr>，结构和上面一样
</table>
<div id="console" style="background:#ffff00"></div>
</body>
</html>

closure_example.js 的代码如下：
function myEffect(){
var console=document.getElementById('console');
var tab=document.getElementById('mytab');
var trs=tab.getElementsByTagName('tr');
for(var i=0;i<trs.length;i++){
var tr=trs[i];
tr.onmouseover=function(){
this.style.background="#ff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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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nmouseout=function(){
this.style.background="#ffffff";
}
tr.onclick=(function(){
var rowNum=i;
return function(){
console.innerHTML="点击了第"+rowNum+"行";
}
})();
}
}

运行效果如图 4-90 所示。
解析：
因为有这一句<body onload="myEffect()">，所以在 body
加载完成之后，myEffect()这个函数就被执行。myEffect 做的
事情很简单，
它给每一个 tr 标签都添加了 3 个事件监听函数：
onmouserover、onmouseout、onclick。前两个函数非常简单，
无须解释。亮点在于第 3 个函数：

图 4-90

点击 Table 的第二行

tr.onclick=(function(){
var rowNum=i;
return function(){
console.innerHTML="点击了第"+rowNum+"行";
}
})();

从整体看，这是一个“自执行”函数，最终被注册给 onclick 事件的是内部 return 的这个
匿名函数。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比如，和上面两个函数一样，做成这样可不可以呢？
tr.onclick= function(){
console.innerHTML="点击了第"+i+"行";
};

注意，i 是外层那个 for 循环里面定义的循环变量。你可以自己测试这个代码，最终结
果是：无论你点击哪一行，结果都是“点击了第 6 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这是因为在 for 循环的过程中，i 始终代表的是同一个变量。虽然你看似给每个 tr 都注册了
一个 onclick 函数，但是里面那个 i 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东西，它是随着 for 循环变化的。
所以，在 for 循环结束之后，i 将会一直是 6。那么如何在 for 循环结束之后，让 i 一直保
留 for 循环中对应的次序呢？这就是上面那个 return 函数的作用了。里面用一个局部变量
var rowNum=i;把 i 的值“缓存”起来，然后即使外层的“自执行”函数退出，内部 return
出来的匿名函数仍然可以访问到对应顺序的值。
有了本章第 3 节对函数“作用域链”的研究，rowNum 这个外层函数的局部变量被缓
存在哪里，这种技法为什么能起作用，就无须多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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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 模拟多线程
例 4.54
HTML 代码：
<html>
<title>模拟多线程</title>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 charset="utf-8">
<body>
<button name="添加线程" value="添加线程" onclick="addThread()">添加
线程</button>
</body>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im_thread.js"></script>
</html>

脚本代码：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 DIV 工具，用来创建 DIV
function DivUtil(){}
DivUtil.prototype.counter=0;
DivUtil.prototype.creatDiv=function(){
var div=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div.style.background='#ffff00';
div.id=this.counter++;
document.body.appendChild(div);
return div;
}
var divUtil=new DivUtil();
//这里是“线程”类
Thread=function(){}
Thread.prototype.start=function(){
var div=divUtil.creatDiv();
if(div.id>=10){
div.innerHTML="只允许起 10 个线程，看看你的 CPU，撑到爆！";
return;
}
var num=div.id;
setInterval(function(){
div.innerHTML="第"+div.id+"个线程运行中..."+(num++);
},50);
}
//工具函数，添加线程
function addThread(){
var thread=new Thread();
thread.start();
}

运行效果如图 4-9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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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1

模拟多线程

解析：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看起来就像启动了多个“线程”，核心的代码是这段：
var num=div.id;
setInterval(function(){
div.innerHTML="第"+div.id+"个线程运行中..."+(num++);
},50);

因为闭包的缘故，在定时器 setInterval 所执行的函数中，可以一直访问外层函数中的
局部变量 num。

4.4.3.3 模拟私有属性
例 4.55 使用闭包模拟私有属性
代码：
var person=function(){
var id="root";
var name="root";
return {
getId:function(){
return id;
},
getName:function(){
return name;
}
}
}();
alert(person.getId()+"---"+person.getName());

运行效果如图 4-92 所示。
解析：
首先最外层是一个匿名的自执行函数，这样 person 这个对象其实指向的是匿名函数
return 出来的那个字面对象。通过这种处理方式，把 id 和 name 这两个属性有效地保护了
起来，使得除了通过 getId 和 getName 这两个方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代码能够接触到 id
和 name 这两个属性。这样，这两个属性就成了 person 对象“私有”的。
这个例子非常重要，因为在后面对 Ext 内核分析的过程中，会遇到大量这种写法，例
如大家最熟悉的 EventManager 和 ComponentMgr，如图 4-93～图 4-9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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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2

模拟私有属性

图 4-93

图 4-94

图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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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Manager 头部代码片段

EventManager 尾部的自执行调用

ComponentMgr 头部源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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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6

ComponentMgr 尾部的自执行调用

恭喜你，到此为止，你已经顺利度过了“原型、作用域、闭包”这个百慕大三角，你
已经如神一般犀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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