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Ext 事件系统
如果你听说过，你会很快忘记；
如果你看到过，你会记得很久；
如果你亲手做过，你会刻骨铭心。

5.1 DOM 事件演化史
5.1.1 没有事件的寂寞年代
2000 年，传说中的千禧年。
这一年，发生了这些重要事件：MicroSoft 发布 Windows 2000、第一波互联网浪潮正
席卷世界、暴雪公司发布《星际争霸》1.08 版、各大媒体疯狂炒作虚无缥缈的“千年虫”
神话。
这一年，我对这些重要事件一无所知。
这一年，经过 300 多天的艰苦搏杀，我跌跌撞撞从初中升入高中，那是苏北某县最好
的一所高中。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处于莫名其妙的兴奋之中，却从未
真正去思考这件事背后的深层意义。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多么迟钝啊！每次听到别人侃侃
而谈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我总觉得他们是非常神奇的一群人。事实上，我连自己十天之后
会做什么都没有任何概念，遑论十年。当然，我也不会想到十年后的今天，自己会成为一
个程序员。何况，在那个时间点上，在一个信息相当闭塞的苏北小县城，对于一个没摸过
几次电脑的小孩子来说，
“程序员”
、
“软件”这些东西都太遥远了。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由于第一次离家去县城读书，家里人总是很不放心。我
妈有事没事就往学校跑，每次都送吃的给我。有好东西吃当然很开心，但是家距离学校比
较远，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而且那个时候通信很不方便。我所在的这学校管理比较严格，
非周末时间家长不准入校。而且，家长来访必须在大门口的传达室登记签名，然后完成补
给品的交接仪式！
于是每次我妈送吃的到学校来，我就被折腾到要死。由于无法准确掌握妈妈在路上的
行程进度，导致我隔 10 分钟就要跑到大门口的传达室去问值班的老头儿：我妈来了没？
老头儿脾气挺好，模样也和蔼可亲，对于我这种每隔 10 分钟就“轮询”一次的行为没有
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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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这种模式：由于无法掌握一件长时间任务的进度，采取定时“询问”的方式
来判定其是否完成。这就是在“事件系统”出现之前，远古时代的“轮询模式”。用一个
简单的例子来示范一下这种模型。
例 5.1
代码：
var arrived=false;
var counter=0;
var timer=window.setInterval(function(){
if(arrived){
window.clearInterval(timer);
document.body.innerHTML="到达！";
return;
}
document.body.innerHTML="我妈来了吗？[第"+counter+"次询问]";
counter++;
},500);
window.setTimeout(function(){arrived=true;},5000);

运行效果如图 5-1 和图 5-2 所示。

图 5-1

轮询过程

图 5-2 事件发生

解析：
对定时器的使用，在第 4 章 Function 中我们已经演习得相当熟练，这里只关注藏在代
码背后的深层含义。对于运送补给品这件事情，按照现实世界正常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这
样的：家长到达传达室通知学生领取物品。
所谓“通知”
，就是向学生传递一个信号，或者说“触发一个事件”
。但是此时的小县
城还处于信息闭塞的时代，没有手机，从传达室到宿舍也没有电话，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发
出“到达事件”
，于是，学生只能通过这种不断定时“询问”的方式查看家长是否到达。
这种模式的缺点显而易见：浪费资源、效率低下。而作为被询问者，想必也是不胜其
烦。试想一下，如果全校数千名学生都采用这种“轮询”模型，脾气再好的人也要被问烦。

5.1.2 简单事件模型
后来，学校领导觉得，老是让家长送吃的到学校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
，造成某
些人“心神不宁”
。于是，打着为了加强管理的旗号，学校设臵了专门的“家长接待日”
，
只有在这些规定的日期家长才可以到学校探视。
这样一来，如果还是采用前面的“轮询”模式，我们想象中的最糟糕情况就要真的发
生了：由于家长拜访的时间变得集中，每个学生都会隔 10 分钟到传达室问一下家长是否
到达。面对如此巨大的“并发量”
，传达室的人肯定受不了。
因此，必须发明一套新的机制来应对这种状况。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学校领导的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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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才智，他们居然在不经意间就构建出了最原始的“事件系统”。他们是这么做的：在每
间宿舍里面装了一个小小的对讲机，这些对讲机全部连接到传达室的电话机上。谁的家长
到了，就接通对讲机大喊一番：
“207，207，2 号床你妈来了，下来签字！”这样一来，学
生们就不需要全部跑过来“轮询”了，只要都乖乖待在宿舍里面等消息就行。
这样一来，整个系统的效率获得了大幅度提升，而且天然地支撑起了“多任务”模式。
作为学生，只要在宿舍里面等电话；作为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也很爽，只要等待家长到达，
然后用对讲机触发一个“arrive”事件即可。模型非常简单：事件发生直接送达对象，调
用指定的监听函数。
这就是所谓的“0 级事件模型”，或者叫做“原始事件模型”，来看示例。
例 5.2
代码：
function arrive(){
alert("207 室 2 号床，你妈来了！");
}
<button onclick="arrive()">对讲机按钮</button>

运行效果如图 5-3 所示。

图 5-3 0 级事件模型

解析：
这里的 onclick 就是一个“点击事件”
，相当于故事里面的“到达事件”。但是这种方
式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不能同时注册多个处理函数！请看如下例子。
例 5.3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btn=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btn.setAttribute('type','button');
btn.setAttribute('value','对讲机按钮');
btn.onclick=function(e){
alert("1 号床，你妈来了！");
};
btn.onclick=function(e){
alert("2 号床，你爸来了！");
};
document.body.appendChild(bt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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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图 5-4 所示。

图 5-4

无法注册多个监听函数

解析：
注意，
该例使用脚本创建一个按钮，
然后插入到 HTML 文档中。这些操作必须在 HTML
文档已经完全初始化完毕之后才可以执行，所以我们必须在最外层“包裹”一个“壳子函
数”：window.onload=function(){}，以确保文档初始化完毕之后才开始执行脚本。这里的
“onload”也是一个事件，当文档加载完成时，浏览器会触发这个事件，其原理和上例中的
onclick 类似。在 Ext 中，是这种处理方式：
Ext.onReady(function(){
//你的代码„„
})

Ext 设计 onReady 函数的目的与此相同。
在上例中，我们对 btn.onclick 进行了两次赋值，从运行结果看，第一个处理函数没有
运行，仅仅运行了第二次注册的函数。不得不说，这是个致命的硬伤啊！
因此，在 0 级事件模型中，如果一个事件需要触发多个动作，只能把这些动作全部写
在一个监听函数中，然后通过 N 多 if...else 进行判断。比如以上例子，只能这么做(伪代码)：
btn.onclick=function(e){
if(1 号家长到达){
alert("1 号床，你妈来了！");
}else if(2 号家长到达){
alert("2 号床，你妈来了！");
}
//这里省略数千个 if…
}

对于 0 级事件模型所有浏览器都能很好地支持，因此不需要考虑兼容性问题。这种
on***=function(){}的方式在 IE、FireFox、Chrome 中都可以很好地运行。

5.1.3 2 级事件模型
5.1.3.1 多个监听函数
有一段时期，学校周边小偷猖獗，在一个月内，他们连续两次洗劫了位于三楼的办公
室。学校领导非常愤怒，将保安从原来的 6 个增加到 12 个，而且日夜巡逻。一天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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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平时起来得早了一点，买了早点边吃边走到教室。一进教室门，我当时就震惊了：居
然有人比我还早！用功的人还真是到处都有啊！再仔细一看，这不是隔壁宿舍的小陈嘛。
不过仔细一看小陈同学的样子，感觉有点不对劲，他蓬头垢面的样子不像是来学习的啊。
正狐疑的时候，小陈同学很生硬地走过来，声音颤抖地跟我说：漠，我完了，我这次真的
完了……
我一看他眼睛，布满了血丝！
我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
“你闯什么祸了？”
“我完了……”
“你到底怎么了！
”
“我昨天出去通宵上网，早上 5 点多翻围墙进来。我刚爬上去，不知道哪里冲出来两
个保安，一把就把我拖下来，按住就想打我。我差点吓死，死命喊“别打！别打！我是×
中的学生”
，差点喊破喉咙才逃过一顿暴打。这下我完了，要被开除了……”
“学校刚被偷了东西，你这时候居然敢翻围墙！你这不是自找的吗？”
后来很幸运，班主任并没有过度渲染此事，只是让他写五千字的检讨，然后计划召开
一次全班家长会。不过这次的家长会模式和之前不同，不是大家一起开大会，完事了一哄
而散。而是采取“单独约谈”的方式，每天只接待 2～3 位家长，并且要和家长签订所谓
的“安全责任保证书”
！家长到达之后，传达室同时通知班主任和同学，然后一起到指定
的办公室进行“闭门会商”
。
这样一来，我们前面的 0 级事件模型就不管用了，因为在这种模型下只能设臵一个监
听函数，不可能同时通知班主任和同学。
有人说了：这还不简单，在一个函数里面把两件事情都做了不就行了嘛！
我们都是喜欢挑战难度的人，假定不允许这么做。
这样，0 级事件模型就无法满足我们的实际需求了。幸好 W3C 的专家们也意识到了我
们的困境，于是他们把事件模型进行了升级，这就是后来的 2 级事件模型。
有人说了：不是吧！怎么直接升到 2 级？为什么没有 1 级事件模型呢？
这是由于 DOM1 是在 1998 年 10 月 1 日确定的，而在这个版本的 DOM 规范中，没有
和事件相关的规范，于是也就没有 1 级事件模型。
例子 5.4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btn=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btn.setAttribute('type','button');
btn.setAttribute('value','对讲机按钮');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function(e){
document.body.innerHTML+="<br/>通知班主任，学生家长驾到...<br/>";
},true);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function(e){
document.body.innerHTML+="通知学生，家长来了...<br/>";
},true);
document.body.appendChild(bt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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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图 5-5 所示。

图 5-5

多个监听函数被执行

解析：
显然，此时点击一次按钮两个监听函数都会被执行，顺利解决了 0 级事件模型只能注
册一个监听函数的缺陷。这就是 2 级事件模型，而且是所谓的“标准事件模型”。与
addEventListener 这 个 工 具 函 数 相 对 应 ， 有 一 个 删 除 监 听 事 件 监 听 的 函 数 叫 做
removeEventListener。
它们的 API 定义如下：
element.addEventListener(type,listener,useCapture)
element.removeEventListener(type, listener, useCapture)

element 表示需要添加或者删除事件监听器的 HTML 元素。
type 表示需要监听的事件名称，如 click。
listener 自然就是事件发生时需要执行的函数。
最后一个参数是一个布尔值，对于 addEventListener 来说，如果此值为 true，就会把监
听函数注册在事件的“捕获阶段”；如果为 false，则把监听函数注册在事件的“冒泡阶段”
。
当然，对于同一个事件，可以同时监听“捕获阶段”和“冒泡阶段”。关于这两个阶段的
例子，在后面的例子中有详细的分析，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对于 removeEventListener 来说，第 3 个参数的含义类似，表示删除事件哪一个阶段上
的监听函数。

5.1.3.2 浏览器兼容
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学校听说我们使用了强大的 2 级事件模型，于是争相效仿。距离
我们最近的一个学校叫做“城南一中”
，他们完全抄袭了我们这一套模式。
但是，可能他们学校领导有某些特殊的癖好，或许是因为害怕落下抄袭的恶名，他们
注册事件的工具函数并不是 addEventListener，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attachEvent。删除监听
函数的工具也不叫 removeEventListener，而是 detachEvent。后来这个招数被著名的 MS 公
司偷去了，造成了如今事件处理不兼容的局面。
例 5.5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btn=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btn.setAttribute('type','button');
btn.setAttribute('value','对讲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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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n.attachEvent("onclick",function(e){
document.body.innerHTML+="<br/>通知班主任，学生家长驾到...<br/>";
});
btn.attachEvent("onclick",function(e){
document.body.innerHTML+="<br/>通知学生，家长来了...<br/>";
});
document.body.appendChild(btn);
}

运行效果如图 5-6 所示。

图 5-6

IE 中的事件注册方式

解析：
这里暴露出来 3 个重要的不同点：
（1）注册监听器的函数名不同。标准事件模型用 addEventListener，而 IE 使用
attachEvent。
（2）事件名称不同。标准事件模型是 click，而 IE 的事件名前面要加一个“on”
；其他
所有事件的命名都类似，都是在标准事件模型的事件名之前加一个“on”
。
（3）监听函数的执行次序不同。虽然标准事件模型并没有对监听函数的执行次序做出
规定，但是通过大量的测试我们发现，标准事件模型会按照注册的顺序依次执行监听函数。
而 IE 恰好相反，后注册的监听函数反而会在前面得到执行。也就是说，标准事件模型采
用的是 FIFO 的执行次序，而 IE 采用的是栈式的执行次序。
最麻烦的事情终于出现了：我们必须针对标准事件模型和 IE 分别写出两套不同的事
件处理方式！这就是“浏览器兼容问题”的表现之一。那么，有没有可能“绕过”这种问
题，或者使用比较优雅的方式处理好这种兼容问题呢？请看例 5.6。
例 5.6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btn=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btn.setAttribute('type','button');
btn.setAttribute('value','对讲机按钮');
var fn1=function(e){
document.body.innerHTML+="<br/>通知班主任，学生家长驾到...<br/>";
}
var fn2=funct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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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body.innerHTML+="<br/>通知学生，家长来了...<br/>";
}
if(document.addEventListener){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fn1,true);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fn2,true);
}else if(document.attachEvent){
btn.attachEvent('onclick',fn1);
btn.attachEvent('onclick',fn2);
}
document.body.appendChild(btn);
}

运行效果如图 5-7 所示。

图 5-7

兼容浏览器的事件注册工具

解析：
通过“兼容性处理”之后，代码就可以同时顺利地运行在标准事件模型和 IE 事件模
型之下了。当然，如果有可以判定浏览器类型的工具函数，也可以根据工具函数判定的浏
览器类型做出对应的兼容性处理。
从更深远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在 Web 应用中，尤其对于业务型系统，界面一般
都会比较复杂，因此注册事件监听器的操作会非常频繁。如果我们每次注册一个监听器都
要像示例中的代码一样折腾一番也太麻烦了，而且效率也比较低下。一般来说，提供一组
静态工具函数来负责处理这类事情是最合适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事件兼容层”。通过
“事件兼容层”把浏览器差异彻底屏蔽掉，这是众多 JavaScript 框架通用的设计思路，在后
面分析 Ext 事件机制源码的过程中，我们将详细分析 Ext 的做法。

5.1.3.3 事件传播
在现实世界中，一件“事情”发生之后，都会有一个传播的过程。我们以长城上的烽
火台作为例，假设敌情就是事件，事件发生之后，烽火会一个接着一个燃起，采用接力的
方式一直传播到远方。当然，如果当时的人们有足够的创意，远方的人在收到“信号”之
后还可以通过烽火再把作战指令“回传”到事件的发生地点去。
那么，怎么区分不同的事件和不同的作战指令呢？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狼烟嘛！这种事
情就留给你自己去想象吧，这里只是为了理解事件的“传播”动作而已。
DOM 2 标准事件模型的事件传播过程充分借鉴了我国古代人民使用狼烟传播信号的
智慧，然后又融合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设计思想。
以上纯属作者本人臆测，请看一个 mouseover 事件的实例，如图 5-8 所示（请先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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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幅图）
。
当把鼠标指针移动到“天生一个仙人洞”上面的时候，这个<span>节点就触发了一个
mouseover 事件，它的意思就是告诉其他人：嗨！鼠标移动到我身上啦！你们都注意啊！
显然，这种事情发生得实在太频繁了，不可能每次都有人关注这样的小事。所谓“有人关
注”
，就是为 mouseover 事件注册一个监听函数，就像我们前面所做的 click 事件。一旦
mouseover 事件被触发，所有监听 mouseover 事件的监听函数都会被执行一遍。
有人说了，要是没有人关注 mouseover 事件呢？这个 mouseover 事件会怎么样？很简
单，直接丢弃。
W3C 的专家与常人的思维就是不同，比如上面的 mouseover 事件发生之后，按照我们
的想象，直接在那个“出事的”<span>节点上触发一个事件，然后用 for 循环把<span>上
注册的所有监听函数都调用一遍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把事件的传播
分成了 3 个阶段：Phase1 捕获（阶段 1） Phase2 目标（阶段 2） Phase3 冒泡（阶段
3）
，请参考图 5-8 中的箭头。
在 2 级事件模型中，当<span>节点发生 mouseover 事件的时候，并不是把 mouseover
事件直接送达<span>节点，而是需要从 document 开始，依次进行传递：document
<body><div><ul><ui><a>，这个过程会故意“途经”<span>的所有祖先节点。这
个动作很像潜水，故而我个人比较喜欢把它叫做“下潜”。当然，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建议直接使用英文单词“Phase”
，这是事件传播的“第一阶段”，又叫做“捕获阶段”
。
经过这番传递之后，事件就到达了真正“出事的”节点<span>，这个阶段叫 Phase2，
又可以叫做“目标阶段”
，不过我个人喜欢叫“命中阶段”。此时，注册在<span>上的那些
监听函数就可以开始执行了。
然后还没完，还有一个 Phase3，又叫做“冒泡阶段”
，这个叫法非常形象生动，如图
5-9 所示。
“冒泡”的过程和“下潜”的过程刚好相反，事件会沿着来时的路径一路返回，
直到 document 结束。

图 5-8

事件传播阶段示意图

图 5-9

冒泡

对于事件传播的第 2 个阶段，也就是目标阶段，其运行效果和简单的 0 级事件模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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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就是调用目标上的监听函数而已，这里不再赘述，以下分别给出捕获阶段和冒泡阶段
的两个实例。这两个例子非常形象直观，为了对 2 级事件模型有深切的把握，请读者务必
仔细研读并自行测试。
例 5.7 跟踪捕获阶段
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事件捕获示例</title>
<style type="text/css">
div * {
display:block;
margin:4px;
padding:4px;
border:1px solid white;
}
.redBorder{
border: 1px solid red;
}
.noBorder{
border:1px solid white;
}
</sty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EventCapture.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div1">
<ul id="container1">
<li><a href="#"><span id='target1'>暮色苍茫看劲松，
</span></a></li>
<li><a href="#"><span id='target2'>乱云飞渡仍从容。
</span></a></li>
<li><a href="#"><span id='target3'>天生一个仙人洞，
</span></a></li>
<li><a href="#"><span id='target4'>无限风光在险峰。
</span></a></li>
</ul>
</div>
<div id="logger">&nbsp;</div>
</body>
</html>
var $=function(id){
return document.getElementById(id);
}
function intercept(){
var logger=$('logger');
var container1=$('div1');
container1.addEventListener("mouseover",function(e){
this.className='redBorder';
logger.innerHTML="鼠标进入:"+this.nodeName;
//这样就会把事件“私吞”掉啦
e.stop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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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container1.addEventListener("mouseout",function(e){
this.className='noBorder';
logger.innerHTML="鼠标退出:"+this.nodeName;
},true);
var target1=$('target1');
target1.addEventListener("mouseover",function(e){
this.className='redBorder';
logger.innerHTML="鼠标进入:"+this.nodeName;
},true);
target1.addEventListener("mouseout",function(e){
this.className='noBorder';
logger.innerHTML="鼠标退出:"+this.nodeName;
},true);
}
window.onload=function(){
intercept();
}

运行效果如图 5-10 所示。

图 5-10

父标签私吞事件

解析：
外层容器 DIV 和第一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都监听了鼠标的 mouseover 事件，但是
在容器 DIV 层的事件处理函数中调用了事件 e. stopPropagation()方法，这样事件就不会继
续向孩子节点传播，
“暮色苍茫看劲松”也就收不到 mouseover 事件了，如图 5-11 所示。
这个过程可以看做容器 DIV“私吞”了事件。试着把 e. stopPropagation()这行代码注释掉，
然后再次运行。

图 5-11

事件正常传播

请注意，如果要达到“私吞事件”的效果，必须在调用 addEventListener 时将第 3 个
参 数 传 递 为 true ， 这 样 才 会 在 事 件 的 捕 捉 阶 段 调 用 指 定 的 监 听 函 数 。 请 注 意
stopPropagation()这个函数，调用了此函数之后，会终止事件继续传播，而无论当前事件
处于哪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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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Ext 来说，UI 组件自然和事件系统紧密相关，但是 Ext 的这些 UI 组件大多使用
DIV+CSS 自己制作，而不是原生的组件。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私吞事件”的情况，
Ext 的 UI 组件在内部都把事件注册在冒泡阶段，而不是捕获阶段。如果需要强制停止事件
的传播过程，可以运用 Ext.Element 暴露的 swallowEvent 接口，如图 5-12 所示。

图 5-12

Ext 事件工具函数 swallowEvent

事件对象另外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函数是 preventDefault()。对于某些对象来说，浏览
器会对某些事件做出默认处理，比如当你把鼠标指针移动到一个链接上时，鼠标指针会变
成小手的形状，通过 preventDefault()这个工具函数就可以阻止这些默认行为。
如前所述，在使用 addEventListener 时，如果将第 3 个参数传递为 false，就会在事件
的冒泡阶段调用监听函数。很多时候，当事件到达目标对象之后，我们不希望其继续传播，
也就是要阻止“冒泡阶段”的发生。根据以上例子的经验，我们只要在目标阶段的监听函
数里面让事件停止传播即可。对于标准事件模型，可以调用事件对象的 stopPropagation()
方法，而对于 IE 事件模型则是 event.cancelBubble = true。
例 5.8 跟踪冒泡阶段
测试用 HTML：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事件冒泡示例</title>
<style type="text/css">
div *{
display:block;
margin:4px;
padding:4px;
border:1px solid white;
}
li{
width:200px;
}
.redBorder{
border: 1px solid red;
}
.noBorder{
border:1px solid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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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EventBubble.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div1">
<ul>
<li><a href="#"><span>暮色苍茫看劲松，</span></a></li>
<li><a href="#"><span>乱云飞渡仍从容。</span></a></li>
<li><a href="#"><span>天生一个仙人洞，</span></a></li>
<li><a href="#"><span>无限风光在险峰。</span></a></li>
</ul>
</div>
<div id="logger">&nbsp;</div>
<!-<button id="btn1" onclick="enableBubble()">启用冒泡</button>
-->
<button id="btn2" onclick="disableBubble()">禁用冒泡</button>
</body>
</html>
var $=function(id){
return document.getElementById(id);
}
function enableBubble(){
var div=$('div1');
var logger=$('logger');
var els=div.getElementsByTagName('*');
var fn1=function(e){
this.className='redBorder';
logger.innerHTML="鼠标进入:"+this.nodeName;
}
var fn2=function(e){
this.className='noBorder';
logger.innerHTML='';
}
for(var i=0;i<els.length;i++){
var el=els[i];
el.addEventListener("mouseover",fn1,false);
el.addEventListener("mouseout",fn2,false);
}
}
function disableBubble(){
var div=$('div1');
var logger=$('logger');
var els=div.getElementsByTagName('*');
var fn1=function(e){
this.className='redBorder';
logger.innerHTML="鼠标进入:"+this.nodeName;
if(e){
e.stopPropagation();
}else if(window.event){
window.event.cancelBubble = true;
}
}
var fn2=funct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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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className='noBorder';
logger.innerHTML='';
}
for(var i=0;i<els.length;i++){
var el=els[i];
el.addEventListener("mouseover",fn1,false);
el.addEventListener("mouseout",fn2,false);
}
}
window.onload=function(){
enableBubble();
}

运行效果如图 5-13 和图 5-14 所示。

图 5-13

启用冒泡时的运行状况

图 5-14 禁用冒泡时的运行状况

解析：
默认使用冒泡模式给<ul>及它内部的每个<li>都注册了 mouseover 和 mouseout 事件的
监听函数。由于事件不断“冒泡”，每次事件到达最深的目标节点<span>之后又会原路逐
层返回，因此 logger 中总是显示“鼠标进入 UL”。而禁用冒泡之后，就可以准确获知事件
当前所在的元素。
在禁用事件冒泡的模式中，有这么一段代码：
if(e){
e.stopPropagation();
}else if(window.event){
window.event.cancelBubble = true;
}

在标准事件模型中，引擎在调用监听函数时，会把事件对象 e 作为参数传递给监听函
数；而在 IE 事件模型中，事件对象被放在全局共享的 window.event 中，这里的 if 和 else
判断就是为了兼容 IE 而进行的处理。
在系统实际运行时，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处理两个事件，因此 IE 的这种设计模式也无
可厚非，每次都把事件对象放在 window.event 中是享元模式的另一个应用实例。我们在第
2 章解析 DOM 时，曾经分析过 Element.fly 函数，其设计思路是一样的。
例 5.9 事件监听器的常用优化设计手段
在以上例子中，我们给<ul>及它内部的每个<li>都注册了 mouseover 和 mouseout 事件
的监听函数。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既然事件是能够冒泡到<ul>这一层的，那么给<ul>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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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每个<li>元素都注册事件监听器是不是有点浪费？现在我们只有 4 个<li>元素，如果有
40 个的话效率岂不是很低？如果统一到<ul>这一层来处理如何？
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事件冒泡示例</title>
<style type="text/css">
div * {
display:block;
margin:4px;
padding:4px;
border:1px solid white;
}
.redBorder{
border: 1px solid red;
}
.noBorder{
border:1px solid white;
}
</sty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bubblesuper.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div1">
<ul id="ul1">
<li><a href="#"><span>暮色苍茫看劲松，</span></a></li>
<li><a href="#"><span>乱云飞渡仍从容。</span></a></li>
<li><a href="#"><span>天生一个仙人洞，</span></a></li>
<li><a href="#"><span>无限风光在险峰。</span></a></li>
</ul>
</div>
<div id="logger">&nbsp;</div>
</body>
</html>
var $=function(id){
return document.getElementById(id);
}
function enableBubble(){
var logger=$('logger');
var ul=$('ul1');
ul.onmouseover=function(e){
e=e||window.event;
var target=e.target||e.srcElement;
if(target.nodeName=="SPAN"){
target.className='redBorder';
logger.innerHTML=target.innerHTML||"";
}
};
ul.onmouseout=function(e){
e=e||window.event;
var target=e.target||e.srcElement;
if(target.nodeName=="SPAN"){
target.className='noBorder';
logger.innerHTML="";
}

170

第 5 章 Ext 事件系统
}
}
window.onload=function(){
enableBubble();
}

FireFox 运行效果如图 5-15 所示。
IE 8 运行效果如图 5-16 所示。

图 5-15 FF 中的运行效果

图 5-16

IE 8 中的运行效果

解析：
上例中的重点部分是 ul.onmouseover 和 ul.onmouseout，
我们并没有把事件监听器注册到每一个<li>元素（及其子元
素）上，而是注册在最上层的<ul>上，然后通过判断事件源节
点名称的方式进行统一处理。
这个例子隐含了非常重要的优化设计思路：利用事件冒
泡机制实现对多个子元素的统一处理。在子节点个数非常多、
标签嵌套非常深的情况下，这种优化方式可以大幅度提升脚
本性能。请自行增加子节点的个数和嵌套深度，然后打开任
务管理器进行比较测试，比较两种方式对 CPU 和内存的占用
量差别。

图 5-17

这种设计方式尤其会被使用在“树组件”中，我们在分
析 TreePanel 的源码时会再次见识这种设计思想在实战中的应用。

Ext 的 TreePanel 组件

5.1.3.4 监听函数中的 this
在上一段测试冒泡的示例中，我们在监听函数中大量使用了 this 关键字。很显然，我
们例子中的 this 指向触发事件的对象。谁触发的事件，监听函数里面的 this 就指向谁，这
很自然，也很好理解，而且是必须的。然而，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很多事情总是不
那么自然，就像下面这两个例子，请读者自行运行以下两个例子，并对比差异。
例 5.10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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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testThis(){
alert(this);
}
window.onload=function(){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Button').onclick=testThis;
}

FireFox 运行效果如图 5-18 所示。
IE 8 运行效果如图 5-19 所示。

图 5-18

FF 运行效果

图 5-19

IE 8 运行效果

解析：
this 所指向的，就是被按下的按钮。
例 5.11
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事件基础</tit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evtbasic.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myButton" onclick="testThis()">测试 This</button>
</body>
</html>
function testThis(){
alert(this==window);
}

FireFox 运行效果如图 5-20 所示。
IE 8 运行效果如图 5-21 所示。

图 5-20

FF 中的运行效果

图 5-21

IE 8 中的运行效果

解释：
看到加粗部分的代码了吗？通过标签属性注册的事件监听函数，在运行时，函数内部
的 this 默认指向全局对象 window；而通过脚本动态注册的事件监听函数，在运行时，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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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内部的 this 默认指向触发事件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通过第 4 章函数作用域一节的解析，你一定能够顺利理解这其中的运行细节。但是，
当这种特性以其他变体的面目出现时，
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请看 Ext 中最常见的 GridPanel
的例子，如图 5-22 所示。

图 5-22

GridPanel 中的“操作”列

例 5.12
核心代码：
window.delUser=function(userName){
alert("开始删除"+userName);
}
var opeartionRender=function(userName){
return '<a href="#" onclick="delUser(\''+userName+'\')">删除</a>';
}
var cm=new Ext.grid.ColumnModel([
sm,
new Ext.grid.RowNumberer(),
{header: "姓名", dataIndex:'name',width: 100, sortable: true},
{header: "年龄", dataIndex:'age',width: 50, sortable: true},
{header: "工作", dataIndex:'work',width: 150, sortable: true},
{header: "公司", dataIndex:'company',width: 100, sortable: true},
{header: "所属行业", dataIndex:'industry',width: 80, sortable: true},
{header: "群", dataIndex:'QQ',width:150, sortable: true},
{header:"操作", dataIndex:'name',width:150, sortable:
true,renderer:opeartionRender}
]);

解析：
这个例子完整的可运行代码在第 9 章第 4 节，这里只为了解析运行机制，所以先不关
注其他代码。亮点在最后一列的“删除”链接，这个链接是通过 ColumnModel 的 renderer
机制渲染出来的。在点击这个链接的时候，我们希望执行一个名为 delUser()的函数。
根据上面的例子，你一定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一定要把监听函数定义成 window.delUser。
就是因为这种写在标签里面的方式，默认的调用对象是 window，如果脚本在 window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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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域中搜索不到 delUser()这个方法，脚本就会出错。当然，这种写法看起来非常丑陋，
拼接字符串的过程很麻烦，而且“污染”了全局环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很多初学者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困扰，请务必理解不同事件
注册方式下监听函数中 this 所指向的对象。

5.1.3.5 事件对象
例 5.13 事件对象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btn=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btn.setAttribute('type','button');
btn.setAttribute('value','按钮');
btn.onclick=function(e){
alert(e);
}
document.body.appendChild(btn);
}

FireFox 运行效果如图 5-23 所示。
IE 8 运行效果如图 5-24 所示。

图 5-23

FF 中会把事件对象作为参数传递给监听函数

图 5-24

IE 8 中需要通过 window.event 访问

解析：
使用脚本动态创建一个按钮 btn，使用最原始的 0 级事件模型给 btn 添加了一个点击事
件监听，然后在监听函数中尝试把事件对象弹出。从运行结果很容易看出，在 IE 中，并
没有给监听函数传递参数。对这个问题最常用的兼容处理是添加一句 e=e||window.event，
监听函数就成了如下的样子：
btn.onclick=function(e){
e=e||window.event;
alert(e);
}

这时候在 IE 中就可以顺利运行了，如图 5-25 所示。
从 FireFox 弹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大概知道那是一个
MouseEvent，而 IE 只显示一个[object]。但很多时候，我们
还想知道关于事件的其他细节。比如对于鼠标事件来说，事
件是哪个对象触发出来的？什么时间触发的？坐标位置是
多少？当然，对于 2 级事件模型来说，还有事件当前处于传
图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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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哪一个阶段？诸如此类。
表 5-1 所示为事件对象属性列表。

表 5-1
属

性

事件对象属性列表

此事件发生在何时

IE

F

O

W3C

onabort

图像的加载被中断

4

1

9

Yes

onblur

元素失去焦点

3

1

9

Yes

onchange

域的内容被改变

3

1

9

Yes

onclick

当用户点击某个对象时调用的事件句柄

3

1

9

Yes

ondblclick

当用户双击某个对象时调用的事件句柄

4

1

9

Yes

onerror

在加载文档或图像时发生错误

4

1

9

Yes

onfocus

元素获得焦点

3

1

9

Yes

onkeydown

某个键盘按键被按下

3

1

No

Yes

onkeypress

某个键盘按键被按下并松开

3

1

9

Yes

onkeyup

某个键盘按键被松开

3

1

9

Yes

onload

一张页面或一幅图像完成加载

3

1

9

Yes

onmousedown

鼠标按钮被按下

4

1

9

Yes

onmousemove

鼠标被移动

3

1

9

Yes

onmouseout

鼠标指针从某元素移开

4

1

9

Yes

onmouseover

鼠标指针移到某元素之上

3

1

9

Yes

onmouseup

鼠标按键被松开

4

1

9

Yes

onreset

重置按钮被点击

4

1

9

Yes

onresize

窗口或框架被重新调整大小

4

1

9

Yes

onselect

文本被选中

3

1

9

Yes

onsubmit

确认按钮被点击

3

1

9

Yes

onunload

用户退出页面

3

1

9

Yes

表 5-2 所示为鼠标/键盘属性列表。
表 5-2
属

性

描

鼠标/键盘属性列表

述

IE

F

O

W3C

altKey

返回当事件被触发时，
“Alt”键是否被按下

6

1

9

Yes

button

返回当事件被触发时，哪个鼠标按钮被点击

6

1

9

Yes

clientX

返回当事件被触发时，鼠标指针的水平坐标

6

1

9

Yes

clientY

返回当事件被触发时，鼠标指针的垂直坐标

6

1

9

Yes

ctrlKey

返回当事件被触发时，
“Ctrl”键是否被按下

6

1

9

Yes

metaKey

返回当事件被触发时，
“meta”键是否被按下

No

1

9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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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Target

返回与事件的目标节点相关的节点

No

1

9

Yes

screenX

返回当某个事件被触发时，鼠标指针的水平坐标

6

1

9

Yes

screenY

返回当某个事件被触发时，鼠标指针的垂直坐标

6

1

9

Yes

shiftKey

返回当事件被触发时，
“Shift”键是否被按下

6

1

9

Yes

注：关于 meta 键，在早期的 MIT 键盘中存在，现代的键盘中并没有这个按键，而是
通 过 Alt 键 或 者 Windows 键 进 行 模 拟 。 关 于 meta 键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这 里 ：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ta_key。
除了上面的鼠标/事件属性，IE 浏览器还支持如表 5-3 所示的 IE 属性。
表 5-3
属

IE 浏览器支持其他的 IE 属性及其描述

性

描

述

cancelBubble

如果事件句柄想阻止事件传播到包容对象，必须把该属性设为 true

fromElement

对于 mouseover 和 mouseout 事件，fromElement 引用移出鼠标的元素
对于 keypress 事件，该属性声明了被敲击的键生成的 Unicode 字符码。对于 keydown 和 keyup

keyCode

事件，它指定了被敲击的键的虚拟键盘码。虚拟键盘码可能和使用的键盘的布局相关

offsetX,offsetY

发生事件的地点在事件源元素的坐标系统中的 x 坐标和 y 坐标
如果设置了该属性，它的值比事件句柄的返回值优先级高。把这个属性设置为 fasle，可以取消发

returnValue

生事件的源元素的默认动作

srcElement

对于生成事件的 Window 对象、Document 对象或 Element 对象的引用

toElement

对于 mouseover 和 mouseout 事件，该属性引用移入鼠标的元素

x,y

事件发生的位置的 x 坐标和 y 坐标，它们相对于用 CSS 动态定位的最内层包容元素

标准 Event 属性，如表 5-4 所示列出了 2 级 DOM 事件标准定义的属性。
表 5-4
属

性

2 级 DOM 事件标准定义的属性列表
描

述

IE

F

O

W3C

bubbles

返回布尔值，指示事件是否是起泡事件类型

No

1

9

Yes

cancelable

返回布尔值，指示事件是否拥有可取消的默认动作

No

1

9

Yes

currentTarget

返回其事件监听器触发该事件的元素

No

1

9

Yes

eventPhase

返回事件传播的当前阶段

target

返回触发此事件的元素（事件的目标节点）

No

1

9

Yes

timeStamp

返回事件生成的日期和时间

No

1

9

Yes

type

返回当前 Event 对象表示的事件的名称

6

1

9

Yes

Yes

标准 Event 方法，如表 5-5 所示列出了 2 级 DOM 事件标准定义的方法。IE 的事件
模型不支持这些方法。
表 5-5
方

法

2 级 DOM 事件标准定义的方法列表
描

述

IE

F

O

W3C

initEvent()

初始化新创建的 Event 对象的属性

No

1

9

Yes

preventDefault()

通知浏览器不要执行与事件关联的默认动作

No

1

9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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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Propagation()

不再派发事件

No

1

9

Yes

5.1.4 高级语义事件
5.1.4.1 设计自己的事件机制
在县城读书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情，我就这么乐呵呵地度过了低年级的快乐时光。某
个学期中段的某个时间，学校领导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同学们的信件随着年级的增
长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一天能收到数封信件。在这些信件中难以避免地会包含一些暧昧
的内容，而且那时候，学生们正变得越来越叛逆。学校领导觉得这事必须得管管！
于是学校规定，凡是收到的信件，首先全部放到传达室进行分拣。所谓分拣，其实也
很简单，就是弄一个木头架子，分隔成一个一个的小格子，全校每个班级都分配一个格子。
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会根据班级编号把收到的信件分别放入对应的格子，信件分拣完毕之后
通知各班班主任老师领取。当然，班主任一般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再把这些信件分发给
学生们。这么做效果非常好，因为你常常会发现，信件到达你手中的时候，邮戳上赫然盖
着一个月前的日期。使用这种信件交流“感情”显然是非常笨的，按照这种网络延迟的效
果，黄花菜都凉透了。
我们假设接待家长来访是传达室本身必须具备的功能，就像鼠标和键盘是任何一台电
脑都必须具备的外设。既然如此，那么类似 click、dbclick、keydown、keyup 这类的事件
就叫做“设备相关的事件”。这些事件是任何一门编程语言都会支持的，而且在各种编程
语言里面都大同小异。比如对于鼠标点击，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会叫做“click”，或者定
义成常量 CLICK。我们传达室有一个家长到达的 arrive 事件，与此类似。
另外还有一类事件叫做“设备无关事件”
，这些事件不是由某种硬件设备触发，而是
具有一定的业务含义。比如我们一直在使用的 window.onload，这个 onload 也是一个事件，
它表示的是“文档已经加载完毕”
，这个事件显然不是由某种设备来触发的，而是由浏览
器自行判断并触发出来的。在 JavaScript 提供的一系列内置事件中，这种类型的事件比较
少，而且也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设备相关事件”和一些比较通用的“高层语义事件”都有 JavaScript 的原生支持，它
们可以统称为“内置事件”或者“原生事件”
。除了这两种事件类型之外，我们在实际项
目过程中可能还会需要一些和具体业务相关的事件。
比如，项目中有一个用户管理模块，通过这个模块可以对用户账户进行增、删、改、
查。而且业务规定，当删除一个用户账号的时候，必须把这个账号相关的一些权限全部收
回，以及一大堆其他可能的业务要求。那么，就可以设计一个名为 delete 的事件，然后让
相关的功能函数全部监听这个事件。当成功删除一个用户账号之后，就可以触发这个 delete
事件。此时，这些相关的功能函数就会被调用！
从这个简单的业务需求描述可以看出，这种类型的事件一般都具有特定的业务含义，
因此可以叫做“自定义事件”或者“高级语义事件”。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内置事
件一般都是由浏览器自动触发的。比如点击一个按钮，浏览器会自动触发 click 事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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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定义事件，就必须设计自己的一套触发机制。浏览器才不管什么 delete 呢，它根本
不知道这个事件的存在！所以，如果真的需要定义很多高级语义事件，就必须自己设计一
套事件系统。一般来说，这样的一套事件系统必须具备的功能有：注册监听函数、触发事
件（调用监听函数）、删除事件监听函数。设计这样一套高级事件系统，一般会采用“观
察者模式”
，比如 Ext 中的 Observable 接口，在本章第 4 节中我们将会对它进行全方位解
读。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自己熟悉一下这其中的核心原理。我们仍然以学校的
传达室为蓝本，提供一个观察者模式的实现版本。由于这里的代码复杂度比前面的示例都
大一些，因此我们需要预先做一个小小的设计文档。
例 5.14
设计：
主类“传达室”叫做 MailRoom。
MailRoom 可以触发两个事件，分别是“家长到达事件”arrive、
“信件到达事件”mail。
为了预留一定的可扩展性给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事件，MailRoom 负责维护一个名叫 events
的数组，里面存储所有支持的事件名称。
由于是完全自定义的事件系统，MailRoom 还必须设计一个数据结构负责维护所有的
监听函数，不妨把它命名为 listeners。由于 MailRoom 可以支持多种不同类型的事件，那
么这个数据结构自然就是一个 key-value 型的形态，或者说是一种 HashMap 的形态。在这
个 Map 型结构中，以事件名作为 key，每个 key 对应一个数组，数组里面存储所有注册的
监听函数。最终展现出来的数据结构就像这样：
{
"arrive":[fn1,fn2,fn3],
"mail":[fn1,fn2,fn3],
//„„还可以扩展其他事件类型
}

新增一种事件类型：addEvent(name)。
添加监听函数：addListener(name,fn)。这个过程可以类比原生的 addEventListener
(name,fn,capture)，不过为了表示对原生接口的尊重，我们这里把单词做一个压缩，叫做
addListener，然后参数也少设计一个，只有事件名 name 和监听函数 fn。
删除监听函数：removeListener(name,fn)。
触发事件：fireEvent(name)。这个过程很简单，只要根据事件名这个 key 获取到所有
监听函数的数组，然后依次调用这些监听函数即可。
最后，对于 JavaScript 应用来说，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别名机制。以上的函数名
如此之长，会让调用者非常不爽，我们不妨给它们分别做一些别名缩写。比如 addListener
可以简写为 on，而 removeListener 则简写为 un，fireEvent 简写成 fire。
完美的设计！开始动手实现这个 MailRoom 吧！
代码：
首先实现主类 MailRoom，一个超级简单的构造函数，里面只有 events 和 listeners 两
个属性，events 用来存储所有支持的事件类型，listeners 用来维护事件的监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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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Room=function(){
this.events=['arrive','mail'];
this.listeners={};
}

添加事件类型：
MailRoom.prototype.addEvents=function(name){
this.events.push(name);
}

添加监听函数：这里主要是容错处理的代码实现。例如，当调用 addListener 函数为事
件注册监听函数的时候，如果指定的事件类型还没有被添加到 events 数组中，则需要首先
调用 addEvents 函数新增一个事件类型。然后就是向监听函数数组中插入监听函数的引用，
这个操作需要注意的是需要首先对监听函数数组进行一次检查，以避免同一个监听函数被
注册多次。否则，在接下来触发事件的时候，注册的监听函数就有可能会被执行多次。这
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的需求的，也不符合 DOM2 标准事件模型的特性。在 DOM2 标准事件
模型中，如果向同一个事件名上多次注册同一个监听函数，那么除了第一次的注册之外，
后续所有的操作都会被忽略掉。比如对于这样的代码：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fn,true);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fn,true);

这里的 fn 是同一个函数，但是当 btn 被点击的时候，fn 并不会被执行两次，因为第二
次的注册被忽略掉了。我们这里自定义的 addListener 当然也要符合这个特性，否则会和使
用者的既有经验不合。注意，如果注册成以下这样，fn 会被执行两次，因为 fn 会被分别
注册到事件传播的不同阶段上：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fn,true);
btn.addEventListener("click",fn,false);

请看我们自己实现的 addListener 函数：
MailRoom.prototype.addListener=function(name,fn){
if(this.events.indexOf(name)==-1){
this.addEvents(name);
}
var arr=this.listeners[name];
if(!arr){
arr=[fn]
}else{
if(arr.indexOf(fn)!=-1){
arr.push(fn);
}
}
this.listeners[name]=arr;
}

删除监听函数：
MailRoom.prototype.removeListener=function(name,fn){
if(this.events.indexOf(name)==-1){
return;
}
var arr=this.listener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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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rr){
return;
}
if(arr.indexOf(fn)!=-1){
arr.splice(arr.indexOf(fn),1);
}
}

触发事件：很多人可能会被“触发”这个词吓倒，其实完全不是如你想象的那般复杂。
回忆一下使用原生事件机制时的那些情形，其实所谓“触发”，只不过是把所有事件监听
函数都调用一下而已，调用的次序完全可以按你自己的心情去实现。当然，我们希望还是
符合标准事件模型的特性为好(FIFO 方式)。
MailRoom.prototype.fireEvent=function(name){
if(!name||(this.events.indexOf(name)==-1)){
return;
}
var arr=this.listeners[name];
if(!arr){
return;
}
for(var i=0;i<arr.length;i++){
var fn=arr[i];
fn.call(fn,this);
}
}

定义快捷方式：
MailRoom.prototype.on=MailRoom.prototype.addListener;
MailRoom.prototype.un=MailRoom.prototype.removeListener;
MailRoom.prototype.fire=MailRoom.prototype.fireEvent;

到这里，这套简陋的事件机制就已经实现完毕了。下面我们顺便做一个单元测试，看
一下是否已经满足了设计文档的需求。
单元测试：
例 5.15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mr=new MailRoom();
//测试添加监听器
var fn=function(){
document.body.innerHTML+="207 室 2 号床，你妈到啦！<br/>";
}
mr.on("arrive",fn);
mr.fire("arrive");
var fn1=function(){
document.body.innerHTML+="高一(10)班，信件到达！<br/>";
}
mr.on("mail",fn1);
mr.fire("mail");
//测试删除监听器
mr.un("arrive",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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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fire("arrive");
//测试新增事件类型
var fn2=function(){
document.body.innerHTML+="测试新的事件类型<br/>";
}
mr.on("test",fn2);
mr.fire("test");
}

运行效果如图 5-26 所示。

图 5-26

测试注册和触发事件

解析：
以上测试代码使用“白盒测试”的方式覆盖了所有 4 个功能点。由于代码需要使用到
document.body，因此我们必须把测试代码放在 window.on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运行，以保
证不会抛出异常。
到此为止，我们再也不用受限于原生的那些事件类型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业务，
随意注册 N 多种事件类型，并且随便添加、删除、触发监听函数！这确实是一段简单而强
大的代码，不过这样的代码距离投入实际的生产环境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这里我们为了测试方便，直接把这些事件工具函数作为 MailRoom 的实例属性来定义。
而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些工具函数具有一般化的通用性。只要是需要我们这套“事件机制”
的地方，都会使用相同的逻辑。也就说，这套思路应该抽象出来，设计成一个超类或者接
口，比如就叫做 Observable。然后，所有需要这套机制的类都可以实现这个 Observable。
如果你曾经翻阅过 Ext.Observable 类的源码，一定已经发现了这其实就是 Observable
的核心设计思路。在后面分析 Observable 的时候，我们将会把我们自己的这段“涂鸦式”
实现和 Ext 的代码做比较，看看代码的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虽然以上的“山寨”实
现非常粗糙，但是它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还记得本章开头的格言吗？“如果你亲手做过，
你会刻骨铭心”
。何况早有大师说过：想要理解系统的运行细节，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去
实现一遍。其实还可以补充一句：哪怕实现得很山寨也可以！

5.1.4.2 为原生的事件接口提供快捷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事件机制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在前面的代码实现中，我
们注意到方法别名带来的巨大便利性。标准事件机制原生的那些函数名很长，何不为它们
设计出一些快捷的调用函数呢？
另外，前面说到，标准事件模型和 IE 事件模型注册和删除事件所使用的函数完全不
同，我们不妨提供一个比较强大的“事件管理工具类”
，把这些状况都集中到一起处理掉。
带有界面的应用一般都和事件系统紧密相关，所以我们这个“事件管理工具类”一定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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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调用。
既然如此，这个类最好是一个全局单例，而且所有的工具函数都是静态的，这个类不
妨就叫做 EventManager。
例 5.16 原生事件工具类 EventManager
设计：
EventManager 必须提供以下两个功能：
（1）为原生的 addEventListener 和 removeEventListener 分别提供一个缩写函数名。
（2）屏蔽浏览器注册事件的机制差异，暴露出统一的调用接口。
代码：
EventManager=function(){
}
/**
* 添加事件监听器
* @param {} el
* @param {} name
* @param {} fn
* @param {} capture
*/
EventManager.addListener=function(el,name,fn,capture){
if(window.addEventListener){
el.addEventListener(name,fn,capture);
}else if(window.attachEvent){
el.attachEvent(name,fn);
}
}
/**
* 删除事件监听器
* @param {} el
* @param {} name
* @param {} fn
*/
EventManager.removeListener=function(el,name,fn,capture){
if(window.removeEventListener){
el.removeEventListener(name,fn,capture);
}else if(window.detachEvent){
el.detachEvent(name,fn);
}
}
/**
* 注册别名
* @type
*/
EventManager.on=EventManager.addListener;
EventManager.un=EventManager.removeListener;

单元测试：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btn=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btn.setAttribute("type","button");
btn.setAttribute("value","我的按钮");
var handler=function(){
alert("按钮被点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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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ventManager.on(btn,"click",handler,true);
EventManager.un(btn,"click",handler,true);
document.body.appendChild(btn);

}

运行效果如图 5-27 所示。

图 5-27

测试自制 EventManager

解析：
对第 4 章中重点关注的 “模拟静态函数”技法还有印象吧，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典型
的应用场景。请注意，这里虽然使用了和自定义事件机制相同的函数名，但是实现的目的
却完全不同。这里是为了使用方便对原生事件机制的一种封装，而上一个例子则完全是自
己定义的一套机制。
这样，通过静态工具 EventManager，我们把原生事件的处理机制和我们自定义的事件
机制都统一成了相同的接口 on()和 un()函数。并且，在统一调用接口的过程中，我们还顺
便屏蔽了浏览器的差异。
以上的代码也是 Ext.EventManager 的核心设计思路。当然，Ext 的实现源码要比我们
这里的“山寨”代码健壮很多，而且效率方面也获得了大幅提升，在本章第 3 节中对
Ext.EventManager 进行源码分析时将会做详细的对比。

5.1.4.3 双剑合璧
以上，我们实现了一套完全自定义的事件机制，然后为了使用方便，对原生的事件机
制也进行了一番封装。迄今为止，这是两套完全独立的子系统，它们分别按照自己的一套
机制在运行。我们知道，JS 引擎完全不会理睬我们自己的那一套事件机制，它根本不知道
这套机制的存在。这时候，如果遇到这种需求我们就惨了：通过点击一个按钮触发“mail”
或者“arrive”事件。
聪明的你一定想到了，我们必须想一个办法，让这两套机制能“合体”起来，从而为
我们的框架提供更强大的事件驱动力。这里显然会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或者说驱动
和被驱动的关系。只有让原生的事件机制驱动我们自己的那一套事件机制，如图 5-28 所示，
而反过来用自定义事件机制驱动原生事件机制一般不太好实现。
自定义事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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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

原生事件机制

图 5-28

原生事件驱动高级语义事件

想法很好，如何去实现呢？其实非常简单，请看实例代码。
例 5.17
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综合应用</tit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MyObservable.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EventManager.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EventBasicAll.js"></script>
</head>
<body>
</body>
</html>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mr=new MailRoom();
var fn=function(){
document.body.innerHTML+="<br/>207 室 2 号床，你妈到啦！<br/>";
}
mr.on("arrive",fn);
var btn=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btn.setAttribute("type","button");
btn.setAttribute("value","对讲机按钮");
var handler=function(){
mr.fire("arrive");
}
EventManager.on(btn,"click",handler,true);
document.body.appendChild(btn);
}

运行效果如图 5-29 所示。

图 5-29

在原生事件监听函数中触发高级语义事件

解析：
这个例子同时导入了我们上面写的两个工具类 MyObservable.js 和 EventManager.js，如
图 5-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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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0

页面标签结构

核心的思路也非常简单，其实就是通过按钮的监听函数间接地触发我们自定义的事件
机制即可，如图 5-31 所示。

图 5-31

代码结构预览

到这里为止，我们对 Ext 事件机制的核心设计思路有了大方向上的把握。总结一下这
套设计思路：通过 Observable 接口提供一套完全自定义的事件机制，通过事件工具类
EventManager 对 原 生 事 件 机 制 进 行 封 装 并 屏 蔽 浏 览 器 差 异 。 Observable 接 口 和
EventManager 工具类暴露完全相同的调用接口，也就是说调用函数名完全相同。两套机
制互相配合、并行不悖，并且可以通过原生机制间接触发自定义的事件机制，从而可以实
现更强大的功能。
现在，你心中的那个大大的疑问可能已经越来越强烈了，Ext 到底为什么要劳神费力
地设计一套自己的事件系统呢？难道是原生的那一套事件系统不够用吗？
你猜对了，就是不够用！
我们知道，原生事件系统本质上都必须通过 addEventListener 和 removeEventListener
两个原生接口来操纵事件监听函数，而只有 HTML 标签元素才有这两个接口，这就给应用
开发者带来了比较大的限制。
比如，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这样的数据结构：当我们向这个数据结构
中插入、删除、修改数据的时候，希望它能触发更“业务化”的“add”、
“remove”、
“update”
事件。由于这些数据结构完全是自定义的，而且它不是可见的东西，所以根本无法使用原
生的事件接口，这就是促使 Ext 设计自己事件机制的最大动力！从这里也可以总结出，在
Ext 中，只有那些完全自定义的、抽象不可见的组件才会使用 Ext 定义的 Observable 接口
来处理事件机制。比如最典型的数据结构组件 Ext.util.MixedCollection 和 Ext.data.Store。
而那些可见的 UI 组件，其内部仍然通过原生的事件机制运行。
当然，Ext 为了让那些可视的组件也能享受到 Observable 接口带来的强大功能，所以
把 UI 组件也放在了 Observable 的羽翼之下，如图 5-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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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Observable 的子类

从图 5-32 中可以看出，Ext 中的大部分类都是 Observable 的子类，都可以使用 Ext 的
这一套自定义事件机制。这些子类当中 Component 类是所有可视 UI 组件的父类，这样所
有的 UI 组件也都是 Observable 的子类，如图 5-33 所示。

图 5-33

BoxComponent

但是，Ext 的 EventManager 比我们自己的封装更彻底。我们知道事件对象的属性在不
同的浏览器中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为了彻底屏蔽这种差异，Ext.EventManager 不但统一了
调用接口，还对事件对象做了一般化处理。Ext.EventManager 重新统一定义了所有的键盘
按键码及鼠标按键值等，如图 5-34 和图 5-35 所示。

图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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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Ext 封装的事件对象 EventObject

从框架设计的层面看，Ext 的这套事件系统具备以下 3 个突出的优点：
（1）一致性。事件机制一致性的第一点表现在，无论是对于可见的 UI 组件，还是对
于那些不可见的组件，注册和删除事件监听器都是用 on()和 un()这两个工具函数。第二点
表现在，无论是对于 UI 组件整体，还是对于组成 UI 组件的底层元素（Ext.Element，包装
了底层 DOM 节点）
，也是统一使用 on()和 un()。当然两种 on()和 un()内部的实现是不同的，
只是暴露出了一致的接口。这种一致性极大地降低了学习成本，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只要
记住这两个函数名称就可以了。
（2）便捷性。除了可以使用 on()和 un()来注册事件监听器之外，还可以直接在创建组
件的时候写在 listeners 配置项中，这一点让编码过程更舒爽。
（3）可扩展性。这个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方便地为原生的 HTML 标签
扩展自定义事件类型；二是可以为完全自定义的类提供事件支持。

5.2 熟练使用 Ext 的事件机制
通过前面的事件演进历史，我们知道了 JavaScript 事件系统背后大量鲜为人知的秘密。
同时，我们知道 Ext 屏蔽了浏览器之间的差异，把设备事件、高层语义事件做了一般化的
处理。无论是原生的事件还是自定义的事件，添加监听器统一使用 on()函数，删除监听器
则统一使用 un()函数。并且，对注册事件监听器的过程提供了多种便捷写法和配置选项，
让你的编程体验更上一层楼！
以下将给出使用 Ext 事件系统的 10 个典型例子，这些例子涵盖了 Ext 事件系统比较复
杂的所有方面。

5.2.1 基础用法
5.2.1.1 为底层元素注册监听器
例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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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为底层元素注册事件</title>
<!--导入 Ext，这里省略-->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ExtEventBasic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myBtn">按钮</button>
</body>
</html>
Ext.onReady(function(){
Ext.EventManager.on('myBtn','click',function(e){
alert("按钮被点击");
})
})

FireFox 运行效果如图 5-36 所示。
IE 8 运行效果如图 5-37 所示。

图 5-36

FF 运行效果

图 5-37

IE 8 运行效果

解析：
使用 Ext.EventManager 为 button 标签添加点击监听，这种方式在第 1 节的例子中已经
做过初步解析。在第 1 节的例子中我们自己手动封装了一个 EventManager 对底层元素的
事件进行处理，这里的接口和我们自定义的非常相像。这种调用方式实在很无趣，来看 Ext
还为 EventManager 提供了哪些特性，如图 5-38 所示。

图 5-38

Ext.EventManager.on

这个统一接口 on 除了提供了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前 3 个参数之外，还提供了 scope 和
options 两个备用参数。这两个是我们自己封装事件工具时所没有考虑到的，来观摩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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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用法。
scope 这个参数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是用来配置监听函数中 this 所指向对象的。修
改一下以上代码：
Ext.EventManager.on('myBtn','click',function(e){
alert(this);
})

运行效果如图 5-39 所示。

图 5-39

监听函数中的 this

默认就是触发事件的 Button 按钮。再手工指定一个不同的对象：
Ext.EventManager.on('myBtn','click',function(e){
alert(Ext.encode(this));
},{name:"漠漠",age:25})

运行效果如图 5-40 所示。

图 5-40

手动指定监听函数的作用域

显然，第 3 个参数可以指定为任意对象。如果传递了 scope 这个参数，监听函数里面
的 this 到底指向谁，开发者自己必须清楚。
再来看第 4 个可选的配置参数，如图 5-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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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配置项详细描述

一共可以支持 10 个配置选项，其中带下画线的 5 个比较常用。
在第 2 章对 DOM 操作的分析中我们知道，Ext.Element 这个类是对底层 DOM 节点的
封装，通过 Ext.Element，Ext 为 DOM 节点扩展了一系列的工具函数。同时，我们知道 Ext
中的那些丰富的 UI 界面，其实质就是一层一层的 DIV 嵌套而已。由于 Ext 需要频繁地操
纵这些底层的标签，因此在源码中，Ext 更偏向于使用自己封装的 Ext.Element 来操纵底层
元素，而不是直接面对这些原生 HTML 标签。
对于事件机制，Ext 同样坚持了这种原则。Ext 的实现代码中一般不会直接使用
EventManger 为底层标签注册事件监听函数，而是通过 Ext.Element 间接地进行，尤其是在
构建复杂 UI 组件，例如 Ext.Panel 的时候。在 Ext.Element 的源码中，你会发现如图 5-42
所示的惊喜。

图 5-42

Ext.Element 事件处理源码片段

Ext.Element 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实际的工作，它把所有事情都悄悄地交给 EventManger
去完成，自己只是坐享其成而已。这是一种最简单的“代理模式”
。

5.2.1.2 为 Ext 的 UI 组件注册事件
例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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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基本事件',
width:400,
height:300,
listeners:{
'show':function(){
alert("窗体显示");
},
'close':function(){
alert("窗体已关闭");
}
}
});
win.show();

运行效果如图 5-43 和图 5-44 所示。

图 5-43

触发 Window 显示事件

图 5-44

触发 Window 关闭事件

解析：
这种注册事件监听器的方式和我们在第 1 节中的写法，无论从方便性还是从代码整体
的结构性来看，都是非常良好的。

5.2.2 批量注册监听器
例 5.20
代码：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基本事件',
width:400,
height:300
});
win.on({
'show':function(){
alert("窗体显示");
},
'close':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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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窗体已关闭");
}
});
win.show();

运行效果如图 5-45 和图 5-46 所示。

图 5-45

触发 Window 显示事件

图 5-46

触发 Window 关闭事件

解析：
这种写法和上例 5.19 的运行效果一样，只不过一次注册了两个监听函数而已。
为什么要支持这样一种写法？不是多此一举吗？
由于 Ext 的 UI 界面定义了大量的自定义事件，如果只能一个一个地注册事件，显然
会发生很多次的函数调用，这种批量注册的方式会让代码显得更加紧凑。
再次提醒，虽然给复杂的 UI 组件注册事件和给底层的 HTML 元素注册事件，都是使
用了 on()和 un()方法，但是实际上这两个 on()和 un()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复杂 UI 组件的事
件是完全通过 Observable 接口运行的，这套机制完全是 Ext 自定义的，而对底层元素的事
件处理是由 Ext.EventManager 完成的。
虽然 Ext.EventManger 暴露的接口名称和 Observable
完全一样，但是其内部还是通过原生事件接口进行操作。在本章第 1 节中，通过自己手动
实现事件机制，相信你已经能完全“洞穿”这背后的运作机制。

5.2.3 指定 this
例 5.21
代码：
var win=new Ext.Window({
id:'myWin',
title:'高级事件',
width:400,
height:300,
listeners:{
'show':function(){
alert(this.getId());
},
'close':function(){
alert(this.get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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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n.show();

运行效果如图 5-47 所示。

图 5-47

监听函数中的 this

解析：
这里非常值得注意，一些不熟悉函数的作用域规则的代码喜欢写成这个样子。比如需
要在 show 事件中获得 win 的引用，一些代码就会写成如下形式：
function(){
var temp=Ext.getCmp('myWin');
//然后是其他代码…
}

从运行效果说，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很多地方都这么写，就会显然啰嗦、不专业，
而且暴露了你对作用域机制的不理解。比较好一点的写法是例子中给出的，直接用 this 就
可以引用 win 这个对象。或者直接使用外部定义的 win 变量进行引用，就像这样：
function(){
alert(win.getId());
}

无论是使用配置项 listeners 还是使用 on()函数动态注册监听器，效果都是一样的。
从 API 文档可以看出，这个 scope 参数是可以配置的，也就是说，事件监听器中的 this
到底指向谁，你可以指定，默认指向触发事件的对象。之所以在上一章花大篇幅解析函数
的作用域，目的就在这里了。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作用域的机制，对于这里配置 scope 的
机制才能理解透彻。以下例子把 scope 指向页面左上角的按钮，然后在监听器中就可以直
接使用 this.text 访问按钮上的文字了。
例 5.22
代码：
var btn=new Ext.Button({
text:'按钮名称',
applyTo:Ext.getBody()
});
var win=new Ext.Window({
id:'myWin',
title:'高级事件',
width:400,
heigh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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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ers:{
'show':function(){
alert(this.text);
},
scope:btn//作用域配置成其他对象
}
})
win.show();

运行效果如图 5-48 所示。

图 5-48

5.2.4 单次运行的监听器
例 5.23
代码：
var win=new Ext.Window({
id:'myWin',
title:'高级事件',
width:400,
height:300,
listeners:{
'hide':function(){
alert("隐藏");
},
scope:win,
single:true
}
});
win.show();
var btnShow=new Ext.Button({
text:'显示',
applyTo:Ext.getBody(),
handler:function(){
win.show();
}
});
var btnHide=new Ext.Button({
text:'隐藏',
applyTo:Ext.getBody(),
handler:function(){
win.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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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行效果如图 5-49 所示

图 5-49

单次运行的监听函数

解析：
代码不复杂，原理也很简单，监听器运行一次之后就把自己删掉，所以后续事件肯定
就不再响应了。让我们困惑的不是这里的代码，而是这个机制的设计目的在哪里？为什么
要设计这种只运行一次就把自己删掉的监听器呢？
比如，对于一个 Ext.Window 对象，你想在它渲染完成的时候做点事情，那么按照前
面的例子，必然是监听 render 这个事件。可是你发现问题没有？render 这个事件只是在
Ext.Window 渲染完成的时候触发一次而已，在 Ext.Window 后续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这个
事件再也不会被触发，显然注册给这个事件的监听器后面再也不可能被执行。
有人说了：不执行就放着呗，管它呢。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放着就放着，也没什
么大不了，但是某些特定的时候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占用内存、影响效率。一个不可能被执行的函数放在那里，虽然算不上讨厌，但
是引擎内部还是必须为这个函数维持引用。在你的应用做得很复杂的时候，当然必须想方
设法节约内存，不起作用的东西干脆删掉。
第二点非常重要。所以由于事件监听函数引起的内存泄漏是 JavaScript 编程中需要非
常注意的一个细节，设计这个机制还可以用来辅助解决内存泄漏的问题。
在注册事件监听器时，scope 和 single 相对比较常用，另外还有 3 个配置项是 delay、
buffer、target，在一般的应用中不太容易使用到，细节描述参见 Ext.util.Observable 类的
addListener()方法。

5.2.5 挂起和恢复
例 5.24
代码：
var btn1=new Ext.Button({
text:'测试用的按钮',
applyTo:Ext.getBody(),
listeners:{
'mouseover':function(){
alert("鼠标滑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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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btn2=new Ext.Button({
text:'挂起',
applyTo:Ext.getBody(),
handler:function(){
btn1.suspendEvents();
}
});
var btn3=new Ext.Button({
text:'恢复',
applyTo:Ext.getBody(),
handler:function(){
btn1.resumeEvents();
}
});

运行效果如图 5-50 所示。

图 5-50

事件的挂起和恢复

解析：
suspendEvents()和 resumeEvents()这两个工具函数很有用，比如在弹出一个模态的
Window 时，被遮罩在下面的那些组件不会再接受鼠标和键盘的事件。但是最常见的一个
问题是鼠标滚轮，虽然遮罩（Mask）可以挡住鼠标的左右键，但是有时候滚轮没被考虑进
去，所以滚动滚轮的事件，遮罩（Mask）下面的组件还能“感受”到。当然还有其他高层
语义的事件，在不希望这些事件触发出来时，这两个工具函数就派上用场了。

5.2.6 事件转发
例 5.25
代码：
var btn=new Ext.Button({
text:'触发事件',
applyTo:Ext.getBody(),
handler:function(){
btn.fireEvent('myEvt');
}
});
var win=new Ext.Window({
id:'myWin',
title:'转发',
width:400,
height:300,
liste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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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vt':function(){
alert("Window 收到事件");
}
}
});
win.show();
win.relayEvents(btn,['myEvt']);

运行效果如图 5-51 所示。

图 5-51

relayEvents

解析：
注意这种用法，使用这种“转发”或者说“接力”的方式可以显著提升 UI 界面的运
行性能。比如对于 GridPanel，如果在其中每一条数据上都注册事件监听器是很低效的。那
么，只要把这些数据行上发生的事件转发到 GridPanel 这一层就可以了。这样就没有必要
在每行数据上注册事件监听器，只要把监听器注册在 GridPanel 上就可以了。
打开 GridPanel 的源代码，你会在 onRender()函数里面发现这一句：
this.relayEvents(c, ['mousedown','mouseup','mouseover',
'mouseout','keypress', 'keydown']);

其中的 c 这个对象就是 GridPanel 里面那些数据列表对象。它把发生在数据行上的鼠
标和键盘事件全部“转发”到了 GridPanel 这一层，如图 5-52 所示，这样就算你在数据区
域发生鼠标点击，虽然 GridPanel 这块区域被覆盖住了，但是通过这种方式 GridPanel 还是
能感受到鼠标点击。

图 5-52

GridPanel 中 body 区域转发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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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删除监听函数
例 5.26
代码：
var btn=new Ext.Button({
text:'删除事件监听器',
applyTo:Ext.getBody(),
handler:function(){
win.un('close',closeHandler)
}
});
var closeHandler=function(){
alert(this.getId());
}
var win=new Ext.Window({
id:'myWin',
title:'高级事件',
width:400,
height:300,
listeners:{
'close':closeHandler
}
})
win.show();

运行效果如图 5-53 所示。

图 5-53

测试删除事件监听函数

解析：
在单击“删除事件监听器”按钮之后，当 Window 关闭时，不再运行 close 事件的监
听函数。un()这个函数有一点不爽的地方，它的第一个参数是事件名称，比如上面的“close”
，
而第二个参数必须是函数的引用，比如上面的 closeHanlder 这个函数。为什么说这种写法
不爽呢？因为本来 close 事件的监听器是可以像以上的例子一样，写在 listeners 这块代码
的内部，但是这样又没有办法把引用传递给 un()，这就逼迫我们把 closeHanlder 定义到外
面去。如果需要处理的事件函数很多，整个代码看起来就会感觉很“零散”
。
有人说了，为了代码整洁好看，改进一下 un()这个函数如何？只要事件名称做参数，
不要第 2 个参数。想法很美好，不过 close 这个事件可能不止一个监听器 closeHanlder，假
如还有一个 closeHanlder2 也在监听，岂不会发生“误伤”？当然，解决办法还是有的，需
要绕一些远路，留给聪明的你自己去思考设计吧！
un()可以用来删除一个事件监听器，还有一个更猛的 purgeListeners()，它具有“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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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绝技，能一次把所有监听器全部“扫除”干净。
在实际的项目开发中，在对数据的展示和处理的过程中，有 4 种类型的 Panel 使用频
率非常高，它们是：GridPanel、FormPanel、TreePanel、TabPanel。这 4 位属于超级不
安定分子，只要能处理好它们的事件，应付普通的开发就会绰绰有余。以上例子比较偏向
研究和测试性质，实际开发中基本不可能出现这种零散的状况。下面给出一个综合的例子，
展示这 4 个“高频”Panel 的事件技法。这个例子中的布局模式也是很多应用系统经常使
用的，尤其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可以说是必备布局，你完全值得拥有。

5.2.8 事件综合示例
例 5.27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测试数据
var myData=[
['大漠穷秋 1',26,'1985-10-11','江苏南京'],
['大漠穷秋 2',27,'1985-10-11','江苏南京'],
['大漠穷秋 3',28,'1985-10-11','江苏南京'],
['大漠穷秋 4',29,'1985-10-11','江苏南京'],
['大漠穷秋 5',30,'1985-10-11','江苏南京'],
['大漠穷秋 6',31,'1985-10-11','江苏南京'],
['大漠穷秋 7',32,'1985-10-11','江苏南京'],
['大漠穷秋 8',33,'1985-10-11','江苏南京'],
['大漠穷秋 9',34,'1985-10-11','江苏南京'],
['大漠穷秋 10',35,'1985-10-11','江苏南京']
];
//定义 store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store.loadData(myData);
var win=null;
var rowDblClickHandler=function(grid,rowIndex,e){
if(!win){
var closeBtn=new Ext.Button({text:'关闭'});
var submitBtn=new Ext.Button({
text:'提交',
handler:function(){
//这里可以改 record
alert("修改并提交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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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w Ext.Window({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closeAction:'hide',
items:[
{
id:'dataForm',
xtype:'form',
defaultType:'textfield',
bodyStyle:{
'padding':'30 90'
},
border:false,
defaults:{
width:100
},
labelWidth:60,
items:[
{
fieldLabel:'用户名',
name:'userName'
},
{
fieldLabel:'年龄',
name:'age'
},
{
fieldLabel:'出生日期',
name:'date'
},
{
fieldLabel:'地址',
name:'addr'
}
]
}
],
listeners:{
'click':function(){
this.hide();
}
},
buttons:[submitBtn,closeBtn]
});
win.relayEvents(closeBtn,'click');
};
var record=store.getAt(rowIndex);
win.setTitle(record.get('userName')||"");
Ext.getCmp('dataForm').getForm().loadRecord(record);
win.show();
}
//面板
var gridPanel = new Ext.grid.GridPanel({
title:'数据表格',
//注意这个配置项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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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store,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userName'},
{header:'年龄',dataIndex:'age'},
{header:'出生日期',dataIndex:'date'},
{header:'地址',dataIndex:'addr'}
],
listeners:{
'rowdblclick':rowDblClickHandler
}
});
//树节点点击事件处理器
var loadNodeInfo=function(node,e){
var id=node.attributes.id;
if(!id){
Ext.Msg.alert('提示信息', '节点必须设置唯一的 id');
return;
}
var comp=tabPanel.getComponent(id);
if(!comp){
comp=new Ext.Panel({
id:id,
closable:true,
title:node.attributes.text||"",
html:node.attributes.text
});
tabPanel.add(comp);
}
tabPanel.setActiveTab(comp);
tabPanel.scrollToTab(comp);
}
//树节点右键事件监听器
var contextMenuHadler=function(node,e) {
node.select();
var c = node.getOwnerTree().contextMenu;
c.contextNode = node;
c.showAt(e.getXY());
}
//树节点右键
var contextMenu=new Ext.menu.Menu({
items: [{
id: 'delete-node',
text: '清理门户'
}],
listeners: {
itemclick: function(item) {
switch (item.id) {
case 'delete-node':
var n = item.parentMenu.contextNode;
if(n.text=='任我行'){
alert('不准清除教主!');
return;
}
if (n.parentNode) {
n.remo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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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
}
}
});
//左侧的树面板
var treePanel=new Ext.tree.TreePanel({
title:'左侧树',
width:150,
region:'west',
dataUrl:'queryDepartment.jsp',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root:{
text:'日月神教',
leaf:false,
expanded:true
},
autoScroll: true,
split: true,
rootVisible: true,
collapsible: true,
listeners:{
'click':loadNodeInfo,
'contextmenu':contextMenuHadler
},
contextMenu:contextMenu
});
//中间的 Tab 面板
var tabPanel=new Ext.TabPanel({
region:'center',
activeTab:0,
plugins:new Ext.ux.TabCloseMenu(),
items:[gridPanel],
listeners:{
'remove':function(){
alert("tab 页被关闭");
}
}
})
var vp=new Ext.Viewport({
layout:'border',
items:[treePanel,tabPanel]
})
});

运行效果如图 5-54～图 5-56 所示。

202

第 5 章 Ext 事件系统

图 5-54

图 5-55

图 5-56

界面整体效果

树节点上的右键

双击数据行弹出 Window

解析：
该例综合演示了 GridPanel、FormPanel、TreePanel、TabPanel 最常用的一些事件，包
括一些布局和显示配置项，以及树节点的右键菜单。由于示例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多地演示
这些事件，因此很多地方采用的写法不是很适宜，在实际的项目中请斟酌使用。如图 5-57
所示为树节点过滤。
首先是左侧这个“搜索”的实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
TextField 必须配置 enableKeyEvents:true，这样才能响应键盘事件。此
配置项默认为 false，TextField 的键盘事件不触发是初学者比较容易
出 现 的 问 题 之 一 。 第 二 是 过 滤 中 文 的 问 题 ， var re = new
RegExp(Ext.escapeRe (text),'I')，正则表达式必须这么写，才能对中文
进行过滤。在第 9 章 UI 中的 Tree 部分会详细解释原因。
图 5-57 树节点过滤
在 TreePanel 中需要注意，对树节点的大量事件监听都是注册在
TreePanel 上，而不是注册在每一个节点上。这是新手经常出错，也是感到最困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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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比较自然的想法，需要监听哪个节点的事件，自然需要把监听函数注册到该节点上。
但是树这种组件比较特别，一方面树中的节点数量可能会非常多，另一方面树节点的层次
结构可能会非常深。如果还是使用这种原始的自然的思路，会造成效率低下，一方面浪费
内存，另一方面运行速度会变慢，甚至会造成浏览器假死的现象。因此把事件统一到
TreePanel 这一层来处理是一个常见的优化手段，其核心的思想是利用事件流的传播机制，
我们在本章第 3 节的源码分析中会详细分析其中的原理和实现手法。
尤其注意一下 TabPanel，这个组件的设计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每个 tab 页的“关闭”按钮需要通过 plugin 来渲染。按道理来说，TabPanel 作
为这些子 tab 项的容器，自己应该有渲染“关闭”按钮的职责，而不应该通过插件进行。
第二，事件名称没有经过仔细斟酌，容易引起困惑。比如 remove 事件，这个事件目
前的含义是，子 tab 页被删除时触发。那么 TabPanel 自己被删除时该触发哪个事件？既然
设计了 tabchange 事件，按照一致性原则，应该设计一个 tabremove 事件来表示子 tab 页被
删除，而 remove 事件应该表示 TabPanel 自己被删除。当然，仔细考虑下去还有很多类似
的地方，坐等官方优化这些设计细节。
在对 FormPanel 的操作中有这么一句代码值得注意：
Ext.getCmp('dataForm').getForm().loadRecord(record);

getForm()方法取出来的是 BasicForm 实例，也就是说 BasicForm 可以直接使用
loadRecord()加载一条记录 Record。有一些不规范的代码，在拿到 Record 之后，不知道直
接可以加载，而是获取 FormPanel 里面的组件，然后一个一个去 set 值，这种做法显然不
是一个优秀的程序员会采用的，对吧？

5.2.9 高级用法一：自定义事件
例 5.28
代码：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基本事件',
width:400,
height:300,
listeners:{
'show':function(){
this.fireEvent('myEvt');
}
}
});
win.addEvents('myEvt');
win.on('myEvt',function(){
alert("我自己定义的事件");
})
win.show();

运行效果如图 5-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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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8

自定义事件

解析：
对于自定义事件，需要自己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它触发出来。因为原生事件系统不知
道你自定义事件的存在，Ext 也不知道你这个事件的存在，它们都不会自动帮你触发，这
样的事件完全是你的地盘你做主。

5.2.10

高级用法二：为自定义的类提供事件支持

例 5.29
代码：
Coder=Ext.extend(Ext.util.Observable, {
constructor: function(config){
this.coderName=config.name||"没起名字";
this.addEvents('create','exception','complete');
this.listeners=config.listeners;
//调用父类的造器来完成构造过程
Coder.superclass.constructor.call(this, config);
this.fireEvent('create');
},
showSelf:function(){
var html="<p>代码工名字：{coderName}</p>";
var tpl=Ext.DomHelper.createTemplate(html);
tpl.insertFirst(Ext.getBody(),this);
}
});
var Coder=new Coder ({
name:'杯具大漠',
listeners:{
'create':function(){
this.showSelf();
}
}
});

运行效果如图 5-59 所示。
解析：
这种可扩展性具有重要意义，有了这个特性，就可以给你
自己设计的任意类添加完美的事件支持。

图 5-59

为自定义类定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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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10 个示例号称少林七十二绝技之首要。若想在实战中技压群雄、笑傲武林，关
于事件的这 10 项绝技必须练习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我非常抵制死记
硬背型的程序员，但是此处真的非常重要。从一开始的截图也可以看出，可以说整个 Ext
系统都是运行在这套事件机制之上。如果对于这些写法不熟悉，肯定会出现两件事情：一
是编码效率会非常差。因为需要不断去翻 API 文档，前前后后、找来找去，时间就这样白
白流失；二是代码会很难看，零零散散到处都是，该结构化的地方没有结构化，该使用快
捷写法的地方没有使用快捷写法。时间一长，这样的代码根本无法维护。为了避免出现上
述情况发生，领悟神形兼备的武学至高境界，对于组件的事件编码，必须能做到不翻 API，
代码一气呵成的程度。
好了，当你修炼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学会了 Ext 事件机制的各种招式，可以稍做休息
一下了。

5.3 Ext 事件系统全景解析
前文有述，各种浏览器的事件系统乱象纷纭。尤其以 IE 为首的反派，不守规则、垄
断独裁，给开发者造成了大量麻烦。据犀牛书记载，当年 W3C 制定标准事件接口的时候
MicroSoft 也有参与，但是后来发布的 IE 版本依然我行我素，没有支持标准的事件接口。
江湖传言，最近发布的 IE 9.0 将会全面支持各种 Web 标准，愿上帝保佑我们。
作为 Web 应用开发者，我们不具备决定这些标准的影响力，只能接受现实，通过我们
自己的轻巧设计，尽量避开或者屏蔽这些难题。对底层事件进行封装是所有 JavaScript 框
架的惯用做法，在一系列的 JavaScript 框架当中，Ext 的封装最为彻底。概览一下 Ext 做了
哪些苦力活：
（1）屏蔽浏览器差异：开发者不再需要知道所谓的 DOM2 标准事件模型、IE 事件模
型，不再需要知道标准模型下注册事件监听函数使用 addEventListener()，而 IE 下使用
attachEvent()。同时，由于不同的操作系统、浏览器对于键盘、鼠标的按键码不同，因此
Ext 对事件对象中的按键码也进行了全面的封装。开发者不再需要为不同操作系统、浏览
器的按键码不同而做大量枯燥无味的判断。
（2）消除“设备相关”
、
“设备无关”的分野：对所有事件采用统一的函数接口，让开
发者完全不必关心底层的混乱。你只要知道 on()、un()、fireEvent()等这些既简单又形象的
函数，就足以应会所有浏览器，所有高级语义事件、原生语义事件。
（3）保证了强大的可扩展性：开发者可以任意定制自己的高级语义事件类型。Ext 事
件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 Ext.util.Observable 接口，不但为 Ext 自己内部的组件提供了强大
的事件支持，而且可以为开发者自定义的类提供完美支撑。
首先从整体上概览一下整个事件系统的协作关系结构，明确整个事件系统的运作机
制，以及这些类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分别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心里有了大框架才不会迷路，
如图 5-60 所示为“事件驱动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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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0

Ext 事件系统核心架构图

底层运行的依然是原生的事件机制，只不过是通过封装 EventObject 和 EventManager
两个强有力的工具，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而已。
上层运行的是 Ext 自己构建的一套事件系统，对于这套系统的核心设计思路我们非常
熟悉。这两套事件系统在 UI 组件这里汇集，UI 组件是由很多 Element 组成的，同时它又
是 Observable 的子类。因此，UI 组件既能享受到 Observable 接口带来的扩展功能，又能
透过 Ext.Element 使用底层的事件机制。
如此坚强有力的事件系统设计，绝对是我们拆解研究的优良目标，接下来我们就对 Ext
的事件系统展开外科手术刀式的研究。

5.3.1 封装底层事件
5.3.1.1 Ext.EventManager
1．EventManager 的运行机制
依然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过这次的视角不同，这次是进行源码解析！透过这个例
子，我们将会理解 Ext 对底层事件机制的封装，以及 Ext.Element、Ext.EventManager、
Ext.EventObject 这３个最重要的类的协作关系。
例 5.30
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为底层元素注册事件</title>
<!--导入 Ext，这里省略-->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ExtEventBasic2.js"></script>
</head>
<body>
<button id="myBtn">按钮</butto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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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Ext.onReady(function(){
var el=Ext.get('myBtn');
el.on('click',function(e){
alert(Ext.encode(e));
});
})

运行效果如图 5-61 所示。

图 5-61

Ext.EventObject 的数据结构

解析：
为了突出 Element、EventManager、EventObject 之间的协作关系，我们这里的代码绕
了一些弯路，我们自己使用 Ext.get()获取到一个 Element 对象，然后在这个对象上调用 on()
方法注册事件监听函数。我们已经知道，Element 类的 on()方法自己没干活，而是利用了
EventManager 的工具类同名方法 on()来进行实际的操作。此时，方法调用的时序关系图如
图 5-62 所示。

图 5-62

Ext.EventManager.on 运行时序图

从上到下是“时间线”
，从左到右是方法调用关系。
需要注意，EventManager 自己还是没干活，它又把事情再次“转包”给了最最底层的
Ext.lib.Event。从这个角度看，Ext.lib.Event 才是最底层的干活的“人”！
顺着调用轨迹从左往右依次看源码：
Element addListener：
function(eventName, fn, scope, options){
Ext.EventManager.on(this.dom, eventName, fn, scope || this, options);
}

什么都没做，代理给了 Ext.EventManager. addListener。Ext.EventManager 实现比较复
杂，概览一下整体代码，如图 5-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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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3

EventManager 源码预览

又是一个自执行函数！也就是说 Ext.EventManager 实际指向的是 return 的这个 pub 对
象，在这个 pub 对象中包含了最终需要暴露出来的工具函数。根据 JS 的作用域规则，除
了 pub 对象暴露出来的这些函数之外，与 pub 同级定义的变量和函数实际上都成为了
private 型的成员。这是 JavaScript 中，利用自执行函数和闭包构造 private 作用域的一种重
要手法。
接着看代码的实际内容，Ext.EventManger.addListener 实际上就是这里 pub 对象所暴露
出来的 addListener：
addListener : function(element, eventName, fn, scope, options){
if(typeof eventName == "object"){
var o = eventName;
for(var e in o){
if(propRe.test(e)){
continue;
}
if(typeof o[e] == "function"){
listen(element, e, o, o[e], o.scope);
}else{
listen(element, e, o[e]);
}
}
return;
}
return listen(element, eventName, options, fn, scope);
}

代码比较简单，实际上还是没干什么活，做了一些容错处理之后，事情都扔给了实际
干活的 Ext.EventManager.listen。注意，这个 listen 方法是 private 的！listen 的实现稍显复
杂，值得仔细品一品：
var listen = function(element, ename, opt, fn, scope){
var o = (!opt || typeof opt == "boolean") ? {} : opt;
fn = fn || o.fn; scope = scope || o.scope;
var el = Ext.getDom(element);
//关键点 1
if(!el){
throw "Error listening for \"" + ename + '\". Element "'
+ element + '" doesn\'t ex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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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h = function(e){
//关键点 2
if(!window[xname]){
return;
}
e = Ext.EventObject.setEvent(e);
//关键点 3
var t;
if(o.delegate){
//关键点 4
t = e.getTarget(o.delegate, el);
if(!t){
return;
}
}else{
t = e.target;
}
if(o.stopEvent === true){
e.stopEvent();
}
if(o.preventDefault === true){
e.preventDefault();
}
if(o.stopPropagation === true){
e.stopPropagation();
}
if(o.normalized === false){
e = e.browserEvent;
}
fn.call(scope || el, e, t, o);
//关键点 5
};
if(o.delay){
h = createDelayed(h, o);
}
if(o.single){
h = createSingle(h, el, ename, fn, scope);
}
if(o.buffer){
h = createBuffered(h, o);
}
addListener(el, ename, fn, h, scope);
//关键点 6
return h;
}

关键点 1：我们曾经演示过 Ext.getDom()的用法，这里获取出来的 el 对象将会是原始
的 DOM 节点。
关键点 2：这里又开始玩儿包装函数的把戏，真相在 h 这个函数的最后一句，做了一
大堆的处理之后，最终目的还是调用你自己写的监听函数 fn。
关键点 3：这里的 e 对象已经不是原生事件对象了，而是 Ext 自己定义的 Ext. EventObject，
它用一个 browserEvent 属性包装了原生的事件对象。和 Ext.Element 一样，这是一种典型
的“装饰模式”
。
关键点 4：注意这里的 if/else 判断，在折腾事件的 target 属性。
关键点 5：fn.call(scope || el, e, t, o)，最终目的终于漏出来了，关注一下传递的参数。
scope||el：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给自己写的监听器指定作用域，默认就指向 el 本身。这个
处理相当人性化，这样你就可以在自己的监听器里面肆无忌惮地使用 this 关键字了。

210

第 5 章 Ext 事件系统
e：注意这个对象，它已经不是原生事件对象了，而是被包装过的 Ext.EventObject，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运行结果会是那副模样的终极原因。关于这个 Ext.EventObject，我们在
接下来的部分会仔细“解剖”它。
然后第 3 个参数 t 和第 4 个参数 o 已经很简单了，你一定能看懂。
关键点 6：注意，这里调用的 addListener()是 private 域的工具函数，而不是 pub 对象
暴露出的公共接口。同时注意一下给它传递的参数，把原始的 fn 和经过包装的 h 函数都传
给了它。这个私有的 addListener()代码如下：
var addListener = function(el, ename, fn, wrap, scope){
var id = Ext.id(el);
if(!elHash[id]){
elHash[id] = {};
}
var es = elHash[id];
if(!es[ename]){
es[ename] = [];
}
var ls = es[ename];
ls.push({
id: id,
ename: ename,
fn: fn,
wrap: wrap,
scope: scope
});
E.on(el, ename, wrap);
if(ename == "mousewheel" && el.addEventListener){
el.addEventListener("DOMMouseScroll", wrap, false);
E.on(window, 'unload', function(){
el.removeEventListener("DOMMouseScroll", wrap, false);
});
}
if(ename == "mousedown" && el == document){
Ext.EventManager.stoppedMouseDownEvent.addListener(wrap);
}
}

关注加粗的这句调用：E.on(el, ename, wrap)，这个 E 就是 Ext.lib.Event，这就是最终
那个干活的苦力啦。一件工作被转来转去，最后由 Ext.lib.Event 接手，最终在 DOM 节点
上注册事件的就是它了！
不过仔细看一下在调用 E.on 时传递的第 3 个参数 wrap，只把包装过的函数传递过去，
而我们自己写的“原装”事件监听函数没有传递，这样的话，最终被执行的就是那个在
Ext.EventManager.listen 中无中生有构造出来的 h 了。别忘记这个函数实际包装了我们自己
写的监听器，在 h 的最后一句，我们的监听器获得了执行。
Ext.lib.Event：
addListener: function(el, eventName, fn) {
el = Ext.getDom(el);
if (!el || !fn) {
return false;
}
if ("unload" == eventName) {
unloadListeners[unloadListeners.leng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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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eventName, fn];
return true;
}
var wrappedFn = function(e) {
return typeof Ext != 'undefined' ? fn(Ext.lib.Event.getEvent(e)) :
false;
};
var li = [el, eventName, fn, wrappedFn];
var index = listeners.length;
listeners[index] = li;
this.doAdd(el, eventName, wrappedFn, false);
return true;
}

看看加粗代码的调用，接下来就是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了，如图 5-64 所示。

图 5-64

Ext.lib.Event.doAdd 源码片段

首先我们注意到了 if 判断，这个操作我们非常熟悉，就是“兼容性处理”。然后，我
们又一眼看到了这段代码最末尾的小括号，显然，这是一个自执行函数。也就是说，只要
这段脚本一加载完毕，后面的这个匿名函数就获得了执行的机会。然后，doAdd 这个变量
就会根据实际的浏览器类型指向不同的函数对象。来对比一下前面我们自己封装的代码，
如图 5-65 所示。

图 5-65

我们自己的 EventManager

Ext.lib.Event 这里的实现和我们自己的“山寨”实现存在比较大的性能差异，如果使
用我们自己封装的 EventManager 作为底层的事件工具，那么每一次都会进行浏览器类型
判定， addListener 方法被调用几次，就会执行几次 if 判断。而 Ext.lib.Event 这里采用了自
执行函数的方式，判断浏览器类型的操作只会在脚本加载的时候执行一次，然后 doAdd 到
底指向哪个函数就已经确定好了。在后续的调用中，再也没有必要进行浏览器判定了，这
是自执行函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场景。我们知道，Ext 的 UI 部分会大量使用 Element
类来构造界面，在成千上万次的调用之后，将会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性能提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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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追踪”了 Ext.Element.addListener 的整个执行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Ext 对我们写的监听函数进行了围追堵截、重重包装，这个监听在最终被
执行的时候可以说已经“面目全非”了。不但如此，Ext 还对浏览器原生的事件对象进行
的大量封装。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代理模式”
、
“装饰模式”、
“观察者模式”等，以及“自
执行函数”
、
“闭包”
、
“模拟私有作用域”
、
“原型继承”等 JavaScript 常见的处理技巧。这
里除了“模拟继承”之外，其他技巧我们都已经做过详细分析。可以说，这里是对 JavaScript
基础功力的全方位检测。当然，这个过程比较复杂，你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用 Firebug 仔
细跟踪这个过程。但是，一旦突破了这里的运作机制，你就突破了事件机制的第一道防线，
然后你就可以照猫画虎，依次击破 removeListener、addEvents 等工具函数，你会发现这些
工具函数的实现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
2．文档加载完成判定
我和我的搭档旺仔一起写脚本，我定义了一个 JS 类 TestA 放在 TestA.js 里面，旺仔一
看，心里很不平衡，你能定义类，我也能啊！于是他模仿我，定义了一个类 TestB 放在 TestB.js
里面。由于旺仔对事件系统的处理机制不是很熟悉，他于是想偷懒，想在他自己的 TestB
里面直接调用我 TestA 的函数来做一些事情，于是他把两个脚本都加到自己的页面里面去，
我猜他肯定是这么写的：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TestA.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TestB.js"></script>

按道理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先加载 TestA.js 然后加载 TestB.js，TestB 里面就可以调
用 TestA 的方法了。可是他的程序跑了一段时间，总是莫名其妙出问题，有时候正常，有
时候就会报错，还有的时候必须得刷新两次才有用。
实际上，各种浏览器加载脚本和文档的顺序是不同的，不一定写在前面就先加载。常
见的例子就是，FireFox 会先加载文字，然后加载图片，这样在页面文字很多、图片很少
的时候显得比 IE 快一些。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跟旺仔两个人那时候对 Ext 都不熟悉，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于是有了这个实际的目标：等浏览器把所有的文档都加载完成之后再开始执行脚本。
有人说了，那还不简单，window 不是有一个 load 事件嘛，你把需要执行的函数都注
册成 load 事件的监听函数不就行了嘛。可是跟着问题又来了，根据我们前文的分析，事件
监听函数的执行顺序是不确定的，比如常见的 FireFox 会根据注册时的顺序依次执行，而
IE 恰好相反。而旺仔的代码必须在我的代码初始化完毕之后才能执行，那么，怎么解决这
种问题呢？
几经思索，我们想出这么一个办法：
先定义一个全局的对象，它里面放个数组，把所有需要执行的函数全放到这个数组里
面，当文档加载完成后，把这个数组里面的方法依次全部调用一遍。下面开始实现：
例 5.31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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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xt={
version : '1.0',
isReady : false,
funcs:[],
onReady:function(f) {
//如果文档已经加载完成，直接调用
if (MyExt.isReady){
f();
}else{//否则，把需要执行的函数压入数组
MyExt.funcs.push(f);
}
},
run : function() {
if (MyExt.isReady){
return;
}
for (var i = 0; i < MyExt.funcs.length; i++) {
try {
var f = MyExt.funcs[i];
f();
} catch (e) {
alert("事件发生异常了 " + e);
}
}
MyExt.isReady = true;
funcs = [];
}
};
window.onload=MyExt.run;

测试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DocReady</tit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DocReady.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TestA.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TestB.js"></script>
</head>
<body>
</body>
</html>
TestA.js:
function fn1(){
alert("fn1 执行");
}
TestB.js:
function fn2(){
fn1();
}
MyExt.onReady(fn2);

运行效果如图 5-66 所示。
解析：
在本例中，TestB.js 中的 fn2 需要调用 TestA.js 中的 fn1，因此
必须在脚本都初始化完毕之后再开始执行，这就是我们
MyExt.onReady 要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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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加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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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完 成 类 似 的 功 能 ， Ext 也 提 供 了 一 个 判 定 文 档 是 否 加 载 完 成 的 工 具 函 数
Ext.onReady。因此，你会看到很多 Ext 代码都是这样写的：
Ext.onReady(function(){
//你的代码„„
})

这是所有学习 Ext 的人接触到的第一段 Ext 代码。当然，Ext 为了兼容各种浏览器，
它的处理过程要比我们自己的实现复杂很多。下面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判定工具的运作过
程。首看到的是 EventManager.js 中的这段代码，如图 5-67 所示。

图 5-67

Ext.onReady 是 Ext.EventManager.onDocumentReady 的快捷方式

又是一个快捷方式。来看 onDocumentReady 的处理流程，如图 5-68 所示。

图 5-68

onReady 的核心运行过程

首 先 会 判 断 文 档 是 否 已 经 初 始 化 完 成 ， 这 样 如 果 导 入 的 多 个 JS 文 件 都 写 了
Ext.onReady，就可以避免重复判定。initDocReady 的处理比较复杂，会根据不同的浏览器
做出对应的处理，核心流程如图 5-69 所示。

图 5-69

initDocReady 中的处理细节

initDocReady 对各种浏览器类型做了细致的兼容处理，其中为了保证事件能触发，很
多内部工具函数使用了定时器尝试让函数执行两次，而且最后一步还在 window 对象上注
册了一个 load 事件监听以确保万无一失。但是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最终都是要去执行
fireDocReady 这个函数，如图 5-7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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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0

fireDocReady 源码

在确定文档初始化完毕之后，触发 docReadyEvent，然后把监听函数数组清空掉。
以上就是 Ext.onReady 的核心处理思路。当然，这里面的代码细节还是比较复杂的，
读者需要仔细研读、测试。

5.3.1.2 Ext.EventObject
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提到，通过 EventManager.on 添加的监听函数，在执行时会接收
到事件对象，但是此时的事件对象不再是原生的浏览器事件，而是经过 Ext 包装的
Ext.EventObject 对象，这是典型的“装饰模式”
。那么问题自然来了，为什么要包装？如
果真的有必要进行包装，Ext 又是如何设计的呢？
首先解决“为什么要装包”的问题。
从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得知，武林各大门派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事件”这个问题上纷
争不断，给广大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痛苦。W3C 迫于无奈，企图出手号令天下，然而天下第
一大帮 MS 一直阳奉阴违，以至出现今日有法不依的乱局。
广大程序员虽然不幸生逢乱世，但是日子依然要过，系统依然要做。幸亏出现了大量
的 JS 框架，否则整日纠缠这些问题岂不悲哀？可以想象，如果想要一个接口统一、使用
舒畅的事件系统，首要的事情就是扫平 event 对象属性、方法在不同浏览器中的差异，为
更高层级的封装奠定基础。
再解决“如何设计”的问题。
Ext.EventObject 这个类定义在 Ext.EventManager.js 最底部，EventObject 使用闭包的方式返
回了一个内部实现类 Ext.EventObjectImpl。正是这个类对各种浏览器事件进行了一般化处理。
1．一般化键盘、鼠标按键值
不同浏览器对键盘按键和鼠标左右键的键值定义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为了屏蔽这些差
异，Ext 对键盘按键码和鼠标左右键、滚轮的值都进行了一般化处理。其中做了大量细致
的工作，比如对 IE 同时按下“Ctrl”和其他键时只会触发 keydown 事件，而 Safari 和 Opera
只会触发 keypress 事件„„诸如此类问题，都做了重新定义。
重新定义的意思不是说 Ext 抛弃原来的东西，完全自己另做一套，而是就着大家都相
同的部分，把那些不同的地方进行一般化。比如回车键 Enter 的键值是 13，Ctrl 的键码是
216

第 5 章 Ext 事件系统
17，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在浏览器中如此，在其他语言、其他应用程序中也是如此，这种东
西当然要维持原有的习惯。习惯具有强大的力量，轻易打破这种习惯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
价。这种思想对于我们自己的设计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设计界面和系统时，只有尽
量利用并维持用户现有的习惯，才能获得一种累积提升的效应。
2．一般化事件对象的方法
Ext.EventObject 一共暴露出 12 个一般化的方法，包括最常用的 getKey()、getXY()、
stopPropagation()等，详细列表参见 API 文档，如图 5-71 所示。

图 5-71

EventManager 工具函数概览

Ext.EventObject 这个对象内部有一个名为 browserEvent 的属性，这个属性存储原始的
浏览器事件。这种封装方式可以用 Ext.Element 对底层 DOM 节点封装做类比，前文有述，
在 Ext.Element 中设计了一个 dom 属性，用来记录底层的 DOM 节点引用。
对于这种“装饰模式”
，你一定还记得 Java 中输入/输出流的用法，通过把最原始的
InputStream 层层“装饰”
，最终获得一个使用非常方便的 BufferedReader，包装层次从高到
低为：BufferedReader InputStreamReader InputStream。最原始的是 InputStream，它支
持一些最基本、最不方便的方法，然后上面的包装器对它层层“装饰”，每层都提供几个
好用的方法。最终到达 BufferedReader 的时候，使用起来已经非常方便，让你完全感觉不
到底层是在如何“痛苦”地工作。比如 BufferedReader 的 readLine()方法可以轻松地帮你读
取一行文本，而实际上底层的对象是在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读取然后拼接。
类比这里的 Ext.EventObject，它其实就是原生事件的“包装器”，它屏蔽底层事件那
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们粉饰一番。
总结：Ext 使用定义了一系列的工具类对原生的事件机制进行了包装和升级：
Ext.EventManage、Ext.EventObject、Ext.lib.Event。从注释中的说明我们得知，Ext.lib.Event
这个工具类来自 YUI，如果你略知 Ext 的发明者 Jack Slocum 的经历，对利用这个工具包
的原因应该不难理解。另外，在 Ext 最新的版本中，已经对 Ext.lib.Event 进行了改写。以
上就是 Ext 对原生事件机制进行封装的核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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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高级事件机制 Observable
Observable 家族人丁兴旺，它是 Ext 核心中的核心，所有可视、非可视组件都是它的
“孩子”
，如图 5-72 所示。以下我们将分别列举可视、非可视组件的两个典型例子。

图 5-72

Observable 家族

5.3.2.1 非可视组件
非可视组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非 Store 莫属，只要需要从远程加载数据，必然涉及这
个类，如图 5-73 所示。

图 5-73

Store 是 Observable 典型的非可视子类

例 5.32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s=new Ext.data.JsonStore({
url:'StoreEvent.json',
fields:['text','leaf'],
root:'rows',
listeners:{
'load':function(ds,records,options){
alert(records);
},
'exception':function(){
alert("加载出错");
}
}
})
ds.load();
});

数据如图 5-74 所示。
运行效果如图 5-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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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4

数据

图 5-75

JS 对象

解析：
我们知道 Store 是直接继承 Observable 的，至于如何模拟继承这个话题在第 8 章会专
门讨论，这里你可以完全把它们看做是 Java 或者 C++中类的继承关系。在 Observable 的构
造函数中你会发现如图 5-76 所示的这段代码。

图 5-76

Observable 中处理 listeners 配置项

也就是说，只要你传递给构造函数的参数中包含了 listeners 这个属性，Observable 的
构造函数就会去调用 on 函数注册事件。在以上例子中，我们使用了 on()接口的批量处理
特性，一次性注册了两个事件“load”和“exception”
。
请注意，在 Store 中完全没有和事件相关的代码，Store 的事件机制完全是从 Observable
继承获得的。换句话说，Store 这种不可视组件是不支持底层的原生事件的。

5.3.2.2 可视组件
可视组件中最典型的是 Widow，如图 5-77 所示为 Ext.Window 类说明。

图 5-77

Ext.Window 类说明

例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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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Window',
width:400,
height:300,
renderTo:Ext.getBody(),
listeners:{
"render":function(){
alert("window 渲染完毕，即将显示。");
},
"beforeclose":function(){
alert("即将关闭 window。");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5-78～图 5-81 所示。

图 5-78

图 5-80

渲染事件

图 5-79

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Window 关闭

图 5-81

页面标签结构

解析：
Window 的右上角默认有一个关闭按钮，从以上的 Debug 截图可以看出，这个“×”
其实是一个 div，然后使用 CSS 设置了一个背景图。当我们单击这个“关闭”按钮的时候，
Window 将会被关闭。显然，这个“×”一定监听了鼠标的“click”事件。在示例代码中，
我们还监听了 Window 的“beforeclose”事件，单击“关闭”按钮时先触发这个事件，然
后 Window 才会被关闭。
在以上过程中，
“click”显然是一个 JavaScript 原生事件，而“render”和“befor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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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 Ext 自己定义的事件。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单击“关闭”按钮时的内部操作顺序：首
先是“click”的监听函数被执行，然后在这个监听函数中又会调用高级语义事件机制，触
发 Ext 自定义的“beforeclose”事件。来验证一下我们的猜想，如图 5-82～图 5-84 所示。

图 5-82

Window 中创建关闭、最大化、最小化按钮的 initTools 函数

图 5-84

图 5-83

默认的 close 动作

close 操作源码

我 们知道 Window 也 是 Observable 的 子类，这里 调用的 fireEvent 方法就 来自
Observable。而这个操作的本质是：使用原生事件驱动自定义事件。
有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可以用原生事件驱动自定义事件系统，那么反过来可不可以呢？
很遗憾，不可以。
因为在 DOM2 标准事件接口中，只暴露了 addEventListener、removeEventListener 两
个简单的接口，并没有暴露可以直接触发事件的编程接口（MicroSoft 在 DHTML 中提供
了 fireEvent 方法，可以用程序编码的方式模拟点击，例如 button.fireEvent('onclick')）
。也
就是说，使用 DOM2 标准事件接口是不能用脚本模拟触发事件的。当然，如果是用 0 级事
件模型，也就是用 onload=function(){}这种方式进行事件注册，则可以使用脚本强制执行
onload 所指向的监听函数。

5.3.2.3 详解 Ext.util.Observable
第 1 节中，我们自己封装过一个简陋的山寨版接口。代码虽然粗糙，但是原理已经显
露，这里来详细解析 Ext.Observable 的源码实现。首先统观一下全局，Observable 暴露了
如下属性和公共方法，如图 5-85 和图 5-86 所示。

图 5-85

Ext.Observable 的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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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6

Ext.Observable 的工具函数

一共 15 个工具函数，
其中包括 3 个静态方法、on()和 un()两个方法别名。
对于 addEvents、
addListener、removeListener、on、un、fireEvent 这 6 个方法，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以下的
分析中将会侧重于对比我们自己的山寨版和 Ext.Observable 实现之间的差距。着重观摩 Ext
在容错处理、默认值这些代码细节上的处理技巧。对于其他工具方法，结合具体的例子进
行深度解析。
Round1：addEvents
Observable 的 addEvents 源码如图 5-88
图 5-87 所示是我们在 MailRoom 中自己的实现，
所示。

图 5-87

我们自己的山寨实现

图 5-88

Observable 中添加事件类型的代码

所谓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不得不说，与 Ext 的实现相比，我们自己的实现实在
太简陋了。首先，我们是用数组存储支持的事件类型，而 Ext.Observable 采用 JS 对象来存
储。在 Ext 的实现中，可以一次性添加多个事件类型，比如写成这样：
addEvents("beforeRender","render","afterRender");

此时 if(Ext.isString(O))这个判断成立，然后就会使用一个 while 循环，把我们传递的这
些事件名全部设置为 me.events 对象的属性。
还可以写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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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vents({beforeRender:'',render:'',afterRender:''});

这种方式将会走 else 分支 Ext.applyIf(me.events, o)，为了避免覆盖已经存在的事件，
这里使用的是 Ext.applyIf 而不是 Ext.apply。
显然，Ext 的这种实现给框架使用者带来了更大的编码灵活性，而我们自己的山寨实
现一次只能添加一个事件，假设需要添加 50 个事件类型，就要发生 50 次函数调用，考虑
有欠周全啊！
Round2：addListener
我们的实现如图 5-89 所示。
Observable 的实现如图 5-90 所示。

图 5-89

我们自己的山寨实现

图 5-90

Observable 的实现

差距第一点：Ext 提供了 4 个参数，而且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可选参数 options 支持
scope、delay、single、buffer、target 共 5 个配置选项，如图 5-91 所示。
Ext 的这种处理可供开发者使用的配置项更丰富，而我们只提供了简单的两个参数。
差距第二点：Ext 使用一个 if (ISOBJECT(eventName))判断，配合一个 for…in 循环，
再次支持了 Ext 一贯喜好的“批量处理”模式。无论是添加事件类型还是添加事件监听器，
Ext 都提供了一次添加多个属性的操作。这种处理会给其他调用代码带来极大的方便，这
也是我们的例子中为什么能一次添加多个事件监听函数的原因，如图 5-92 所示。

图 5-91

Observable 强大的配置选项

图 5-92

一次添加多个监听函数

在这个过程中还使用了递归调用，这也是 Ext 比较经典的实现方式。addListener 中最
核心的代码在 else 分支当中：
else {
eventName = eventName.toLowerCase();
ce = me.events[eventName] || TRUE;
if (Ext.isBoolean(ce)) {

223

Ext 江湖
me.events[eventName] = ce = new EXTUTIL.Event(me, eventName);
}
ce.addListener(fn, scope, ISOBJECT(o) ? o : {});
}

第一句容错处理非常重要，toLowerCase 函数，也就是说 Ext 对事件名的字母大小写
是不敏感的。在调用 addListener 时，Ext 会把“render”和“Render”视为等价。如果是第
一次添加事件，Ext 会创建 EXTUTIL.Event 对象。EXTUTIL.Event 只是 Observable 的一个
内部工具类，这个类完全是 Ext 自定义的，和底层事件机制毫无关系。先看一下这个类的
截图概览，如图 5-93 所示。

图 5-93

Ext.util.Event 是 Observable 中的一个简单内部工具类

差距第三点：Ext 没有用数组维护事件名，而是把事件名和对应事件的监听函数都存
储在 events 这个模拟 Hash 中。而我们使用了一个名为 events 的数组维护事件类型，然后
再用一个 listeners 数组维护监听函数的引用，如图 5-94 所示。

图 5-94

MailRoom 的构造函数

Ext 的实现方式显然更合理一些，因为它不会遭遇“数据同步”的问题，代码的稳定
性会更好。
差距第四点：对数组迭代的安全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可能造成一些“诡
异”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多个函数同时操纵同一个数组
而导致数据失去同步。比如有一个数组 arr=[]，一个 for 循
环正在遍历数组，同时另一个函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数
组中插入元素或者从数组中删除元素，这种状况显然具有
很大的风险，搞不好就会导致脚本崩溃。
比如在调用 fireEvent 函数触发事件的时候，我们会遍
历事件名对应的监听函数数组，如果此时其他代码又在给
同一个事件添加监听函数，就会导致多段代码同时操作同
一个数组的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代码完全没有考虑到的 图 5-95 简单工具类 Ext.util.Event
事情，也是很多 JavaScript 新手非常容易遭遇的陷阱。
的属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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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点中说到 Observable 会利用内部工具类 EXTUTIL.Event 协助完成对事件监听函
数的处理，来仔细看一下 EXTUTIL.Event 的实现。以上说到的“数组选代安全问题”就是
在这个类的 addListener 方法中进行容错处理的，如图 5-95 所示。
EXTUTIL.Event 中的 addListener 方法，如图 5-96 所示。

图 5-96

Ext.util.Event.addListener 源码概览

亮点在下划线标出的部分，首先会判断是否“正在触发事件”，如果正在进行事件触
发的操作，则不会在原来的数组上进行操作，而是首先使用数组原生的 slice 工具函数制作
一份“副本”，然后再往数组中 push 新对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处理方式，所有涉及多
个函数访问同一个数组的情况都可以进行类似处理。
Round3：removeListener
我们自己的实现，如图 5-97 所示。
Observable 的实现，如图 5-98 所示。

图 5-97

MailRoom 删除事件监听器代码

图 5-98 Observable 删除事件监听器代码

Ext.Observable 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代理给了内部工具类 EXTUTIL.Event，看看
EXTUTIL.Event 是如何完成删除监听函数的操作的，如图 5-99 所示。
这里的实现和我们的山寨版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if((index = me.findListener(fn, scope)) != -1)这个判断很容易理解，首先找一下是否存
在指定的监听函数，如果监听函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事都不用做，返回就行了。
findListener 是另一个协助工具方法，实现比较简单，如图 5-100 所示。
在我们的实现中也做了类似的容错处理，只不过我们借助的是数组的 indexOf 方法，
并且我们判定监听函数是否“等同”的标准和这里不同，这里既要 fn 相同，同时还要 fn
的作用域 scope 也相同。
removeListener 中第二个注意点和 addListener 类似，是对数组数据操作的保护机制。
如果事件正在触发，仍然是制作一份副本，然后对这份副本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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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9

Ext.util.Event 删除事件监听器代码

图 5-100

查找监听函数是否存在

最大的差异在红框中的内容，这是另一种“保护机制”
。由于 Ext 不仅仅可以支持简
单的函数作为监听器，还支持使用“定时任务”的模式，这些一个个的“任务”就是“task”
。
关于这些 task 的详细运作方式将会在后续内容中进行解析，这里重点关注 removeListener
对监听函数的处理。如果删除监听函数的时候，这些“任务”恰好正处于运行中，就需要
强制停止这些"task":task.cancel()，并采用非常暴力的 delete 运算符把它们统统“消灭掉”。
Round4：fireEvent
我们自己的实现，如图 5-101 所示。
Observable 的实现，如图 5-102 所示。

图 5-101 MailRoom 中触发事件的代码

图 5-102

Observable 触发事件的代码

好吧，不用比了，我们的实现根本没有考虑到“数据保护”、“事件冒泡”这些事情，
而且也不支持这里的“事件挂起”特性。我们仅仅使用最简单的 for 循环遍历所有监听函
数，然后依次调用就完了。
以上比较了我们的山寨实现和 Ext.Observable 实现之间的差异，Ext.Observable 除了支
持我们想到的这些操作之外，还提供了更多非常有用的工具，比如“挂起事件”
、
“清除所
有监听函数”等，依次来进行分析。
Round5：capture
如图 5-103 所示为使用拦截函数拦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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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3

使用拦截工具函数拦截事件

在第 4 章对 Function 的分析中我们知道，Ext 为原生的 Function 扩展了很多工具函数，
这里的 createInterceptor 就是其中之一，其作用是创建一个“拦截函数”，如果“拦截函数”
返回 false，则原来的函数就不会被执行。Observable 利用这个机制构造了一个“事件过滤
器”
，利用这个函数可以在每次调用 fireEvent 函数触发事件之前执行一个指定的函数 fn，
如果 fn 返回 false，则事件无法触发。
Round6：observeClass
如图 5-104 所示为监听类的构造函数。

图 5-104

监听类的构造函数

Ext 的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大胆了！这个工具函数可以在一个类的构造函数上进行监听，
这样这个类的所有实例都会被添加指定的监听函数！API 文档中给出了这个实例，如
图 5-105 所示。

图 5-105

Ext 自制的 logger

这样处理之后，Ext.data.Connection 这个类所有实例的“beforerequest”事件都被监听，
从而顺利实现了 log 功能。
Round7：releaseCapture
如图 5-106 所示为释放拦截。

图 5-106

释放拦截

很简单，把 capture 那里被偷偷换掉的 fireEvent 函数再悄悄换回来，恢复原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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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8：enableBubble
这个方法小有难度，先看 API 文档，如图 5-107 所示。

图 5-107

启用事件冒泡

再看例子，如图 5-108 所示。

图 5-108

API 文档中给出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希望把 Field 类的 change 事件全部“冒泡”到容器 FormPanel 中，这
样就可以在 FormPanel 这一层统一处理所有 Field 的 change 事件了。如图 5-109 所示为源
码实现。

图 5-109

启用冒泡源码实现

解析：
我们知道 Ext.util.Event 是 Observable 类中的一个简单事件工具类，这里 enableBubble
函数给 ce 对象临时添加了一个 bubble 标志位，说明此事件需要冒泡。那么在 Observable
中 fireEvent 会根据这个标志位做出相应的处理，如图 5-110 所示。
显然，如果事件对象的 bubble 标志位为 true，Observable.fireEvent 会获取到冒泡的目
标，然后在目标上也重复一次事件。
这位说了：不是有原生的冒泡机制嘛，Ext 这里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实现冒泡？
回答：再次强调一遍，Observable 这个接口完全是 Ext 自己设计的一套事件机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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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底层的事件机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图 5-110

Observable.fireEvent 对 bubble 标志位的处理

Round9：hasListener
如图 5-111 所示为查看监听函数是否存在。

图 5-111

查看监听函数是否存在

查看指定的事件类型是否存在监听函数，代码相当简单。
Round10：purgeListeners
如图 5-112 和图 5-113 所示分别为消除所有事件上的所有监听器和清除特定事件上的
监听器。

图 5-112

清除所有事件上的所有监听器

图 5-113

清除特定事件上的监听器

“清除×××”这种操作非常具有破坏东西的快感，不过实现起来却并非那么容易。
这里 Observable 还是利用内部工具类 EXTUTIL.Event 的 removeListener 方法逐个删除监听
函数。在 removeListener 中其实还做了大量的动作，前面有过非常细致的分析，这里不再
赘述。
Round11：relayEvents
“事件接力”是非常重要的机制，尤其对于 Container 型的 UI 组件。因为对于一个“容
器型”组件来说，它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需要“容纳”其他子组件或者容器。这样就有可能
形成“容器套容器”的深度嵌套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产生一种需求：让父组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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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子组件的事件。此时，就必须把这些子组件的事件“接力”到父组件上去。所谓“接
力”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子组件触发某个事件的时候父组件也能接受到对应的事件。
当然，需要把哪些事件“接力”到父组件上，完全依赖于具体实现，如图 5-114 所示
为 relayEvents 源码。

图 5-114

relayEvents 源码

思路虽然复杂，实现代码却相当简单，这里的 o 就是父组件，实际上就是在父组件上
注册了相同的事件监听函数而已。
Round12：suspendEvents
如图 5-115 所示为 suspendEvents 源码。
这个方法会“挂起”所有事件，不过这个实现有点“暴力”，它会暂停触发所有事件。
注意这里的 eventQueue 数组，既然可以挂起，那就可以“恢复，在恢复事件的时候会让缓
存在 ntQueue 里面的监听函数执行。
Round13：resumeEvents
如图 5-116 所示为 resumeEvents 源码。

图 5-115

suspendEvents 源码

图 5-116

resumeEvents 源码

这个方法和 suspendEvents 相对应，用来重新恢复事件的触发动作。

5.4 全景式解析 API 根对象 Ext
到此为止，关于 JavaScript 原生事件机制，以及 Ext 自定义事件机制的论述已经告一
段落。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另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关于 JavaScript 基本套路和功夫也已
经告一段落。我们总结了 DOM、CSS、Function、Event 这 4 个最基础、最重要的 JavaScript
特性，到这里我们已经具备了相当强大的 JS 功底。以此为契机，不妨来分析一下根对象
Ext 的功能和实现。
Ext 这个根对象类似 Java 中的 System，充当整个 Ext 框架全局管理者的角色，很多常
用的配置项和工具函数就定义在这个对象中。另外，通过别名机制，很多其他工具类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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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工具函数也被“挂靠”在 Ext 这个根对象上，调用起来非常方便。先来看一下 Ext.js
这个源码文件的整体结构（Ext.js 位于 core 文件夹下，请自行在源码包中查找）
。

5.4.1 整体结构概述
在 Ext 3.2.0 中，Ext.js 这个文件共 1023 行，包括注释，如图 5-117 所示为 Ext.js 头部
源码片段，图 5-118 和图 5-119 所示分别为 Ext.js 中为 Function、String 和 Array 扩展功能。

图 5-117

图 5-118

Ext.js 头部源码片段

Ext.js 中为 Function 和 String 扩展功能

图 5-119

Ext.js 中为 Array 扩展功能

17～23 行：从这几行可以看到，Ext 是一个 JS 对象，而不是 Class，这样 Ext 这个对
象就成了全局单例。
33 行：这里为 Ext 这个对象定义了一个 apply 函数，对于这个函数我们已经相当熟悉，核
心机制就是利用 for...in 循环枚举对象的属性。这里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具体的代码实现，而
是编码技巧。为什么在定义完以下代码之后就立刻给 Ext 这个对象扩展一个 apply 函数呢？
那是因为，紧接着下面的 46～793 行里面会大量利用这个 apply 函数，把一堆属性和
工具方法复制到 Ext 这个对象上去。牛顿曾经说过：之所以我比别人看得远，那是因为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 Ext 在这里更上层楼，是因为它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我们在平常的
工程编码中也要注意“站在自己的肩膀上”。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很多时候总是在写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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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码，甚至某些代码只有很少几行不同，其他都是一模一样复制进来的？如果你遭遇过
或者正在遭遇这种状况，那么请停下来想一想：能不能把这些代码拆分、封装一下，然后
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可以站在原有代码的基础上往前走。这种反复迭代同一份原始代码的
过程有很多好处，首先由于某些公共的逻辑被后续代码大量调用，这块公共逻辑会越来越
清晰，而且出错的可能性会被降到最低；其次，在原有代码的基础之上做扩展和更新比完
全构造一份新的代码要快捷得多。
46～793 行：这是一个“匿名自执行函数”(function(){//…})()，它把一堆属性和工具
方法复制到以上创建的 Ext 对象上去。
795 行：利用命名空间工具函数 ns 定义了 3 个包，分别为 Ext.util、Ext.lib、Ext.data。
797 行：定义一个 JS 对象用来做哈希缓存。
799～1023 行：利用 apply 和 applyIf 两个工具函数分别为 Array、Function、Number、
String 4 个内置对象扩展功能。

5.4.2 源码详解
5.4.2.1 Ext 版本信息
Ext={
version : '3.2.0'
};

这里定义了一个巨大的命名空间，后面所有和 Ext 相关的组件都将位于这个命名空间
中。同时给出了版本信息，比较简单，不做解释。

5.4.2.2 浏览器/OS 类型判断
如图 5-120 所示为 Ext 的浏览器类型判定代码。

图 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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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 能判定的浏览器类型为 Opera、Chrome、Safari、IE、FireFox（Gecko 渲染引擎）
；
操作系统或者平台类型为 Windows、MAC、Linux、Air。
判断浏览器的方式比较简单，利用 navigator 对象中的 userAgent 属性。这个属性是一
个字符串，里面存放了浏览器类型和版本描述。来看一下 FireFox 中的 userAgent 属性。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alert(navigator.userAgent);
}

运行效果如图 5-121 所示。

图 5-121 FF 中 navigator.userAgent 属性字符串

可以看到，navigator.userAgent 这个属性中包含的信息还是比较全的，有操作系统信息、
语言类型、浏览器使用的渲染引擎类型（Gecko：壁虎，Mozilla 系浏览器使用的页面渲染
引擎）
、浏览器版本号。
再看一下 IE 8，如图 5-122 所示。

图 5-122

IE 8 中 navigator.userAgent 属性字符串

开头的 Mozilla/4.0 是因为给 IE 装了一个给 FireFox 导入书签的插件，后面的
QQDownload 627 等都是浏览器插件。MSIE 8.0 是浏览器版本号，Windows NT 5.1 是
Windows XP 的详细版本号，Trident（三叉戟战机）/4.0 是 IE 使用的页面渲染引擎。
Chrome 如图 5-123 所示。

图 5-123

Chrome 中 navigator.userAgent 属性字符串

可以看到 Chrome 的渲染引擎使用了 WebKit 内核。
那么，在拿到 navigator.userAgent 这个字符串之后，用正则表达式匹配一下即可知道
浏览器的具体类型。Ext 这里定义了一个简单的 check 函数，接受一个正则表达式作为参
数，然后与 navigator.userAgent 这个字符串进行匹配。
这是 JavaScript 判断浏览器类型的通用方法，貌似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原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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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字符串匹配而已。不过 Ext 在这里做了一个优化，我们看到，浏览器类型判定操作
是在 46 行这个自执行函数头部就开始执行。在一次性都判断完成之后，把浏览器类型缓
存到了 Ext 这个对象一系列的 is×××属性中去了。也就是说，当访问 Ext.isIE 这个属性
判断浏览器是否为 IE 的时候，Ext 内部不会再去做一次字符串比较，而是直接把 isIE 这个
布尔型属性的值扔给你了事。
有人可能认为就是个字符串比较而已，应该不会消耗多少资源的。不过，我想说的是，
作为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脚本框架，整体的效率提升往往起于点滴之间，所谓防微杜渐啊！

5.4.2.3 垃圾收集配置
和 Java 一样，JavaScript 也采用了自动垃圾回收的内存管理模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当初 NetScape 和 SUN 的工程师一起设计了这门语言有关，目前采用自动内存回收的常见
语言有 Java、JavaScript、ActionScript3（Adobe 的 Flash、Flex）
，目前可行的内存回收算
法也不多，常见的有“引用记数法”
、
“标记清除法”
，在第 17 章中我们会集中分析这些机
制的具体原理和实现。
Ext 这个全局管理对象有一个重要的配置项 enableGarbageCollector：true，这个是 Ext
自己设计的一套内存收集方案，用来收集 Ext 自己创建的 UI 组件和 HTML 标签元素。前
文有述，在 Ext 中，Element、DomQuery、DomHelper 几个类共同协作完成了对底层 HTML
操作的封装。在 Element 类中有这么一个函数：
function garbageCollect(){
if(!Ext.enableGarbageCollector){
clearInterval(El.collectorThreadId);
} else {
var eid,
el,
d,
o;
for(eid in EC){
o = EC[eid];
if(o.skipGC){
continue;
}
el = o.el;
d = el.dom;
if(!d || !d.parentNode || (!d.offsetParent
&& !DOC.getElementById(eid))){
if(Ext.enableListenerCollection){
Ext.EventManager.removeAll(d);
}
delete EC[eid];
}
}
if (Ext.isIE) {
var t = {};
for (eid in EC) {
t[eid] = EC[e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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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 Ext.elCache = t;
}
}
}
El.collectorThreadId = setInterval(garbageCollect, 30000);

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定时 30 秒的定时器，每隔 30 秒，Ext 就会扫描一下创建的
Element 元素（Ext 创建的所有 Element 对象都是被缓存在 EC = Ext.elCache 这个模拟哈希对
象里面的）
。来看 garbageCollect()这个函数是如何判定一个 Element 对象是否为垃圾的。Ext
有 3 个判定条件 if(!d || !d.parentNode || (!d.offsetParent && !DOC.getElementById(eid)))，
这里的 d 是 el.dom 的引用：
（1）d 为 null，显然是垃圾对象。
（2）d 这个对象不为 null，但是它没有 parentNode。对于 DOM 树中的节点来说，必定
是有父节点的，这种没有 parentNode 的“孤儿”显然也是垃圾对象。
（3）第 3 个是一个联合判定条件，不容易理解。
在条件（2）中，d.parentNode 只测试了 d 的直接父节点，试想以下这种情况：
<div>
<p>暗藏的嵌套垃圾标签。</p>
</div>

如果使用条件（2）来测试内部这个<p>标签是否为垃圾，显然不会通过，因为对于<p>
标签来说，它是有父节点<div>的。但是这不能保证<p>就不是垃圾，如果<div>没有
parentNode 呢？如果<div>的父亲的父亲没有 parentNode 呢？那么这整个的嵌套标签应当
依然是一堆垃圾。但是我们不可能逐层递归去判定这些嵌套很深的节点是否都有
parentNode，这样要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所以用检验是否有 parentNode 的方式来判定一
个节点是否为垃圾，作用有限，必须有更好的判定方式或者技巧。这时候对浏览器内部运
作这一套机制的深刻理解就派上用场了：可以检测 offsetParent 这个属性，如果标签所在的
嵌套结构整体上已经是“孤儿”
，那么通过 offsetParent 属性就无法取到值，从而可以判定
整个标签结构都已经处于“孤岛”状态，可以进行垃圾收集了。
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太有才了！如果不是对 DOM 结构整体运作机制的深入了解，绝
对无法想出这样的判定方法！不过，通过 offsetParent 属性判断是否是多层嵌套的“孤岛”
还有个小缺陷，因为有些 HTML 元素是处于隐藏状态的，这就是那些 display:none 的元素，
这时候这些标签的 offsetParent 也为空。但是这种不显示的元素并不一定是垃圾，所以还要
再测试一个条件，就是用原生的 document.getElementbyId()进行一次查找。如果找到了，
说明这个隐藏的元素目前还挂靠在 DOM 树中，也许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它突然还需要显示
出来，显然不能当垃圾来处理。
在判定条件成立之后，Ext 直接使用 delete 运算符把它们都删除掉，这样 JS 内部的自
动收集机制就可以起作用了。不难看出，最终进行垃圾收集操作的还是 JavaScript 引擎自
己的收集机制，Ext 在这里只不过是设计了一套方案来辅助，或者说“促使”内部引擎更
好地工作。
另外，在 for 循环的头部我们还看到了这么一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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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skipGC){
continue;
}

也就是说，如果对象 o 的 skipGC 属性为 true，就可以“躲过”Ext 的垃圾收集定时器。
对于那些预先创建、以备后用的元素来说，这个属性很有用。这些元素可能是你预先创建
好，埋伏在内存里面的，在某种情况下就会用到这些元素，显然你不希望 Ext 把它们当做
垃圾给清除掉。不得不说，Ext 的考虑真是详细而周密！

5.4.2.4 继承机制的实现
这是 Ext.js 这个文件中最重量级的功能，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这是目前所有
JavaScript 框架中实现得最好的一套继承机制。它把“继承一个类”和“实现一个接口”
两项重量级操作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在第 8 章中会花大量篇幅进行解析。

5.4.2.5 id 机制
打开 Firebug，查看 Ext 创建的 HTML 标签，可以看到如图 5-124 所示的内容。

图 5-124

Ext.id()自动生成的字符串

它甚至给 body 标签也赋上了 id 号，这里是“ext-gen4”
。
对于 Ext 这样一个大型的 JavaScript 框架来说，全局唯一 id 生成器实乃不可或缺之物。
为了方便管理，HTML 标签、组合型 UI 组件，以及一些非可视组件，无一不需要一个结
构良好的 id。且看 Ext 是如何生成这个 id 的：
id : function(el, prefix){
el = Ext.getDom(el, true) || {};
if (!el.id) {
el.id = (prefix || "ext-gen") + (++idSeed);
}
return el.id;
}

比较简单，没有采用 UUID 生成算法，只是给了一个“id 种子”
，如图 5-125 所示。
每次获取 id 的时候就在种子的基础上+1，然后加上前缀"ext-gen"（Ext-generate，表示
是 Ext 自动生成的 id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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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5

id 种子

5.4.2.6 对象类型判定
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知道内置函数 typeof()可以用来判定一个 JS 对象的类
型，但是这个内置函数的内力不够深厚，它只能判定字符串、数值、布尔型这些基本类型
的数据，以及 function。对于其他自定义的类型，它一律不客气地扔出一个[Object]或者
[Object Object]。因此，想办法增强这个函数的功能实在是势在必行。Ext 定义了一个自己
的 type()函数，用来进行对象类型判断功能：
type : function(o){
if(o === undefined || o === null){
return false;
}
if(o.htmlElement){
return 'element';
}
var t = typeof o;
if(t == 'object' && o.nodeName) {
switch(o.nodeType) {
case 1: return 'element';
case 3: return (/\S/).test(o.nodeValue) ? 'textnode' :
'whitespace';
}
}
if(t == 'object' || t == 'function') {
switch(o.constructor) {
case Array: return 'array';
case RegExp: return 'regexp';
case Date: return 'date';
}
if(Ext.isNumber(o.length) && Ext.isFunction(o.item)) {
return 'nodelist';
}
}
return t;
}

注意加粗的亮点，实际上还是借助于 typeof，在它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辅助判断而
已，而辅助判断的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对象的 constructor 属性。我们已经知道 constructor
是函数原型 prototype 中的属性，它记录了对象是由哪个类构造的。
例 5.34
代码：
var arr=new Array();
alert(arr.constructor);

运行效果如图 5-1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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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把 Array 的构造函数体给弹出来了，constructor 记录的是构造函数信息，函数也是对
象，因此这里的 alert 是自动调用了函数的 toString()方法弹出来的内容。
再看下一例。
例 5.35
代码：
var arr=new Array();
switch(arr.constructor) {
case Array:
alert("是数组啊！");
break;
default:
break;
}

运行效果如图 5-127 所示。

图 5-126

Array 对象的 constructor 属性

图 5-127

类型判定

解析：
可见 constructor 并不是一个字符串，而是指向构造函数 Array 的一个引用。
使用 Ext 扩展的 Ext.type 工具函数可以准确判定如下 12 种类型的对象：
（1）string：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string。
（2）number：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number。
（3）boolean：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布尔值。
（4）date：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Date 对象。
（5）function：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function 的引用。
（6）object：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object。
（7）array：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array。
（8）regexp：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9）element：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DOM 元素。
（10）nodelist：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DOM 节点链表。
（11）textnode：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text 节点并且包含除空格以外的东西。
（12）whitespace：如果传入的对象是一个 DOM text 元素，并且仅仅包含空格。
Ext 还定义了一系列的 is×××快捷方式来辅助进行类型判断，比如 isFunction()、
另外，
isNumber()、isString()等，都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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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7 数组操纵工具
1．clean ( Array/NodeList arr ) : Array
API 描述：为传递进来的数组创建一个副本，该副本剔除了所有错误的值。何为“错
误的值”？以什么标准来判定一个值是否为“错误的值”？看完源码实现即可明了：
clean : function(arr){
var ret = [];
Ext.each(arr, function(v){
if(!!v){
ret.push(v);
}
});
return ret;
}

内部核心代码就是调用了 each 函数对数组中的元素进行了一次迭代，each 函数在下
面分析。拿到元素 v 之后通过两次取非，看是否为真，如果为真就放到结果集中去。这种
技巧曾经介绍过，任意一个对象都可以通过两次取非转换成一个布尔值。那么，哪些元素
会被这种操作过滤掉呢？列举如下：0、false、null、undefined、空白字符串、NaN。请看
如下代码：
var arr=[0,false,null,undefined,'',NaN];
alert(Ext.clean(arr));

运行效果如图 5-128 所示。
全都被过滤掉了。实在是一个好工具，不用再为“剔除
空元素”这样基本的功能而苦恼了。注意，这个方法不会修
改原有的数组，而是创建一份“副本”
，因此必须定义新的变
量来接受返回值。
2．each()
each 是一个重量级工具函数，其方便性不亚于 Java 中的

图 5-128

清除数组中的空元素

迭代器 Iterator。首先看参数列表，此函数可以接受 3 个参数，如图 5-129 所示。

图 5-129

工具函数 each 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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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个是需要遍历的 Array、NodeList、MixedColletion。MixedCollction 是 Ext 自己扩
展的一种“复合型集合”
，它兼有数组和 Hash 表的特性，在第 7 章中会有专门解析，这里
就把它当做一种数组即可。
第 2 个参数是一个函数引用，Ext 将会在集中的每个元素上依次调用你所给的这个函
数。这个函数可以定义 3 个参数，详细描述参见以上 API 截图。
第 3 个参数是作用域，可以指定一个作用域，上面函数中的 this 将会指向你所指定的
作用域对象，默认作用域是当前遍历的对象。
先看例子，再分析源码。
例 5.36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arr=[];
for(var i=0;i<10;i++){
arr.push({index:i,name:'大漠穷秋'});
}
var p="<p>";
Ext.each(arr,function(item,index,allItems){
p+=Ext.encode(item);
p+="<br/>";
});
p+="</p>";
document.body.innerHTML=p;
})

运行效果如图 5-130 所示。

图 5-130

使用 Ext.each 进行迭代操作

解析：
最好能记住这些函数的参数列表，省得每次都查 API。建议多使用，所谓熟能生巧。
接着来看 each 函数的源码实现：
each : function(array, fn, scope){
if(Ext.isEmpty(array, true)){
return;
}
if(!Ext.isIterable(array) || Ext.isPrimitive(array)){
array = [array];
}
for(var i = 0, len = array.length; i < len; i++){
if(fn.call(scope || array[i], array[i], i, array)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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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i;
};
}
}

加粗的部分是核心代码，外面是一个 for 循环，用来遍历数组，然后使用 call 关键字
调用所给的函数。注意这个 if 判断，也就是说，如果所提供的函数在数组中的任意一个对
象上返回了 false，外层的 for 循环就会 return。这是 each()这个工具函数最重要的一个特性，
使用这个特性进行数组的线性查找会非常方便。稍稍改动一下上面的例子，比如我们需要
查找数组中 index 为 5 的对象。
例 5.37
代码：
var result=Ext.each(arr,function(item,index,allItems){
if(item&&item.index&&item.index==5){
return false;
}
})
alert("索引位置为"+result);

运行效果如图 5-131 所示。

图 5-131

查找第 5 个对象

解析：
由于我们在找到对象后及时地 return false，因此，后续的无效循环不会再执行。可以
用 Firebug 跟踪这一过程。
核心代码分析完毕，外表强悍的 each 函数其内部的实现也不过如此。我们注意到，在
each()函数的实现源码中，在进入 for 循环之前还有一个 if 判断：
if(!Ext.isIterable(array) || Ext.isPrimitive(array)){
array = [array];
}

从 isIterable 和 isPrimitive 两个函数的名称看，是在判断参数是否可以迭代，然后做一
些容错处理。再来品一品这两个函数的运行形式：
isIterable : function(v){
if(Ext.isArray(v) || v.callee){
return true;
}
if(/NodeList|HTMLCollection/.test(toString.call(v))){
return true;
}
return ((typeof v.nextNode != 'undefined' || v.item) &&
Ext.isNumber(v.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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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Primitive : function(v){
return Ext.isString(v) || Ext.isNumber(v) || Ext.isBoolean(v);
}

没有什么神奇的，只是再次确认一下所给的数组或者 NodeList 的类型而已。这个 if
判断中的亮点在于容错处理的编码技巧，请看加粗的代码部分：
if(!Ext.isIterable(array) || Ext.isPrimitive(array)){
array = [array];
}

如果 Ext 认为所给的数组并非可以迭代，那么它就重新生成了一个数组，然后原来的
那个参数就成了这个数组唯一的元素。这么处理一下就可以保证接下来的 for 循环不会抛
出异常。
3．flatten()
将嵌套的多维数组合并成一个一维数组。从 API 描述来看此函数也很强劲。
例 5.38
代码：
var arr=[[0,1,2],[3,4,5],[6,7,8]];
var result=Ext.flatten(arr);
alert(result);

运行效果如图 5-132 所示。

图 5-132

转换成一维数组

源码：
flatten : function(arr){
var worker = [];
function rFlatten(a) {
Ext.each(a, function(v) {
if(Ext.isArray(v)){
rFlatten(v);
}else{
worker.push(v);
}
});
return worker;
}
return rFlatten(arr);
}

一个简单的递归处理，内部配合上面的 each 函数进行遍历，实现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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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x()
获取数组中值最大的元素。
5．mean()
对数组中的元素求均值。
6．min()
获取数组中值最小的元素。
7．pluck()
从数组中的每个元素中提取属性的值。
例 5.39
代码：
var arr=[];
for(var i=0;i<10;i++){
arr.push({name:'大漠穷秋'+i});
}
var result=Ext.pluck(arr,'name');
var str=result.join('<br/>');
document.body.innerHTML=str;

运行效果如图 5-133 所示。
解析：
把数组中所有对象的 name 属性提取了出来，
形成了一个新数组。
8．sum()
数组元素求和，简单的数值相加。
9．toArray()

图 5-133

获取数组中所有对象的指定属性

将任何可迭代的对象转化成数组。
源码：
toArray : function(){
return isIE ?
function(a, i, j, res){
res = [];
for(var x = 0, len = a.length; x < len; x++) {
res.push(a[x]);
}
return res.slice(i || 0, j || res.length);
} :
function(a, i, j){
return Array.prototype.slice.call(a, i || 0, j || a.length);
}
}()

首先这是一个“自执行”函数，脚本加载时会根据浏览器类型为 toArray 设置不同的
函数实例。如果是 IE，则使用 for 循环的方式迭代对象的属性，把对象的属性都 push 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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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最后进行一次 slice 操作转换成实际的数组对象。否则，使用原生 Array 的 slice 方
法进行转化。注意 Array.prototype.slice.call 这一技巧性的调用。
需要注意的是，toArray 这个方法不能把字符串转换成数组，因为在 IE 中不支持"abc"[0]
这种操作（这一操作试图取出第一个字符“a”
）
。
10．unique()
为传递的数组创建一个过滤掉重复值的拷贝。简单说就是元素排重，是很重要的工具
函数。
例 5.40
代码：
var obj={name:'大漠穷秋'};
var arr=[obj,obj,obj,obj,obj];
alert(Ext.encode(Ext.unique(arr)));

运行效果如图 5-134 所示。

图 5-134

排除重复元素

解析：
在 arr 中插入了 5 个相同的对象引用，过滤完只剩一个。
源码：
unique : function(arr){
var ret = [],
collect = {};
Ext.each(arr, function(v) {
if(!collect[v]){
ret.push(v);
}
collect[v] = true;
});
return ret;
}

实现很简单，
技巧性比较强，
利用 JS 对象天生的 Hash 功能进行排重。
注意 if(!collect[v])
这句判断，由于访问 collect 的属性使用的是[]而非点操作符，因此可以完美地支持各种类
型的值（对象、字符串、数值）
。
例 5.41
代码：
var arr=['damoqiongqiu','damoqiongqiu','damoqiongqiu'];
alert(Ext.encode(Ext.unique(arr)));

运行效果如图 5-1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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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5

排除重复字符串

11．zip()
如图 5-136 所示为 zip 工具函数说明文档。

图 5-136

zip 工具函数说明文档

图 5-136 所示 API 截图中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问题，直接开始解析源码：
zip : function(){
var parts = Ext.partition(arguments, function( val ){ return !Ext.
isFunction(val); }),
arrs = parts[0],
fn = parts[1][0],
len = Ext.max(Ext.pluck(arrs, "length")),
ret = [];
for (var i = 0; i < len; i++) {
ret[i] = [];
if(fn){
ret[i] = fn.apply(fn, Ext.pluck(arrs, i));
}else{
for (var j = 0, aLen = arrs.length; j < aLen; j++){
ret[i].push( arrs[j][i] );
}
}
}
return ret;
}

实际上，zip 函数的参数构成一种矩阵式结构，按照每列从上到下进行字符串连接操
作，还可以在其中插入特定的字符。
说明：关于属性拷贝工具、扩展原生对象、命名空间定义工具前面已有介绍，这里不
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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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8 对象引用获取工具
1Byte=8bit，1K=1024B，1M=1024K，1G=1024M，对于当前的 Web 应用程序来说，
占用数十 MB 的内存是常有的事情。打开浏览器，载入做过的任意一个 Web 应用，查看一
下内存使用量，基本上都是在数十 MB 到一百多 MB 之间。在占用的这么多内存当中，
很大一部分是由 JavaScript 脚本贡献的。试想一下，在大规模的 JavaScript 应用中，会有
数以千万计的 JS 对象不断生生灭灭。这些 JS 对象有大有小，小的可能是几个字节，大
的会有数十 KB。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些 JS 对象进行强有力的管理，它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
命周期都要得到强有力的管理。尤其对于一个脚本框架来说，有效地管理这些大大小小的
JS 对象的生命周期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关系到整个应用程序的运行效率、资源（尤其是内
存）使用量等关键指标。
打个比方，应用程序运行时占用的那块内存区域就相当于一座监狱，这些大大小小的
JS 对象就是里面的囚犯。这些囚犯可不是什么好人，它们随时随地准备乘着管理松懈的当
口儿进行越狱。那么作为典狱长的你，将会采用哪些机制和手段，才能防止这一堆人上演
Prison Break？映入你脑海的手段必然有 ID 机制，每个囚犯必须有个编号。另外，还必须
有多种手段能够“查询”到每个囚犯，你可以在监控室里面用广播喊某个囚犯的编号，让他
报告状态。比如原生 JS 中的 document.getElementById()函数，喊到那个囚犯的 id，他就必
须出来！当然，这种办法比较老土，跟不上时代，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在每个囚犯的号子门
口装上门禁，囚犯进出号子必须用手指按一下，在公司门口的刷卡器也是同一个道理。这
种办法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全局管理器，所有人进入房间时都必须向它注册，离开时必须
注销。在 Ext 中，这种充当“全局管理器”的对象有好几个，它们一般都叫×××Manager，
或者简写成×××Mgr。比如：ComponentMgr 负责管理所有 Ext 自己定义的 UI 组件，
EventManager 进行一些通用的事件处理操作，Ext.state.Manager 则负责进行持久化状态管
理，诸如此类。
在 Ext 这个顶级对象中，充当全局查询工具的函数有以 get 开头的 5 个函数：get()、
getBody()、getCmp()、getDoc()、getDom()；还有一个运用了所谓“享元模式”的 fly()。在
这 6 个工具函数中，get()和 fly()是由 Ext.Element 定义的，在第 2 章第 3 节对它们有详尽
的分析。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其他 4 个“查询”工具函数的源码实现。
getBody : function(){
return Ext.get(DOC.body || DOC.documentElement);
}

里面的 DOC 就是 document，声明在 Ext.js 中靠前的部分。里面调用了 Ext.get，我们
知道这个 get 是由 Ext.Element 类定义的，这个类在底层 DOM 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层薄
封装。不妨再看一下 Ext.Element 里面 get 方法的核心源码：
var docEl;
El.get = function(el){
var ex, elm, id;
if(!el){ return null; }
if(typeof el ==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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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elm = document.getElementById(el))){
return null;
}
if(ex = El.cache[el]){
ex.dom = elm;
}else{
ex = El.cache[el] = new El(elm);
}
return ex;
}else if(el.tagName){
if(!(id = el.id)){
id = Ext.id(el);
}
if(ex = El.cache[id]){
ex.dom = el;
}else{
ex = El.cache[id] = new El(el);
}
return ex;
}else if(el instanceof El){
if(el != docEl){
el.dom = document.getElementById(el.id) || el.dom;
El.cache[el.id] = el;
}
return el;
}else if(el.isComposite){
return el;
}else if(Ext.isArray(el)){
return El.select(el);
}else if(el == document){
if(!docEl){
var f = function(){};
f.prototype = El.prototype;
docEl = new f();
docEl.dom = document;
}
return docEl;
}
return null;
};

由于这里传递给 get 方法的参数是 document.body，body 是 HTML 文档中最关键的标
签之一，对于 DOM 节点来说，肯定是有 tagName 属性的。因此，get 方法的第 2 个判断
分支条件成立。
else if(el.tagName){
if(!(id = el.id)){
id = Ext.id(el);
}
if(ex = El.cache[id]){
ex.dom = el;
}else{
ex = El.cache[id] = new El(el);
}
return ex;
}

可以看到，
返回值 ex 实际上是一个 Ext.Element 实例
（new El(el)里面的 El 是 Ext.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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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写）
，ex 结构是{id:'ext-gen-???',dom:document.body}，用一个名为 dom 的属性包装了
原来的 body 元素。
其实这么简单的一个包装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只是完成了一次对象类型的转换而
已。那么，Ext.getBody()为什么不直接 return document.body 了事，而是一定要大费周章地
调用 get 方法，返回一个 Ext.Element 元素呢？这显然不是心血来潮的随便实现，而是有深
刻的用意。
第 1 个原因是：Ext 的很多对象的注册、管理、动画效果都是基于包装后的 Ext.Element
实例进行，而并非直接去操纵 DOM 元素。如果直接 return document.body，那么做渲染动
画的时候还需要自己重新创建一个 Element 实例来包装 body 元素。比如 Ext.Window，在
show 的时候可以使用一种动画效果来进行显示。在第 13 章 Animation 中会具体分析 JS 动
画的源码实现。
第 2 个原因是：可以利用 get()和 fly()提供的缓存机制提升效率。再看一下上述代码，
对于 else if(el.tagName)这个分支，如果我们的代码第 2 次调用 Ext.getBody()，那么就不需
要再次创建新的 Element 实例，而是把缓存 El.cache 中的对象直接返回出来。这样，无论
代码执行多少次 Ext.getBody()，都不会造成内存浪费的现象。
再返回去好好体验一下，思考为什么 Ext.getBody()这个函数没有实现成想象中的那个
样子？
getCmp()：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函数，用来根据 id 获取 Ext 自己定义的那些 UI 组件，
比如 Panel、Window、GridPanel、FormPanel。尤其需要注意，它不能用来获取底层的 DOM
节点。什么时候使用 Ext.get 获取对象引用，什么时候使用 Ext.getCmp 获取组件引用，这
个问题是新手比较容易碰到的：
getCmp : function(id){
return Ext.ComponentMgr.get(id);
}

如图 5-137 所示为 ComponentMgr 的 get 函数源码片段。
这段代码没什么好说的，又是一个缓存机制，只不过这回没用原生的{}做缓存容器，而
是用上了稍微重量级的自定义组件 MixedCollection。我们知道，只要创建的 UI 组件带有自定
义的 id，那么通过这个 id，使用 Ext.getCmp()就能获取到组件的引用。请看如下代码：
例 5.42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win=new Ext.Window({
id:'myWin',
title:'测试 Ext.getCmp',
width:400,
height:300,
buttons:[{
text:'获取',
handler:function(){
alert(Ext.getCmp('myWin').tit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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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5-138 所示。

图 5-137

ComponentMgr 的 get 函数源码片段

图 5-138

Ext.getCmp

解析：
代码很简单，不过如果仔细想一下问题就来了。ComponentMgr 只不过是把对象引用
根据 id 存到了内部的缓存里面而已，既然可以通过 Ext.getCmp 获取到对象的引用，那么
肯定是 Ext 在什么地方把我们创建的对象注册到 ComponentMgr 里面去的，但是我们自己
的代码并没做这事。那么 myWin 这个组件的引用是什么时候被注册进去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这里不得不预先透露一下 Ext 整个 UI 组件的继承结构图了。由于
Ext 的 UI 组件数量非常多，继承结构也比较复杂，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只看与这里相关的
核心继承结构，如图 5-139 所示。
不看 Ext.Observable，后面我们会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事件工具接口。第 2 个类
Ext.Component 是所有 Ext 可视组件的基类，在这个类的构造函数中我们发现了如图 5-140
所示的代码。

图 5-139

从 Component 到 Window 的继承层次

图 5-140

在组件管理器中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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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 的 UI 组件一般构造顺序是：先构造父类，然后再构造子类。这和我们熟知的 Java
或者 C++构造对象的顺序是一致的。当 new Ext.Window 的时候，构造操作逐层向上“穿
透”
，直达 Ext.Component，于是组件就被注册到 ComponentMgr 中去了。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总是可以通过 Ext.getCmp 根据你的 id 获取组件引用管理吧？
Ext.getCmp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也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工具方法之一。
代码：
getDoc : function(){
return Ext.get(document);
}

有了以上对 Ext.getBody 解释，这里无须多言了吧？之所以使用 get 方法来进行获取，
道理和 Ext.getBody 完全一样。
代码：
getDom : function(el, strict){
if(!el || !DOC){
return null;
}
if (el.dom){
return el.dom;
} else {
if (Ext.isString(el)) {
var e = DOC.getElementById(el);
if (e && isIE && strict) {
if (el == e.getAttribute('id')) {
return e;
} else {
return null;
}
}
return e;
} else {
return el;
}
}
}

这个函数的亮点在第 2 个参数“strict”
，即所谓的“严格模式”
。这是对 IE 进行的处
理，比如如下的两个标签：
<div id='myDiv'></div>
<div name='myDiv'></div>

一个 id 是'myDiv'，一个 name 是'myDiv'，如果不使用“严格模式”
，name='myDiv'的
这个标签也有可能被返回。这显然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因此 Ext 在这里进行了一番细致
的处理。如果 strict==true，那么只有 id 为'myDiv'的元素才会被返回，name 为'myDiv'的元
素直接被忽视了。

本章总结
事件的本质是一个“信号”
。就像烽火台上的烽火，只要点燃，勇士们就要放下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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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挎刀上马。而对于机器的 CPU 来说，事件是一个“中断”
，某件事情发生之后，
CPU 会把手头的事情暂时放下，去干你指定的活。在转向其他工作之前，需要把手头正在
做的事情存起来，等处理完事件之后，再 return 回来继续做原来的事情。一般情况下，这
种操作对应一次“入栈”和“出栈”
。
本章从使用 Ext 的事件机制开始，然后通过一段摄人心魂的事件演化野史，我们知道
了大量的幕后故事。最终，我们登峰造极，洞穿了整个 Ext 事件系统的运行机制。对于 Ext
这个设计良好、使用便捷的框架，上手很容易。但是作为一个立志改变全世界的程序员，
仅仅停留在使用的层面上肯定无法满足我们强大的好奇心。在分析源码的过程中，我们除
了见识了大量犀利的写法之外，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窥见了大量优秀的设计理念和设
计模式。这些才是程序的灵魂！也应该是程序员的灵魂！
几乎所有大型系统都会有自己的事件机制，这些事件机制虽然细节上有所差别，但是
核心的理念极其相似。因此，本章对事件系统的分析可以为你研究其他系统提供相当多的
基础概念。基于如上的描述，在必要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设计一套自己的事件系统。
在对事件系统的分析中，本章所给出的解析，是目前为止对 Ext 事件机制最完美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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