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Ext 的数据和缓存架构
传说，有一门功夫位居少林七十二绝技之首，此技法名为 “数据结构和算法”。数百
年来，少林派为维护其武林至尊的地位，一直雪藏着这七十二门绝学，对于位居榜首的“数
据结构”绝技更是保护尤胜。莫说普罗大众，就算是少林弟子，不达到一定的段位也休想
窥探皮毛。凭借这种近乎病态的垄断，少林雄踞武林数百年。
虽然我心里深知“数据结构”这门绝学在武林中的地位，同时也深知自己对数据结构
知识所知甚少。不过幸运的是，这些年行走江湖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几个深谙此道的高
手，因此，也就没在数据结构的问题上遇到太多麻烦，直到遇到明睿电气的《电压合格率
管理系统》
。它让我见识了没有良好数据结构的支撑，一个系统的代码能烂到何种程度。
它同时也让我深切地意识到了“数据结构”的重要性。它绝对不是一门八股学问，而是一
门重要的“内功心法”
，将会在日后渗透到我们使出的每一招、每一式中去。它的能量是
如此强大，让我经常后悔当年没有给它足够多的重视。举例来说，我曾经见过某些系统因
为程序员不熟悉“树”而把程序写得一塌糊涂，我也曾经见过使用一个基本的“有向无环
图”算法把一个做“引用闭环检测”的代码精简了一半以上。
我相信很多人会有类似经历，甚至一碰到“数据结构”这 4 个字就会感觉心里发毛。
不过，一个好消息是，这里并不打算去纠缠那些枯燥的概念，比如数组、链表、二叉树、
图等，也不打算让读者去强行背诵这些数据结构之上常见的算法代码。因为 JavaScript 天
然的数据结构很简单，它是一种字典结构（Dictionary）
。在 Java（ActionScript 3 也有）中
直接定义了这个数据结构，如图 7-1 所示。

图 7-1

Java 中的 Dictionary

Dictionary 具有和 HashMap 相似的特性，属于 key-value 型。它的最大优势在于，既便
于用来编写程序，也便于使用人类自然的思维模式来理解。例如，可以把这样一个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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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给一个没有任何数据结构知识的人：{name:'大漠穷秋',age:26}。虽然他不一定知道这是
个 JS 对象，但是他肯定能凭借直觉读懂这一串字符的含义。个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
JavaScript 代码能保持巨大灵活性的终极奥义之一。
在 Dictionary 这个数据结构面前，人类的思维模式和机器的思维模式获得了难得的统
一。试想一下，未来的某一天，机器能够直接解析人类的语言，机器的思维模式能和人类
的思维模型完全统一，那么所有的编程语言都将成为浮云。
大师说过：程序的灵魂是数据结构+算法。只有好的数据结构，才能支撑起好的业务
逻辑、好的 UI 界面。不要仅仅被 Ext UI 界面的妖媚所迷惑，透过那一层层美丽的“画皮”，
你应该看到在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那一个个设计优良的数据结构。
那种源自思想的强大能量，是源自 Ext 灵魂的瑰丽光华。沿着这一束束光芒之柱，我
们从原生的简单数据结构拾级而上，直到亲手触摸到那闪闪发光的美丽水晶球为止。

7.1 JS 原生数据结构
7.1.1 数组技法大演练
只要是编程语言，都会提供数组这种数据结构，甚至在最原始的汇编语言中也有暗藏
的数组形式。按照人类最原始的想法，数组就是一块连续的内存区域，就像书架上连续的
格子，里面可以放任意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数组这种数据结构也比较符合人类自然的
思维习惯。这可能和人类喜欢把事物“码在一起”的行为习惯有关。
除此之外，人类还有一个比较自然的习惯，就是喜欢把相同或者相似的东西放在一起。
这样做更便于管理事物，更符合人类大脑记忆的某些规律。在程序编码的过程中，程序员
们一般也会保持这样的思维习惯，比如我们总是把相同类型的对象放在一个数组里面，而
不会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一股脑儿塞在一起。因为那样做会给访问数组的代码造成困
扰，尤其在 JavaScript 这样弱类型的语言中，当从数组中拿到一个对象却不知道它确切的
类型时，这样的对象几乎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垃圾数据。
数组这门兵刃看似粗笨，有人甚至一直在埋怨它不够犀利，好多期望的工具函数可能
根本就没有，而且没有事件机制的支撑，给广大 Coder 造成了诸多不愉快的编程体验。然
而所谓大巧若拙、大音希声，一旦领悟了它的精妙所在，将这些暗藏其中的绝妙技法发挥
出来，定能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从汇编语言里面最原始的 DATA 数据块，到 C 语言里面
的数组，再到 C++、Java 里面的面向对象形式的数组，以及架构在数组之上的 Map、Set
等数据结构，无不以最基本的数组操作为基础。数组就好比练功里面最基本的扎马步、出
拳、抬腿……
对于 JavaScript 来说，按照 ECMA262 标准，原生的 Array 对象应该包含一个 length
属性和 14 个方法。下面在表 7-1 中逐一列出，这些东西不必强记，在日复一日的使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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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你会深深记牢。
表 7-1
方

法

Array 原生方法列表
描

述

FF

IE

concat()

连接两个或更多的数组，并返回结果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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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String()

把数组转换为字符串，并返回结果

1

4

toLocaleString()

把数组转换为本地数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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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表 7-1 列出的这些实例方法外，还需要关注一下 Array 的构造方法。实际上 Array
的构造函数有 3 种形式：
第一种：new Array();
第二种：new Array(size);
第三种：new Array(element0, element1, ..., elementn);
关注一下第二种构造方式，可以传递一个 size 参数指定数组的长度。这个 size 的值是
有限制的，其范围为 0 到 2^32（2 的 32 次方，4294967295，可以简记为 43 亿）
。如果视
图构造一个超越此长度的数组，脚本将会抛出异常。在正常的应用中，当然没有人会去构
造一个这么大的数组，何况，在数组长度到达一定的量之后，其执行效率会下降到让人难
以接受的程度。
本节针对 join()、slice()、splice()、sort()这 4 个极其重要的函数做一下详细演练。在
Ext 中，这 4 个工具方法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对于这 4 个原生方法一定要练习到能闭着眼
睛写出代码的地步。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才能节约查找手册的时间，大幅提升编码速度。
我曾经看到过一篇网文，说在极端状况下，一个编程新手和一个老手之间的编码速度
会相差 10 倍以上。个人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花费在查手册和 Debug 上的时间存
在很大差距，或许这也是软件行业为什么总是比较欢迎“有经验的”程序员的原因。当然，
作为新手也不必气馁，没有人天生就是老手，只要你舍得花时间钻研，终有一日也会媳妇
熬成婆。

7.1.1.1 join
Ext 的源码中之所以会大量使用数组的 join()方法，原因是：有很多地方需要用数组的
join()方法替代字符串连接操作。在不同的浏览器中，对字符串连接的处理效率差别比较大。
对于 Web 编程而言，目前需要重点兼顾的浏览器有 FireFox、Chrome、IE、移动终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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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
在 IE 下使用字符串连接的效率不高，用数组 join()的方式更为高效。而在 FireFox 下
情况刚好相反，字符串连接效率更高。
比如：使用拼接字符串的方式生成临时函数体，就像这样：
var fn="function(){alert('Hi,baby!')}";

然后用一个 eval 来执行这个函数：eval(fn)。这种操作司空见惯，没什么新意可说。当
然这是个简单的示例，实际编码中的函数体会大很多，而且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条件拼接不
同的函数体。这时候，用数组来替代字符串连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样：
var arr=['var fn=function(){'];
if(条件 1){
arr.push('alert("Hi，大漠。")');
}else{
arr.push('alert("Hi，漠漠。")');
}
arr.push('}');
eval(arr.join(''));

另外一个常见的操作是：用字符串拼接 HTML 标签，就像这样：
var arr=[
'<div>',
'<p>在 IE 中使用数组 join()代替字符串连接更高效</p>',
'</div>'
];
document.body.innerHTML=arr.join('');

7.1.1.2 slice
slice()方法之所以会被大量使用，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函数中可以使用 arguments
关键字访问实参，这是一个类似数组的结构，因此会经常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操纵它：
Array.prototype.slice.call(arguments,0)

例 7.1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arr=[0,1,2,3,4];
arr=arr.slice(0,3);
alert(arr);
}

运行效果如图 7-2 所示。
解析：
arr.slice(0,3);从数组下标 1 开始，截取到下标 3 这个位置（一个左闭右开的区间
[0,3)）。
slice()还有一个尤其需要注意的特性，它不会修改原来的数组，而是在副本上操作。
比如例子中的 arr=arr.slice(0,3)，如果改成 arr.slice(0,3)，将会收获如图 7-3 所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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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就像没有进行任何操作一样，这是 JavaScript 新手容易犯的错误。

图 7-2

使用 slice()删除元素

图 7-3

slice()会制作副本，而不是在原来的数组上操作

7.1.1.3 splice
例 7.2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arr=[0,1,2,3,4];
arr.splice(1,1);
alert(arr);
}

运行效果如图 7-4 所示。
解析：
splice 用来从数组中删除元素，第 1 个参数是起始位
置下标，第 2 个参数是需要删除的个数。splice 和 slice 看
起来很相似，就差一个字母 p，但是这两者的特性完全不
同。splice 会对原数组进行修改，而不是在副本上操作，
图 7-4 使用 splice()删除元素
splice 是用来删除数组元素的良好工具，
而 slice 恰好相反。
稍进行包装就可以制作出删除元素的小刀：
Array.prototype.remove=function(index){
this.splice(index,1);
}

除了使用 splice 函数可以从数组中删除元素之外，还可以通过设置数组的 length 属性
达到删除元素的目的，这也是常见的代码技巧之一。
例 7.3
代码：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arr=[0,1,2,3,4];
arr.length=3;
alert(arr);
}

运行效果如图 7-5 所示。
解析：
只能删除最尾部的元素。

图 7-5

使用 length 属性删除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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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 sort
对于排序这种操作，重要性就不必强调了，来看一个对中文进行排序的例子。
例 7.4
代码：
var fn=function(a,b){
if(typeof(a)=="string"){
return a.localeCompare(b);
}
return a-b;
};
var arr=['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arr.sort(fn);
alert(arr);

运行效果如图 7-6 所示。
解析：
这 4 个词语的首字母排序后是 L、M、W、Z，符合预期，没有
问题。代码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对 Java 中的 compareTo(o1,o2)
还有印象，那么这个代码更加是小菜一碟。注意 localeCompare()

图 7-6

中文排序

这个函数的单词拼写，是 locale（语言环境）
，不是 local（当地，
本地）
。
代码的核心部分是 return a.localeCompare(b)。localeCompare 函数是 ECMA 标准中规
定用来做对象本地化比较的函数，但是 ECMA 并没有规定这个函数如何去实现。有一点
值得庆幸，FireFox 和 IE 都原生支持这个函数。记住这个排序的实现吧，因为在 Store 和
Tree 这些组件中，对中文进行排序是非常常见的需求。

7.1.1.5 Ext 扩展：indexOf、remove
在使用原生 Array 对象的过程中，我们最急需两个工具函数：
（1）从数组中查找元素的索引位置。
（2）从数组中删除一个元素，并把后续元素向前依次移动。
对于第 1 个需求，在 ECMA 标准的 JavaScript 中已经定义了这个函数，但是在 IE 中
没有提供，所以 Ext 进行了自己的扩展。在第 4 章中我们仔细研习过如何向原型中添加属
性和方法的技能，这里可以再次派上用场了。
对于第 2 个需求，可以借用原生的 splice 实现。
Ext 对这两个需求的扩展代码相当简单，请关注加粗的部分：
Ext.applyIf(Array.prototype, {
indexOf : function(o, from){
var len = this.length;
from = from || 0;
from += (from < 0) ? len : 0;
for (; from < len; ++from){
if(this[from] === o){
retur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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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1;
},
remove : function(o){
var index = this.indexOf(o);
if(index != -1){
this.splice(index, 1);
}
return this;
}
});

注意这里扩展使用的是 applyIf，这样，如果浏览器提供了原生的支持，就不会被 Ext
自定义的函数覆盖掉。在有原生支持的情况下当然还是首先选用原生函数。

7.1.2 JS 对象{}
在 Ext 扩展的 indexOf()方法中，使用简单的线性查找法在数组中搜索元素。而
remove()方法则利用了 indexOf()先把需要删除的元素位置找到，然后再调用原生的 splice()
删除元素。
众所周知，线性查找的效率比较低，其效率是 O(n)。也就是说，如果数组里面存储的
元素非常多，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查找肯定不给力。为了提升查找效率，最常用的办法是使
用 JS 对象模拟一个 HashMap。而由于 JavaScript 天然的 Hash 特性，模拟 HashMap 的操
作非常简单。

7.1.2.1 天然 Hash 特性
例 7.5
代码：
var mp={};
mp.p1={name:'大漠穷秋 1',age:'25'};
mp.p2={name:'大漠穷秋 2',age:'26'};
mp.arr=[{id:'obj1'},{id:'obj2'}];
alert(mp.p1.name+"---"+mp.p2.name);
alert(mp.arr);

运行效果如图 7-7 和图 7-8 所示。

图 7-7

key-value 结构

图 7-8

数组属性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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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 2 种写法可以更清楚地看出，
此时 mp 这个对象已经具备了 HashMap 的典型特征。
p1、p2、arr 是 key，而后面的对象和数组是 value。这样就可以方便地使用“.”操作符，
根据 key 获取 value。
中间的赋值过程还可以写成这样：
mp['p1']={name:'大漠穷秋 1',age:'25'};
mp['p2']={name:'大漠穷秋 2',age:'26'};
mp['arr']=[{id:'obj1'},{id:'obj2'}];

使用这种模拟 HashMap 的技巧可以大幅度提升查找对象的效率。在原始的线性查找
过程中，由于需要对元素进行逐个比较，因此数组中元素越多，所花费的时间就越长。而
对于 key-value 结构，直接使用“.”操作符获取对象即可，其效率接近 O(1)。与线性查找
相比，其效率有了质的飞跃。
在第 2 章分析 Ext.Element 的过程中，我们重点研究过 Element.get 和 Element.fly 这两个工
具函数，其核心思路也是使用 JS 对象的 Hash 特性构造一个缓存，从而可以大幅提升查找对
象的效率。在本章第 4 节分析 MixedCollection 的过程中，我们将会继续见识这一技法的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IE 直接支持“字典（Dictionary）
”结构，可以使用 ActiveXObject 来
创建一个“字典”对象：var dic=new ActiveXObject("Scripting.Dictionary")，其使用手感和
HashMap 也非常类似。由于这个结构是 IE 独有的，不能够跨浏览器，请读者自行测试。

7.1.2.2 伪数组
利用 JavaScript 对象的 Hash 特性，如果使用数值作为 key，还可以构建一种叫做“伪
数组”的数据结构。
例 7.6
代码：
var arr={};
var i=0;
for(;i<10;i++){
arr[i]="第"+i+"个元素";
}
arr.length=i+1;
alert(arr[5]);

运行效果如图 7-9 所示。
解析：
使用数值作为 key，
和使用字符串作为 key 并无本质不同。
“伪
数组”在 Ext 的源码中不多见，它的主要特点是可以带来编码上
的方便。比如上面的 arr 这个对象，既可以使用 arr[0]、arr[1]这样
去获取其中的元素，又可以使用 for...in 循环的方式来进行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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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获取第 5 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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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3 天然 JSON 结构
仔细观察以下这句代码：
var person={name:'大漠穷秋',age:'26',skills:[{name:'JavaScript',year:'4'}]}

聪明的你一定已经发现了 JS 对象的另一个特性：天然 JSON。从外观上看，这个 JS
对象和它对应的 JSON 字符串只差一个“或者”
，但是获得这个对应 JSON 字符串的道路却
不平坦。所谓望见青山，跑断马腿。JS 对象和 JSON 字符串之间的转换将会在接下来的第
2 节中详细分解。
正是由于 JS 对象具备天然 Hash 和天然 JSON 的特性，它给 JavaScript 的编码过程带
来了意想不到的灵活性。

7.2 JSON
关于 JSON 的缘起、定义及众多相关的概念和工具，没有谁能比 json.org 更权威了：
http://www.json.org。这里提供了各种语言下的 JSON 工具包，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欢迎有空拜访。
从应用分层的角度来看，JSON 和 XML 应该处于“传输层”。对于一般的 HTTP 请求
来说，浏览器根本不知道 JSON 为何物，对浏览器来说，不过是字符串而已。

7.2.1 使用 Ext.util.JSON
在使用 JSON 的过程中，核心问题只有两个：
（1）JSON 字符串JS 对象。
（2）JS 对象JSON 字符串。
为了对这两个功能提供有力的支撑，Ext 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类 Ext.util.JSON。
其中的 decode 方法负责完成以上的第 1 个功能，encode 方法负责完成以上的第 2 个功能。
请看用法示例。

7.2.1.1 encode/decode
例 7.7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jsonStr="{name:'大漠穷秋',age:26}";
var obj=Ext.util.JSON.decode(jsonStr);
alert(obj.name+"---"+obj.age);
});

运行效果如图 7-10 所示。
例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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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obj={name:'大漠穷秋',age:26,today:new Date()};
var str=Ext.util.JSON.encode(obj);
alert(str);
});

运行效果如图 7-11 所示。

图 7-10

使用 Ext.decode()将字符串转换成 JS 对象

图 7-11 使用 Ext.encode()把 JS 对象编码成字符串

解析：
为了调用方便，在根对象 Ext 上建立了这两个工具函数的快捷方式，可以直接使用
Ext.decode()、Ext.encode()进行调用。

7.2.1.2 对象深拷贝
例 7.9
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JSON 高级</title>
<!--导入 Ext，这里省略-->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ON-plugin.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onSenior.js"></script>
</head>
<body>
</body>
</html>
JSON-plugin.js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Ext.util.JSON.deepCpy=function(src){
return Ext.util.JSON.decode(Ext.util.JSON.encode(src));
}
});
JsonSenior.js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o={
id:65336,
name:'大漠',
age:26,
skills:[
{name:'Java',year:4},
{name:'C++',year:2},
{name:'JavaScript',yea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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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AS3',year:2}
]
}
var oc=Ext.util.JSON.deepCpy(o);
alert(Ext.encode(oc));
});

运行效果如图 7-12 所示。

图 7-12

使用 JSON 进行对象深拷贝

解析：
首先用 JSON.encode 把 JS 对象编码成 JSON 字符串，然后再使用 JSON.decode 解析回
来。比较有技巧的实现方式，轻松搞定对象“深拷贝”功能。是不是让你想起了 Java 里面
把一个对象先放到流中，然后再取回来，从而实现对象深拷贝的技巧呢？从广义上看，编
码成 JSON 字符串的过程也是一种序列化操作。
借助 Ext 的 JSON 工具进行对象深拷贝时需要注意，如果存在循环引用的情况，会造
成 Ext.encode 方法的死循环。比如这样：对象 A 有一个属性 B，然后 B 中又有一个属性 A，
此时就会造成无限循环，脚本会在 Ext.encode 方法中发生死循环。本节的后续部分将会针
对这种情况做出详细分析。

7.2.2 源码分析
7.2.2.1 JSON.decode
JSON.decode()源码实现：
doDecode = function(json){
return eval("(" + json + ')');
}

一句话搞定！
怎么样，是不是很出乎意料？我之前一直以为，要把一个字符串转换成 JS 对象是非
常困难的一件事。然而谁知道，只要用一对小括号包裹一下接受到的字符串，然后传递给
万能 eval 执行即可。

7.2.2.2 JSON.encode
代码：
doEncode = function(o){
if(!Ext.isDefined(o) || o === null){
return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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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Ext.isArray(o)){
return encodeArray(o);
}else if(Ext.isDate(o)){
return Ext.util.JSON.encodeDate(o);
}else if(Ext.isString(o)){
return encodeString(o);
}else if(typeof o == "number"){
return isFinite(o) ? String(o) : "null";
}else if(Ext.isBoolean(o)){
return String(o);
}else {
var a = ["{"], b, i, v;
for (i in o) {
if(!o.getElementsByTagName){
if(!useHasOwn || o.hasOwnProperty(i)) {
v = o[i];
switch (typeof v) {
case "undefined":
case "function":
case "unknown":
break;
default:
if(b){
a.push(',');
}
a.push(doEncode(i), ":",
v === null ? "null" : doEncode(v));
b = true;
}
}
}
}
a.push("}");
return a.join("");
}

我们已经知道，使用 for...in 循环，可以把对象的所有属性都枚举出来，然后用字符串
一连接，就大功告成。但是对于数组、日期，就没这么好摆布，因此，这里使用了几个内
部方法进行协作：encodeArray()、encodeDate()、encodeString()。
encodeArray 的思路很简单，把其中的每个对象都取出来，各个击破即可。值得看一
下的是 encodeData 方法：
this.encodeDate = function(o){
return '"' + o.getFullYear() + "-" +
pad(o.getMonth() + 1) + "-" +
pad(o.getDate()) + "T" +
pad(o.getHours()) + ":" +
pad(o.getMinutes()) + ":" +
pad(o.getSeconds()) + '"';
}

请注意加粗部分的亮点，运行结果如图 7-13 所示。

图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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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 Ext 有个 Ext.util.Format 类，可以用来做数据格式化，这里比较好的做法是
借用 Format 类来处理日期，而且能提供各种不同的字符串格式。另外，注意一下这个判
断 if(!o.getElementsByTagName)，这个判断很客气地把 DOM 节点排除在外。也就是说，
如果 Ext.JSON 发现你传递的对象是一个 DOM 节点，直接就忽视了。
有人感觉不爽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 DOM 节点不能编码？
答曰：非也！非也！非不能也，君子有所不为也！
DOM 节点有许多的属性、方法、事件（PME）
，这些属性有些是 DOM 标准所定义的，
有些则是各种浏览器自由发挥的。在这些乱七八糟的 PME 中，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并不
多。这些东西你到底要哪些？不要哪些？这真的不好办。读者可以用我们自制的 dump 工
具把一个 div 打出来看看。
另外，HTML 本身是一种 XML 结构，如果真的需要把标签转换成 JSON，其解析过
程还是相当麻烦的，完全可以直接存节点的 innerHTML 值，而无须绕一圈变成 JSON。

7.2.3 服务端 JSON 工具介绍
这部分属于后台 Server 端的相关问题，但是由于此处与前端脚本应用的相关性非常强，好
多的烦人问题都是由于 Server 端传回的 JSON 串格式不对引起的。总结起来，常见的状况有：
（1）对于不同的 JSON 工具包，布尔型、数值型数据有些格式化工具会加上引号，有
些不会加引号，这会导致前台的 JS 代码需要做出细致的处理。
（2）单引号或者是双引号的问题。
（3）后台强类型语言中的类之间存在循环引用、交叉引用，导致 JSON 工具包无法解
析而抛出异常。
常用的 JSON 工具有 Struts 2 的 JSON 工具包、json-lib 及来自 Google 的 GSON。就目
前的情况来说，json-lib 和 GSON 对各方面的处理都比较好，而 Struts 2 的 JSON 工具包存
在诸多问题，建议不要使用。GSON 对与大量对象、深层嵌套等情况的处理从性能上说具
有很大的优越性，另外，在.NET 下也有对应的 JSON 工具包。以下分别给出使用 json-lib
和 GSON 解析和生成 JSON 的示例。

7.2.3.1 json-lib
例 7.10 json-lib
代码：
package com.momo.json;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net.sf.json.JSONArray;
import net.sf.json.JSONObject;
import com.momo.bean.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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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JsonLib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JSONObject
User user=new User();
user.setUserName("漠漠");
user.setAge("26");
user.setEmail("damoqiongqiu@126.com");
user.setPassword("你猜");
JSONObject jsonObj=JSONObject.fromObject(user);
System.out.println(jsonObj);
//JSONArray
ArrayList<User> users=new ArrayList<User>();
for(int i=0;i<3;i++){
users.add(user);
}
JSONArray userArr=JSONArray.fromObject(users);
System.out.println(userArr.toString());
}
}

运行效果如图 7-14 和图 7-15 所示。

图 7-14

单个对象

图 7-15

数组

解析：
这是入门级的最简单例子了，对于 json-lib 来说，只要熟练使用 JSONObject 和
JSONArray 即可。这里使用它们的静态方法 formObject 创建对象，当然也可以直接创建出
它们的实例，然后一个一个地设置属性，此时它们表现得特别类似 HashMap。在实际开发
中，对象属性往往比较多，一个一个设置显然不是那么常用的。此时就可以使用 JsonConfig
类进行配置和映射了，具体的处理方式请自行研究 json-lib 的 API 文档。
对于后台 JSON 工具包来说，一个最重要的注意点是“交叉引用”或者“循环引用”的问题。
对本例的代码稍做修改，增加一个 Car 类，让它和 User 互相引用，如图 1-16 和图 7-17 所示。

图 7-16

User 持有 Car 的引用

运行结果如图 7-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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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持有 User 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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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

循环引用异常

不仅仅是两个类之间交叉引用存在这种问题，在多
个类的情况下，只要引用关系存在“闭环”就会引起
JSON 解析失败，如图 7-19 所示。
所谓“闭环”，就是从任意节点出发，存在一条路
径可以到达自己。无论在前台的 JS 代码，还是在后台
的 JSON 工具，都要小心处理这个问题。JS 代码中的这
个问题会因为无限迭代而引起浏览器异常。
图 7-19

多个类形成的闭环

7.2.3.2 DAO 直接生成 JSON 串
另外，在实际的开发中有一些简单的查询操作并不需要经过 Java 类的转化，而是希望
直接从数据查询之后就生成 JSON 字符串，请看实例。
例 7.11
Java 代码：
package com.momo.json;
import java.sql.ResultSet;
import java.sql.ResultSetMetaData;
import java.sql.SQLException;
import net.sf.json.JSONArray;
import net.sf.json.JSONObject;
import org.apache.commons.dbutils.QueryRunner;
import org.apache.commons.dbutils.ResultSetHandler;
import sun.jdbc.odbc.ee.DataSource;
public class BaseDao {
/**
* 获取多条记录，以 JSONArray 形式返回
* @param sql
* @param params
* @return JSONArray 格式的多条记录
*/
public static JSONArray getList(String sql, Object... params) {
final JSONArray jsonArr = new JSONArray();
try {
//这里是你的应用获取 DataSource 的通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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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ource ds=null;
QueryRunner runner = new QueryRunner(ds);
runner.query(sql.toString(), new ResultSetHandler<Object>() {
public Object handle(ResultSet rs) throws SQLException {
ResultSetMetaData metaData = rs.getMetaData();
int cols = metaData.getColumnCount();
while (rs.next()) {
JSONObject jsonObj = new JSONObject();
for (int i = 1; i <= cols; i++) {
String colName = metaData.getColumnLabel(i);
String value = rs.getString(colName);
if (value != null && value.length() != 0) {
//列名全部转换成小写，便于前台代码统一处理
jsonObj.put(colName.toLowerCase(), value);
}
}
jsonArr.add(jsonObj);
}
return jsonArr;
}
}, params);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e);
}
return jsonArr;
}
/**
* 获取单条记录，以单个 JSONObject 形式返回
* @param sql
* @param params
* @return JSONObject 格式的单条记录
*/
public static JSONObject getSingle(String sql, Object... params) {
JSONArray result = getList(sql, params);
if (result == null || result.size() == 0) {
return null;
}
return result.getJSONObject(0);
}
}

解析：
注意，这里的 BaseDAO 没有使用任何 ORM 工具，仅仅使用来自 Apache 的 DBUtil，
这是对 JDBC 的一层薄封装。关于 DBUtil 的更多资料参见 http://commons.apache.org/
dbutils/。QueryRunner 是 DBUtil 执行 SQL 的工具，它需要一个 DataSource 作为构造参数。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中，一般都会有统一管理 Connection 和 DataSource 的机制，请读者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获取 DataSource 并设置给 QueryRunner 的构造函数。
由于数据库之间对列名的处理可能存在大小写差异，为了让最终出来的 JSON 字符串
保持大小写一致，这里对数据表的列名统一做小写处理，参见加粗的代码。

7.2.3.3 Gson
例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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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package com.momo.json;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com.google.gson.Gson;
import com.momo.bean.User;
public class GsonExampl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Gson gson = new Gson();
//单个对象
User user=new User();
user.setUserName("漠漠");
user.setAge("26");
user.setEmail("damoqiongqiu@126.com");
user.setPassword("你猜");
System.out.println(gson.toJson(user));
//对象数组
ArrayList<User> users=new ArrayList<User>();
for(int i=0;i<3;i++){
users.add(user);
}
System.out.println(gson.toJson(users));
}
}

运行效果如图 7-20 和图 7-21 所示。

图 7-20

单个对象

图 7-21

对象数组

解析：
GSON 是基于 json-lib 的封装，Gson 的调用方式要比 json-lib 方便一些。另外，GSON
在处理大数据量的 JSON 对象和深层的对象嵌套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这里也存在循
环引用的问题，如图 7-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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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GSON 的循环引用异常

对于循环引用问题，GSON 提供了一个处理机制，只要在交叉引用中的任意一方加上
transient 关键字即可。这一概念从 Java 的序列化引申而来，生成 JSON 字符串从本质上说
也是一种序列化过程。比如我们在 User 类中做如图 7-23 所示的处理。
此时，GSON 在进行 JSON 解析时就不会处理 car 这个属性。关于 GSON 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http://code.google.com/p/google-gson/。

图 7-23

7.3

用 transient 关键字排除不需要序列化的属性

XML

在 IE 中可以利用 ActiveXObject 来处理 XML，但是这种办法无法跨浏览器。
在 FireFox
及其他遵守 Web 标准的浏览器中使用 XML 比较麻烦。但是有一种变通的方法，
让 JavaScript
可以处理来自服务端的 XML 响应。它的关键之处在于利用 XHR 在浏览器中自动创建
XMLDocument 对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后台把响应头设置为"text/xml"。

7.3.1 用 JS 解析 XML
如上所述，使用 JavaScript 解析 XML 数据不是特别方便，但是，运用一些技巧还是
可以做到的。为了彻底理解这一过程，我们自己封装了一个解析工具叫做 XmlParser。先
看两个例子，学会如何使用这杆土枪，然后再来仔细分析实现代码。
注意，这一部分涉及的内容非常生僻，尤其对浏览器兼容性的处理非常多。如果目前
并不想知道如何使用 JavaScript 解析 XML 字符串，请自动跳过这一部分。

7.3.1.1 直接使用 XmlDocument 加载 XML 文件
例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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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function writeln(jsonObj){
var div="<div style='width:600;height:300'>"
div+=Ext.encode(jsonObj);
div+="</div>";
document.body.innerHTML=div;
}
var parser=XmlParser;
/**
* parser 自己直接读取.xml 文件
* 有缓存的问题
*/
parser.loadXml("test.xml",function(xmlDoc){
var jsonObj=parser.parse(xmlDoc);
writeln(jsonObj);
});
})

运行效果如图 7-24 所示。

图 7-24 XML 结构

解析：
这是用 XmlDocument 对象自己加载 XML 文件，
利用了 XMLDocument 对象原生的 load
方法。值得注意的是，XMLDocument 在每种浏览器中的实现都非常不同，这里的代码只
支持 IE、FireFox、Opera，在 Chrome 和 Safari 下不能运行。

7.3.1.2 使用 Ajax 加载 XML 数据
例 7.14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function writeln(jsonObj){
var div="<div style='width:600;height:300'>"
div+=Ext.encode(jsonObj);
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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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body.innerHTML=div;
}
var parser=XmlParser;
Ext.Ajax.request({
url: XmlData.jsp',
success:function(response,options){
var jsonObj=parser.parseResponse(response);
writeln(jsonObj);
},
failure:function(){
alert("加载失败");
}
});
})

XmlData.jsp 内容：
<%@page language="java" import="java.util.*" pageEncoding="utf-8"%>
<%
StringBuffer xml=new StringBuffer();
xml.append("<?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xml.append("<dataset>");
xml.append("<results>2</results>");
xml.append("<row>");
xml.append("<id>1</id>");
xml.append("<name>大漠穷秋</name>");
xml.append("<age>26</age>");
xml.append("</row>");
xml.append("<row>");
xml.append("<id>2</id>");
xml.append("<name>大漠穷秋</name>");
xml.append("<age>26</age>");
xml.append("</row>");
xml.append("</dataset>");
String result=xml.toString().trim();
System.out.println(result);
response.setContentType("text/xml");
out.clear();
out.print(result);
%>

运行效果如图 7-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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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解析成 JS 对象

解析：
在后台的 JSP 的实现中，最重要的是 response.setContentType("text/xml")，必须设置
这个响应头，否则前台的脚本就无法通过 response.responseXML 取得 XML 数据。
response.responseXML 是一个 XMLDocument 对象，这个对象是浏览器收到 XML 响应后自
动创建出来的。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注意点，在 FireFox 下，XML 头部：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这句话之前不能出现任何回车和换行符，否则 FireFox 会无法解析获取到的 XML 数
据，如图 7-26 所示。

图 7-26

FireFox 解析 XML 出错

这种错误是非常让人恼火的，因为后台的代码没有任何错误，另外那些可能导致异常
的符号都不可见，基本上很难发现出错的原因所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输出流 out 中
可能已经存在某些字符。解决此问题有两个最简单的办法：
（1）不输出 XML 头，直接输出 XML 内容，如图 7-27 所示。

图 7-27

不含 XML 头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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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调用 out.println 之前调用一次 out.clear()，把流中的所有东西都清除掉。示例中
使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推荐使用这种 Ajax 请求的方式加载 XML 数据，而不是直接使用 XmlDocument 对象。
Ext 的 Ajax 封装比较结实，经过全球大量开发者日复一日的使用和测试，其稳定性和容错
处理都是非常优秀的。

7.3.1.3 自制 XML 解析器源码分析
首先，我们确定一下需求：
（1）我们希望它能把 XML 字符串解析成 JSON 对象。
（2）至少能兼容 FireFox 和 IE。
（3）这个工具类最好是单例的。
代码：
/**
* 把 XML 解析成 JSON 对象
* 既可以直接解析字符串拼接成的 XML
* 也可以解析通过 Ajax 请求获得的 XML 文件对象
* 主要兼容：IE、FireFox、Opera，其他浏览器中不能运行
* @author 大漠穷秋
* @since 2010-12-24
* @ver 1.0
*/
XmlParser=(function(){
function createXmlDocument(){
var doc=null;
if(Ext.isIE){
var docIDs = [
"Msxml2.DOMDocument.6.0",
"Msxml2.DOMDocument.5.0",
"Msxml2.DOMDocument.4.0",
"Msxml2.DOMDocument.3.0",
"MSXML2.DOMDocument",
"MSXML.DOMDocument"
];
for(var i=0;i<docIDs.length;i++){
//尝试为 IE 创建 XMLDocument 对象
try{
doc=new ActiveXObject(docIDs[i]);
return doc
}catch(e){}
}
throw new Error("无法为你的浏览器创建 XMLDocument 对象。");
}else{//FireFox,Opera,Safari,Chrome
doc = document.implementation.createDocument ("","",null);
}
return doc;
};
this.stack=[];
function _preParse(xmlNode){
if(xmlNode.child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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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var i=0;i<xmlNode.childNodes.length;i++){
var node=xmlNode.childNodes[i];
var nodeType=node.nodeType;
if(nodeType==1){
//复合节点
var obj={};
obj.name=node.tagName;
obj.children=[];
stack.push(obj);
_preParse(node);
if(nodeType==1){
var top=stack.pop();
if(stack.length==0){
return top;
}
var top2=stack[stack.length-1];
top2.children.push(top);
}
}else if(nodeType==3){ //文本节点
//过滤掉空行、回车、制表符
var text=null;
if(Ext.isIE){
text=node.text;
}else{
text=node.textContent;
}
var result=text.replace(/(\r|\n|\t|\s)/g, '');
if(result){
var top=stack[stack.length-1];
delete top.children;
top.value=result;
}
}
}
}
}
this.xmlDoc=createXmlDocument();
function xmlToJSON(xmlNode){
stack=[];
var result=_preParse(xmlNode);
return result;
};
return {
/**
* 解析 xmlObj 并返回 JSON 对象
*/
parse:function(xmlObj){
if(!xmlObj){
return null;
}
/**
* 直接解析字符串拼接成的 XML
* 尚未实现
*/
if(Ext.type(xmlObj)=='string'){
throw new Error("直接解析字符串的功能尚未实现。");
return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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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xmlToJSON(xmlObj);
},
/**
* 解析 Ajax 加载的 XML 文件
*/
parseResponse:function(response){
if(!response||!response.responseXML){
throw new Error("无法读取响应数据，response 为 null 或没有 xml
数据。");
return null;
}
return this.parse(response.responseXML);
},
/**
* 直接加载远程 XML 文件
* 貌似有缓存问题
*/
loadXml:function(filePath,fn){
if(Ext.isIE){
xmlDoc.onreadystatechange=function(){
if(xmlDoc.readyState==4){//XML 文档已经加载完毕
fn(xmlDoc);
}
}
}else{
xmlDoc.onload=fn.createCallback(xmlDoc);
}
xmlDoc.load(filePath);
},
/**
* 获取当前正在解析的 XMLDocument 对象
*/
getDocObj:function(){
return xmlDoc;
}
}
})();

源码解析：
约定一些解析规则：
（1）XML 的标签名变成对象的 name 属性。
比如：
<name>大漠穷秋 1</name>

会被解析成：
{name:'name',value:'大漠穷秋 1'}

（2）如果标签存在子节点，将自动创建一个 children 属性，用来存储子对象。
比如：
<skill>
<name>Java</name>
<year>4</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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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

会被解析成：
{name:'skill',children:[
{name:'name',value:'Java'},
{name:'year',value:'4'}
]}

在 XmlParser 中，核心工具函数是 createXmlDocument()、_preParse()这两个。
createXmlDocument 看起来比较烦琐，其实没有技术含量，主要完成根据不同浏览器
创建出 XmlDocument 对象的任务。与 Ajax 中的 XmlHttpRequest 对象类似，XmlDocument
这个对象依赖于具体浏览器的实现。在不同的浏览器中，创建 XmlDocument 的方式不同，
并且最终暴露出来的属性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
作为 Ext 的超级粉丝，我们见识了大量的 JS 技巧和框架设计思想，想象一下，你也是
Ext 框架开发团队中的一员，你会如何去设计这个解析工具？秉承 Ext 一贯的思路和手法，
必须先把浏览器的差异屏蔽掉，然后对上层调用代码暴露一组通用的编程接口，这就是
createXmlDocument 这个函数存在的理由。
XML 是一种“树形”的结构，它拥有唯一的根节点，然后标签可以层层嵌套。只要
注意标签的配对、关闭及不能出现特殊的符号等，其他并没有特别的限制。那么在解析过
程中必然会涉及树节点的遍历问题，这里使用的解析方法是：前序遍历、栈存储节点、递
归 3 个手段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一个手法是使用一个数组做栈，在递归的过程用来存储访问
过的节点。当发现某个节点还有子节点的时候，就把这个节点做成这样一个对象入栈：
{name:'节点标签名',value:'',children[]}，然后继续访问它的第一个孩子节点。当发现某个节
点已经是简单节点（没有子节点）
，则把它“做成”JSON 对象，然后弹出栈顶元素，把简
单节点对应的 JSON 对象插入弹出元素的 children 数组中去。
核心的思路如上所述，如图 7-28 所示，但是纯文字描述必然比较抽象，请读者自行使
用 Firebug 跟踪以上过程。

图 7-28

递归解析 XML 的核心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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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Ext 使用 XML 数据
从如上的解析器实现看，在 JavaScript 应用中使用 XML 数据并不是非常方便，而且
解析的过程相对比较复杂。为了屏蔽这些麻烦的解析过程，Ext 设计了一个 XmlStore 用来
加 载 XML 数 据 。 XmlStore 从 服 务 端 加 载 XML 数 据 ， 然 后 使 用 解 析 工 具 类
Ext.data.XmlReader 将数据解析成 Record 对象。
这里的例子就用 API 文档中出现的代码，稍微改动一下 XML 数据。看完这个例子之
后再来分析 XmlReader 的源码实现。当然，我们有了以上亲手解析 XML 的经验，阅读
XmlReader 解析函数的源码是相当容易的！

7.3.2.1 使用 Ext.data.XmlStore
例 7.15
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使用 Ext.XmlStore 加载 XML 数据</title>
<!--导入 Ext，这里省略-->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XmlStore.js"></script>
</head>
<body>
</body>
</html>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store = new Ext.data.XmlStore({
autoDestroy: true,
storeId: 'myStore',
url: 'sheldon.xml',
record: 'Item',
idPath: 'ASIN',
autoLoad:true,
totalRecords: '@TotalResults',
fields: [
{name: 'Author', mapping: 'ItemAttributes > Author'},
'Title', 'Manufacturer', 'ProductGroup'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使用 XmlStore 加载 xml 数据',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
xtype:'grid',
store:store,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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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false,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Author'},
{header:'标题',dataIndex:'Title'},
{header:'出版社',dataIndex:'Manufacturer'},
{header:'产品组',dataIndex:'ProductGroup'}
]
}]
});
win.show();
});
sheldom.xml 数据：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ItemSearchResponse
xmlns="http://webservices.amazon.com/AWSECommerceService/2009-05-15">
<Items>
<Request>
<IsValid>True</IsValid>
<ItemSearchRequest>
<Author>大漠穷秋</Author>
<SearchIndex>Books</SearchIndex>
</ItemSearchRequest>
</Request>
<TotalResults>203</TotalResults>
<TotalPages>21</TotalPages>
<Item>
<ASIN>0446355453</ASIN>
<DetailPageURL>http://www.amazon.com/</DetailPageURL>
<ItemAttributes>
<Author>大漠穷秋</Author>
<Manufacturer>电子工业出版社</Manufacturer>
<ProductGroup>脚本丛书</ProductGroup>
<Title>《Ext 江湖》</Title>
</ItemAttributes>
</Item>
</Items>
</ItemSearchResponse>

运行效果如图 7-29 所示。
解析：
注意，这里直接使用 XmlStore 加载数据，隐藏
了 XmlReader 这个幕后功臣的解析过程。

7.3.2.2 Ext.data.XmlStore 的解析方式
从总体上说，Ext 的解析方式和我们自己的实现完 图 7-29 使用 XmlStore 解析 XML 数据
全不同。我们使用树结构遍历进行了“完美解析”
，把
XML 数据解析成了完美的
“树形 JSON 结构”
。
而 Ext 采用了比较取巧的方式，
在 XmlReader
中使用了 DomQuery 辅助解析。使用这种方式无须递归解析出每一个 XML 节点，而是使
用正则表达式直接定位到所需要的 XML 节点上，然后从中获取所需要的属性值。
对于 Ext 的 Store 系组件来说，它内部存储的是一条条的数据记录 Record，而 Stor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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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被用在 GridPanel 这样的表格组件中，GridPanel 的 UI 界面并不需要显示“树”，它是简
单的一条数据。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XmlReader 并不需要把每一层次上的节点都解析出
来。借用了 DomQuery 来进行解析，所以这里可以使用 DomQuery 所提供出来的丰富的“选
择器”
。如图 7-30 和图 7-31 所示分别为 XmlStore 实现源码和 XML 数据内容。

图 7-30 XmlStore 实现源码

图 7-31 XML 数据内容

这样，对于这么复杂的一个 XML 数据，就没有必要像我们曾经使用的方式进行全部
解析，而是使用 DomQuery 直接从其中“提取”出需要的数据即可。对于界面上不关心的
数据忽视掉即可。有了这些总体上的把握，阅读 XmlReader 的源码就成了“纯体力活”
，
这种“体力活”当然要由读者自己去完成修行。为了让爱专研的你能更顺畅地理解
XmlReader 的源码，这里给出最关键点的提示：
（1）在哪里创建 XmlDocument 对象？
通过前面亲手解析 XML 数据的过程我们知道，整个处理流程中最关键的节点是借助
Ajax 的响应让浏览器自动为我们创建 XmlDocument 这个对象，那么在 XmlReader 中是在
何处创建这个对象的呢？如图 7-32 所示。
XmlStore 在使用 Ajax 加载数据成功之后，会把响应对象 response 传递给这里的
readResponse 函数进行解析，这里的 doc 就是我们最终所需要的 XmlDocument 对象。这个
创建过程完全借助浏览器悄悄进行，很有隐蔽性啊！
（2）XmlReader 实际上是调用哪个方法进行解析的呢？
如图 7-33 所示为使用 extractValues 方法提取数据。

图 7-32

读取响应的工具函数

图 7-33

使用 extractValues 方法提取数据

请注意这里的“回调”设计，XmlReader 的 extractValues 方法是通过超类 DataReader
的 extractData 方法回调的，如图 7-34 所示。

304

第 7 章 Ext 的数据和缓存架构
从以上的源码截图你也会发现，这种实现并不优雅。此外，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方法
就是 XmlReader 的 readRecords，这里进行了最终的解析工作，如图 7-35 所示。

图 7-34

DataReader 中的 extractData 方法

图 7-35

实际完成解析过程的 readRecords 函数

7.3.3 JSON VS XML
很多时候，选择传输层的数据格式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综合考虑后台和前
台编码的便利性。
（1）不同应用之间的数据传输。如果你的系统很大，分成多个子模块或者多个 Tomcat
集群部署。那么如何在这些子模块之间传输数据就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不规定
好传输的数据格式，这些子模块之间的“接口”会变得五花八门。
（2）要考虑解析工具包。无论是 XML 还是 JSON，基本上都需要使用第三方的解析工具
包。很少有公司会去开发自己的解析工具包，一是没必要重复发明轮子；二是很少能做好。
（3）从纯浏览器的角度来比较一下 JSON 和 XML 各自的优缺点。
在 JavaScript 中使用 JSON 具有天然的优势，
使用 JS 创建一个 JSON 对象是何其简单！
另外，ECMA262——5th Edition/December 2009 中已经补充了 JSON 规范，也就是说，JSON
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以上这些都是 JSON 的优势，然而稍显欠缺的是后台对 JSON 的
处理。后台总是需要用到一些协助处理 JSON 的包，某些包对特殊情况的处理不是很合理，
比如特殊字符、多重嵌套、循环引用„„经常导致 JSON 字符串格式不正确。而且 JSON
字符串一般都比较长，一旦格式不对，修改的过程相当痛苦。
XML 突出的优点是，几乎所有编程语言都支持，具有极强的交互性、一致性。比较
致命的一点是，废标签太多，简单的几条数据，嵌入的"<>"标签可能比有效的数据还多，
在非常看重流量或者传输速度的应用中，
有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瓶颈。
另外，由于 JavaScript
并没有对 XML 提供原生支持，
无论是把 XML 转换成 JS 对象，还是把 JS 对象转换成 XML，
都不是特别方便。
更不爽的是对 XML 节点属性的解析。Ext 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个 XmlReader
类，配合上强劲的节点搜索工具 DomQuery，因此在 Ext 应用中使用 XML 作为传输层的数
据格式还算不错。
基于如上分析和考虑，在 JavaScript 应用中还是优先考虑用 JSON 为好，尤其对于使
用 Java 作为后台开发语言的应用，强烈建议使用 JSON 作为传输层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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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MixedCollection
7.4.1 概述
与 Ext.util.MiexedCollection 相比，前 3 节的数据结构都太简单了。
如果你是 Java 程序员，你一定对大名鼎鼎的“集合框架”
（Collection Framework）耳
熟能详：List、Set、Queue、Vector„„，配合上 Map 系的强大工具 HashMap、HashTable，
让你在不必精通底层数据结构的情况下就能把程序写得风生水起。
作为“脚本系”语言的典型，JavaScript 并没有支持以上这些数据结构，它很大牌地
扔出两个括号：[]和{}，一个中括号、一个大括号。
如果你碰巧是一个 JS 初学者，肯定一下子就懵了：这路数太抽象了！不是所有人都
是“武学奇才”
，这套“如来神掌”也不是那么好练。但是，所谓大道至简，那些看似极
其简单的东西内部往往蕴藏着特别巨大的能量。比如这两个不起眼的括号，正是因为它们
的存在，给 JavaScript 的编码带来了巨大的灵活性。它们没有提供太多、太复杂的内置功
能，为开发者留下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于是各路大师各显神通，把这两个括号玩出了一波
又一波的花样。
Ext 作为江湖新秀，想要出人头地自然不能落后。在那一届武林盛会上，它没有太多
废话，默默地甩出一招：Ext.util.MixedCollection。
就是这看似简单的一招，让前来挑战的对手毫无还手之力，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硬邦
邦地倒地认输。
作为 Ext 的得意之作，Ext.util.MixedCollection 这个工具类完整体现了整个 Ext 框架的
核心设计思想和风格。所谓“mixed”
，乃混合、混杂之意也；
“collection”者，
“集合”也。
二者合译为“混合型集合”
，虽然有点拗口，但是听起来还算有点文化。作为数据集合，
显然必须支持“增、删、改、查、排序、过滤”这些基本的数据操作，这些是作为一个“集
合”的本职工作。Ext.util.MixedCollection 为这些操作提供了强大而精巧的封装，这些工具
函数融合了强大的事件机制，让其他数据结构可以顺利地以此为基础向前推进。
秉承《Ext 江湖》一贯的行事作风，对于 MixedCollection 中非常基础的操作，我们不
去关注，侧重关注 MixedCollection 中的特色“招法”
，在分解这些“杀招”的过程中，把
对基础操作的分析融合进去。MixedCollection 第一个大特色就是：它既具有数组的特性，
又具有 HashMap 的优点。
第 1 种出招方式是，像传统的 Array 那样去使用 MixedCollection，你丝毫不会感觉有
什么异样。但是这种用法相当于把一个生猛的 Intel 奔腾处理器当做原始的 8086 运行，显
然无法发挥出它的优势，属于大材小用。
第 2 种出招方式是，
把 MixedCollection 当做 HashMap 进行操作。
作为资深的 JavaScript
程序员和立志改变全世界的程序员，我们的大脑里天生就具备 key-value 的思维模式。因
此，把 MixedCollection 当做 HashMap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理解和使用这些招式的过程中，我们还将见识更多深度内容：事件支持、迭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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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有句经典的话：如果你手上有把锤子，你就会把问题看做钉子。MixedCollection 是一
把屠龙刀，可以拿它切菜，也可以砍人。刀是一样的，使刀的人不同，看待刀的视角不同，
最终发挥出来的威力自然不同。想象一下你就是这样一位大侠：既能用手中的屠龙刀切菜，
又能用它冲锋杀敌、横扫千军，这将是何等销魂的气魄！

7.4.2 玩转 MixedCollection
7.4.2.1 当做数组使用
例 7.16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All([
{content:'人之初'},
{content:'性本善'},
{content:'性相近'},
{content:'习相远'}
]);
var tpl=new Ext.XTemplate('<tpl for="."><span>{content}</span>
<br/></tpl>')
tpl.append(Ext.getBody(),cs.getRange());
});

运行效果如图 7-36 所示。
解析：
直接用 addAll()插入了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是 4 个 JS 对象字。
需要注意，
由于 XTemplate
的 append()方法只能接受原生的 Array 作为参数，为了能用 XTemplate 把数据输出，我们
用了 cs.getRange()方法获取 MixedCollection 里面的所有元素。getRange()这个函数的返回
值是一个原生数组，请看如图 7-37 所示的截图。

图 7-36 MixedCollection 当做数组使用

图 7-37

MixedCollection 的 getRange 方法

这些方法都比较简单，实际编码过程中依赖的就是对 API 的熟悉程度。如果你熟悉
API，在编码过程中就可以一气呵成而不必翻来翻去。所以，还是平常多编码，多翻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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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别无他途。
属于这个系列的方法还有 addAll()、insert()、itemAt()、remove()，不用看 API 也能猜
中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如果你自己封装 JS 框架，肯定也是这么做，不是吗？

7.4.2.2 当做 HashMap 使用
例 7.17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1,{content:'人之初'});
cs.add(2,{content:'性本善'});
cs.add(3,{content:'性相近'});
cs.add(4,{content:'习相远'});
var tpl=new Ext.XTemplate('键:<br><tpl for="."><span>{.}</span><br/>
</tpl>')
tpl.append(Ext.getBody(),cs.keys);
tpl=new Ext.XTemplate('值:<br><tpl for="."><span>{content}</span>
<br/></tpl>')
tpl.append(Ext.getBody(),cs.getRange());
});

运行效果如图 7-38 所示。
解析：
要是把 add(key,value)改成 put(key,value)是不是会更好？你
所有关于 HashMap 的知识可以自动对接到这里来。不过需要友
情提醒的是，毕竟是模拟 HashMap，很多的特性和 Java 中的
HashMap 还是不同的。
图 7-38

7.4.2.3 迭代

MixedCollection 当
做 HashMap 使用

对于一个集合来说，迭代操作乃是必备工具。无论是何种语言、何种框架，都必须很
好地支持集合上的迭代操作。在高级语言中有所谓的“迭代器”，比如 Java 中的 Iterator，
使用它可以对复杂的数据结构进行迭代操作。对于 MixedCollction， Ext 提供了两个工具
函数：each 和 eachKey，如图 7-39 和图 7-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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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9

MixedCollection 迭代每个元素

图 7-40

MixedCollection 迭代每个 key

根据函数名字不难猜测，这两个函数可以分别用来对集合中的 value 和 key 进行迭代。
需要提醒的是，这两个工具函数是实现其他功能的基础。比如后续查找和过滤相关的工具
函数都是建立在这两个工具函数的基础之上的。
例 7.18 each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for(var i=0;i<1000;i++){
cs.add(i);
}
var counter=0;
cs.each(function(item,index,length){
counter++;
if(item==500){
return false;
}
});
alert("计数器>"+counter);
});

运行效果如图 7-41 所示。

图 7-41

MixedCollection 的 each 方法

解析：
each 函数中值得品一品的东西是第一个参数 fn，用好这个 fn 能很好地提升代码的执
行效率。比如上面的例子，cs 中有 1000 个对象。当我们找到了“等于 500”的 item 时，
及时地让 fn 返回了一个 false，终止了迭代过程。因此 fn 这个函数实际上被执行了 500 次。
在对集合的迭代操作中，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及时返回”。当我们已经找到了想要的对
象时，后面的操作都已经没有意义。如果 cs 中有 1 万个对象，在进行到 1000 次时已经找

309

Ext 江湖
到了需要的项目，那么后面的 9000 次调用和比较都是无效的，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例 7.19 eachKey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for(var i=0;i<1000;i++){
cs.add(i,"第"+i+"个项目");
}
var counter=0;
cs.eachKey(function(key,item){
counter++;
if(item==500){
return false;
}
});
alert("计数器>"+counter);
});

运行效果如图 7-42 所示。

图 7-42

MixedCollection 的 eachKey 方法

解析：
我 们 知 道 MixedCollection 不 止 有 一 种 用 法 ， 例 7.18 中 的 each 函 数 体 现 的 是
MixedCollection 的数组特性，而这个例子主要秀出了它 HashMap 的一面。
eachKey 在 MixedCollection 的 keys 集合上进行迭代操作，可以看到 Ext 对 eachKey 并
没有提供像 each 那样的特性。虽然我们在 fn 中返回了 false，但是它并没有理睬我们，还
是坚持走完了整个 keys 集合，因此最终出来的计数是 1000。
当然，给 eachKey 也扩展出类似 each 那样的“快速返回”特性并非难事。

7.4.2.4 查找和过滤
对于一个封装良好的集合工具来说，查找和过滤功能不可或缺。MixedCollection 提供
了 5 个工具函数来支持这两项操作：
（1）filter(String property,String/RegExp value,[Boolean anyMatch],[Boolean caseSensitive]):
MixedCollection
（2）filterBy (Function fn ,[Object scope]):MixedCollection
（3）find(Function fn ,[Object scope]):Object
（4）findIndex(String property,String/RegExp value,[Number start],[Boolean anyMatch],
[Boolean caseSensitiv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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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indIndexBy(Function fn,[Object scope],[Number start]):Number
下面依次给出示例。
例 7.20 filter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All([
{content:'桃花仙人种桃树，'},
{content:'又摘桃花换酒钱。'}
]);
var result=cs.filter('content','桃花',false);
alert(Ext.encode(result.getRange()));
});

运行效果如图 7-43 所示。
解析：
filter 一共 4 个参数，含义都很好理解，值得注意的是第 3 个参数 anyMatch。比如在
上面的例子中，cs 中两个 JS 对象的 content 属性都含有“桃花”一词，但是由于没有给第
3 个参数，第 2 个对象就没有被过滤出来，因为第 2 个对象中“桃花”一词没有位于字符
串的起始位置。
如果第 3 个参数 anyMatch 为 true，将会把所有含有“桃花”的对象过滤出来，而不仅
仅是以“桃花”开头的句子。上面的代码改成：
var result=cs.filter('content','桃花',true);

那么运行效果如图 7-44 所示。

图 7-43

测试 MixedCollection 的 filter 方法

图 7-44

filter 过程中的全局匹配

两个对象都被过滤出来了。
这里可以再次看出 Ext 对工具函数的设计非常细致周到，使用起来相当“贴心”。
例 7.21 filterBy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All([
{content:'桃花坞里桃花庵'},
{content:'桃花庵下桃花仙。'}
]);
var result=cs.filterBy(function(obj){
if(obj.content.indexOf("桃花仙")!=-1){
return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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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false;
});
alert(Ext.encode(result.getRange()));
});

运行效果如图 7-45 所示。

图 7-45

测试 MixedCollection 的 filterBy 方法

解析：
filterBy (Function fn ,[Object scope]):MixedCollection

这里使用一个自定义的过滤函数进行过滤操作。API 里面的描述如图 7-46 所示。

图 7-46

MixedCollection.filterBy 描述

运行时，将会把迭代过程中的当前对象作为参数传递给这个函数，因此我们上面的例
子中直接给这个函数定义了一个名为 obj 的参数。filterBy 的第 2 个参数是 scope，如果指
定此参数，所给函数中的 this 就会指向 scope。对于指定函数中 this 的问题，我们在第 4
章第 3 节中做了大量的分析和练习，这里不再解释。
那么，上面已经有了一个 filter 方法，可以根据对象的属性进行过滤，这里为什么还
要设计这个 filterBy 呢？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当然不是!
从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filter 这个函数只能根据对象的特定属性进行“等值过滤”操
作（字符串相等或者正则匹配）
，而对于复杂的对比过程及“不等值比较”就力不从心了。
比如 MixtedCollction 里面存放的是 Person 对象，假设 Person 有个 age 属性，现在想
把 age 位于[25,35]之间的对象过滤出来，该怎么办？最优雅的处理方式就是提供一个参数，
可以让开发者自己定义一个函数进行比较操作，根据函数返回 true 还是 false 来决定是否
把对象包含在结果集中。
这里的 filterBy 函数就是采用这样的设计思路。
例 7.22
代码：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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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大漠穷秋 1',age:25},
{name:'大漠穷秋 2',age:35},
{name:'大漠穷秋 3',age:45}
]);
var result=cs.filterBy(function(obj){
if(25<=obj.age&&obj.age<=35){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alert(Ext.encode(result.getRange()));

运行效果如图 7-47 所示。

图 7-47

根据指定的函数进行过滤

设计 filterBy 这个工具函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给开发者提供一个机会，可以自己写
比较函数，这样就可以保证 Ext 框架本身具备充分的灵活性，不需要去考虑千变万化的各
种比较过程。
例 7.23 find
代码：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All([
{content:'桃花山上桃花仙'},
{content:'卖得桃花当酒钱'}
]);
var result=cs.find(function(obj){
if(obj.content.indexOf('桃花')!=-1){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alert(Ext.encode(result));

运行效果如图 7-48 所示。
解析：
find 返回的是 Object，而不再和上面一样是 MixedColletion。find 的特点是，找到第 1
个匹配的项目之后就立即返回，并且最终只会获得条件匹配的第 1 个对象。传递一个函数
作为参数的做法，和上面 filterBy 的设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了这些例子，对于 findIndex 和 findIndexBy 这两个工具函数的用法就不难理解了，
它们都是用来查找对象在集合中的索引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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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8

MixedCollection 的 find 方法

7.4.2.5 排序
MixedCollection 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排序方法：sort 和 keySort，用来对内部的元素和键
进行排序操作：
sort ([ String direction ],[ Function fn ] ) : void

可以看到，sort 方法有两个参数。第 1 个是排序的方向，'ASC'或者是'DESC'，默认为
'ASC'。第 2 个参数是一个函数，在比较两个对象时将会调用这个 fn 函数，来决定两个对
象哪一个“大”
，哪一个“小”
，或者相等，这种设计和原生 Array 的 sort 方法非常类似。
比较函数 fn(arg0,arg1)应该返回一个整型数据，如果 arg0 小于 arg1，返回-1，否则返回 1；
如果两者相等，返回 0。在 Java 中有一个 Comparator 接口，道理与此类似。
keySort 的运行机制与 sort 类似，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keySort ( [ String direction ], [ Function fn ] ) : void

例 7.24 不提供比较函数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All([100,200,300,400]);
cs.sort('ASC');
alert(Ext.encode(cs.getRange()));
cs.sort('DESC');
alert(Ext.encode(cs.getRange()));
});

运行效果如图 7-49 和图 7-50 所示。

图 7-49

升序排列

图 7-50

降序排列

解析：
如果不提供比较函数 fn，那么只有 MixedCollection 中的对象是数值时才能进行比较，
否则排序无效。比如在以上例子中，如果代码改成这样：
cs.addAll(['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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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调用 sort('DESC')，并不能获得期望的'D'、'C'、'B'、'A'这样的结果。那么，这里
的原因是什么呢？请预先看一下如图 7-51 和图 7-52 所示的源码截图，由于我们没有提供
自己的比较函数 fn，Ext 使用了一个默认函数来进行两个对象的比较操作，在这个函数内
部会用"a-b"的方式比较哪个对象“更大”
。

图 7-51

sort 函数源码

图 7-52

内部排序工具_sort

除了数值能顺利进行“减法”操作之外，其他所有类型的数据都不能相减，因此，最
终会返回一个 NaN。此时，排序就失败了。因此，除了数值型的数据可以不提供 fn 之外，
其他所有类型的数据都必须提供自定义的比较函数 fn，以便排序操作能顺利进行，请看下
面的例子。
例 7.25 自定义比较函数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All([
{name:'大漠穷秋 1',age:'25'},
{name:'大漠穷秋 2',age:'26'},
{name:'大漠穷秋 3',age:'27'},
{name:'大漠穷秋 4',age:'28'}
]);
var fn=function(obj1,obj2){
return obj1.age-obj2.age;
}
cs.sort('ASC',fn);
alert(Ext.encode(cs.getRange()));
cs.sort('DESC',fn);
alert(Ext.encode(cs.getRange()));
});

运行效果如图 7-53 和图 7-54 所示。

图 7-53

按年龄升序

图 7-54 按年龄降序

解析：
排序成功！没有什么神奇之处。需要注意，MixedCollection 是一个“混合型集合”，
它不会对添加到其中的对象类型做出限制。因此，开发者完全可能把不同类型的对象同时
放到 MixedCollection 中。比如把上面的代码改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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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ddAll([
100,
false,
'test',
{name:'大漠穷秋 1',age:'25'},
new Date()
]);

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自己的提供 fn 显然还是无法正常工作，因此排序还是会失败，
如图 7-55 所示。

图 7-55

集合中混合不同类型的对象

不过，这种状况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讨论，在实际的项目中，不太可能把不同类型的数
据都一股脑儿地塞进同一个集合中去。何况，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排序并没有实际意义。
还有一种常见的状况是，在一个 GridPanel 中，每一列的数据都有可能是不同的类型，就
像如图 7-56 所示的这个例子。

图 7-56

GridPanel 中的排序

当我们点击表头区域的时候，GridPanel 会根据对应的列重新进行排序，使用起来非常
方便。我们知道，GridPanel 是用 Store 作为数据源的，那么，Store 是如何对内部不同类型
的数据进行排序的呢？请看第 5 节中 Store 的相关讨论。
例 7.26 keySort()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for(var i=0;i<10;i++){
cs.add(i,i);
}
cs.keySort('DESC');
alert(cs.keys);
});

运行效果如图 5-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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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以数值作为 key，可以不提供比较函数 fn。

7.4.2.6 MixedCollection 的事件
MixedCollection 一共暴露了 4 个事件：add、clear、remove、replace。当对集合中的
数据进行对应的操作时会触发对应的事件。对于原生的数组 Array 来说，没有提供事件机
制。比如，如果想在向 Array 中添加了一个元素之后做出对应的处理就比较困难，这也
是为什么要扩展出 MixedCollection 这个工具类的核心原因之一。
例 7.27 处理事件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on("add",function(index,obj,key){
alert(Ext.encode(obj));
});
cs.add({content:'人之初，性本恶。'});
});

运行效果如图 7-58 所示。
解析：
这没有什么神奇的，注意一下监听函数的参数类型和顺序即可，如图 7-59 所示。

图 7-58 MixedCollection 的 add 事件

图 7-59

MixedCollection 继承自 Observable

由于 MixedCollction 实现了 Observable 接口，所以实际上对事件的处理都是使用我们
熟悉的 on()和 un()这一套接口进行的。

7.4.3 MixedCollection 源码分析
Ext 在 数 据 结 构 层 一 共 有 3 个 重 要 的 扩 展 ： MixedCollection 、 Store 和 Tree 。
MixedCollection 既能作为数组使用，又能作为 HashMap 对待，同时提供了查找、过滤、
排序、事件支持功能。MixedCollection 是 Store 的组件，它是 Ext 定义的最有特色的数据
结构，也是其他数据结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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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1 模拟 HashMap
历史和事实再次证明，那些表面神奇的东西背后，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光鲜。看
一下 MixedCollection 的构造函数吧，你就明白其中的奥妙了：
Ext.util.MixedCollection = function(allowFunctions, keyFn){
this.items = [];
this.map = {};
this.keys = [];
this.length = 0;
this.addEvents(
'clear',
'add',
'replace',
'remove',
'sort'
);
this.allowFunctions = allowFunctions === true;
if(keyFn){
this.getKey = keyFn;
}
Ext.util.MixedCollection.superclass.constructor.call(this);
};

请先关注其中加粗的部分，作为脚本系的行家里手，亲爱的你看出了点什么端倪没
有？其实，内部是用两套机制来实现的。一个 items 数组用来存元素，附带一个 keys 数组
用来维护组键；一个名为 map 的基础 JS 对象用来模拟 Hash。以最基础的 add(key,value)
方法为例，看看 MixedCollection 是如何操纵这些属性的：
add : function(key, o){
if(arguments.length == 1){
o = arguments[0];
key = this.getKey(o);
}
if(typeof key != 'undefined' && key !== null){
var old = this.map[key];
if(typeof old != 'undefined'){
return this.replace(key, o);
}
this.map[key] = o;
}
this.length++;
this.items.push(o);
this.keys.push(key);
this.fireEvent('add', this.length-1, o, key);
return o;
}

整个过程比较痛苦，需要往 map 对象上添加属性，然后需要往 items 数组里面添加对象，
还要往 keys 数组里面加入 key 值，还要修改一下 length„„至于在向 map 对象上设置属性
之前的那些容错处理就不必多说了。这是 HashMap 本来应该具有的特性，一个 key 只能对
应一个 value，如果往相同的 key 上多次绑定不同的属性，那么之前的值就会被覆盖掉。
这里比较危险的事情是，这几个步骤的操作应该在一次事务中完成，比如在 add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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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时，如果正在向 items 数组中插入元素，同时有其他代码操作当前 MixedCollection，
就有可能产生数据不同步的状况。在后续分析中，items、keys、maps、length 这 4 个关键
属性之间的数据同步和迭代过程保护问题将会是关注点之一。

7.4.3.2 迭代工具
对于 MixedCollection 来说，显然需要两个迭代工具：一个在 value 数组上迭代，一个
在 key 数组上迭代。MixedCollection 提供的这两个工具函数分别是 each 和 eachKey，它们
的定义是这样的：
each(Function fn,[Object,scope])
eachKey(Function fn,[Object,scope])

开始分析这两个重要的工具。
代码：
each : function(fn, scope){
var items = [].concat(this.items); //关键点 1
for(var i = 0, len = items.length; i < len; i++){
//关键点 2
if(fn.call(scope || items[i], items[i], i, len) === false){
break;
}
}
}

关键点 1：迭代过程保护。
这是大量脚本开发者非常容易忽略的一点。这里并没有在原始的数组上进行遍历，而
是先创建一个数组副本 items，然后再在 items 上进行迭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措施，想象一下，如果直接在 MixedCollection 的实例属性
items 上进行迭代，在此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其他代码不会访问 items 数组。如果迭代过程尚
未结束，其他代码向 items 中插入或者删除了元素，就有可能让迭代过程产生比较诡异的
结果。
你一定记得其他语言中的 Iterator 模式，使用迭代器 iter.remove()可以保证迭代过程的
安全性，但是这里毕竟是 JavaScript，没有这些语言级的机制来保证。
关键点 2：迭代过程中的快速返回。
代码比较简单，用 for 循环遍历 items 数组中的每个元素，然后用 fn.call()进行调用并
把当前位置的元素作为参数传递给 fn。
迭代过程支持“快速返回”特性，这一特性由关键点 2 的这句代码支撑：
if(fn.call(scope || items[i], items[i], i, len) === false)

在迭代任意一个元素时，如果 fn 返回了 false，整个 for 循环就会 break 掉。这样的细节处
理有利于大幅度提升脚本执行效率，也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编程过程中需要重点学习的地方。
代码：
eachKey : function(fn,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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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var i = 0, len = this.keys.length; i < len; i++){
fn.call(scope || window, this.keys[i], this.items[i], i, len);
}
}

这个代码就相当简单了，不过很奇怪的一点是这里居然没有采用类似 each 函数的迭代
保护机制。如果在 eachKey 执行的过程中，其他脚本把 this.keys 赋值为 null 会出现什么状
况呢？请看我们的示例。
例 7.28
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eachKey</title>
<!--导入 Ext，这里省略-->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EachKey.js"></script>
</head>
<body>
</body>
</html>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for(var i=0;i<1000;i++){
cs.add(i,"第"+i+"个项目");
}
var counter=0;
cs.eachKey(function(key,item){
if(counter==10){
cs.keys=null;
}
counter++;
});
});

运行效果如图 7-60 所示。

图 7-60

迭代过程中改变 keys 数组

解析：
为什么 Ext 在这里没有提供迭代过程保护呢？我不知道，
或许是实现者的粗心大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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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里的分析也提醒我们，
在使用 MixedCollection 的 eachKey 进行集合遍历时需要小心，
别让其他代码同时操作集合，否则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7.4.3.3 查找和过滤
MixedCollection 提供了 filter 和 filterBy 两个好用的工具函数，用它们可以方便地实现
数据过滤。这两个函数的实现相当简单，请看源码，如图 7-61 所示。

图 7-61

filter 和 filterBy

原来是一回事，filter 在内部会调用 filterBy 实现实际的过滤操作。filter 实际上最终都
是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字符串匹配，因此设计了一个 createValueMatcher 工具函数进行容
错处理。如果调用者传递的参数类型已经是正则表达式，直接返回它，否则创建一个新的
正则返回。createValueMatcher 函数的代码也相当简单，如图 7-62 所示。
对照一下我们曾经使用过的例子：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All([
{content:'桃花仙人种桃树，'},
{content:'又摘桃花换酒钱。'}
]);
var result=cs.filter('content','桃花',false);
alert(Ext.encode(result.getRange()));
});

运行效果如图 7-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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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2

构建正则表达式的工具函数

图 7-63

字符串匹配

怎么样？知道背后的运作机制了吧？

7.4.3.4 排序和中文支持
对数据进行排序也是常用的功能，对于 MixedCollection 而言，由于有 key 有 value，
自然要提供两个排序工具，一个对 key 进行排序，一个对 value 进行排序。如图 7-64 所示
为 MixedCollection 的核心数据结构。
为此，MixedCollection 提供了两个排序工具函数，如图 7-65 所示。

图 7-64

MixedCollection 的核心数据结构

图 7-65

keySort 和 sort

sort 和 keySort 两个排序工具在内部都会调用一个名为_sort 的工具函数进行实际的排
序操作，_sort 的实现代码如下：
_sort : function(property, dir, fn){
var i, len,
dsc = String(dir).toUpperCase() == 'DESC' ? -1 : 1,
c=[],
keys= this.keys,
items=this.items;
fn = fn || function(a, b) {
return a - b;
};
for(i = 0, len = items.length; i < len; i++){
c[c.length] = {
key : key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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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items[i],
index: i
};
}
c.sort(function(a, b){
var v = fn(a[property], b[property]) * dsc;
if(v === 0){
v = (a.index < b.index ? -1 : 1);
}
return v;
});
for(i = 0, len = c.length; i < len; i++){
items[i] = c[i].value;
keys[i] = c[i].key;
}
this.fireEvent('sort', this);
}

别看其他烦琐的代码，锁定加粗的这个 fn，这个函数直接返回 a-b，显然它默认把两
个参数都当做数字处理，这个默认操作显然无法满足我们千变万化的需求。尤其是对中文
进行排序的情况，还是需要借助于我们上面所做的基础例子。
例 7.29 中文排序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var c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cs.addAll(['你好','我好','大家好']);
var fn = function(a, b) {
if (typeof(a) == "string") {
return a.localeCompare(b);
}
return a-b;
};
cs.sort('ASC',fn);
alert(cs.itemAt(0) + "---" + cs.itemAt(1) + "---" + cs.itemAt(2));
});

运行效果如图 7-66 所示。
解析：
“我好”
、
“你好”
、
“大家好”这 3 个词语的首字母分别是
W、N、D，升序排列是 D、N、W，因此这个结果符合预期。

7.4.3.5 事件支持

图 7-66

排序后

还记得《天龙八部》里面藏经阁的扫地僧吗？MixedCollection 和他比较类似，它很少
现身江湖，但是到处都是它的传说。你可以打开你的 Eclipse，用 Search 工具搜索一下它
的行踪。
它的另一项核心必杀技就是对事件机制的支持。对于原生的 Array 来说，不管你是往
其中增加元素还是从其中删除元素，它总是默默地就把事干了，不会说话，不会发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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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性当然不能说是什么太大的缺点，尤其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少说话多做事始终是黄
金法则。但是有时候也会带来比较大的困扰。在 add 完成之后，最好能 fire 一个 add 事件，
这样外部代码就可以监听这个事情，绑定一个监听函数再做出相应的动作，这样的需求是
原生 Array 所无法满足的。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构造函数里面有这么一句：
this.addEvents(
'clear',
'add',
'replace',
'remove',
'sort'
)

以及 add 方法中的 this.fireEvent('add', this.length-1, o, key)。这里需要注意，构造函数
里面添加了 5 个事件，但是 API 文档里面却只列出了 4 个公共事件，sort 事件神秘消失，
如图 7-67 所示。
所以说 API 文档还是不够完善啊，学会阅读源码才是王道。
来看 MixedCollection 是如何提供事件支持的，如图 7-68 所示。

图 7-67 MixedCollection 支持的事件类型

图 7-68 MixedCollection 继承自 Observable

MixedCollection 所支持的事件机制是由 Observable 这个工具类所提供的。在第 5 章的
事件机制中，我们曾经详细分析过 Observable 的运行机制，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7.4.4 综合考察 MixedCollection
7.4.4.1 代码实现层面
现在来看一下 Ext.util.MixedCollection 这个工具类的全貌，如图 7-6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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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9

MixedCollection 属性和工具函数列表

7 个属性，32 个工具函数（包括私有的）
，5 个事件（add、clear、remove、replace、sort）
。
对于这些 PME，上面做了全面覆盖式的演示和分析。这里补充对 clone()方法的分析：
clone : function(){
var r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
var k = this.keys, it = this.items;
for(var i = 0, len = it.length; i < len; i++){
r.add(k[i], it[i]);
}
r.getKey = this.getKey;
return r;
}

不难发现，MixedCollection 的 clone 实际上是一种浅拷贝，如果 MixedCollection 中存
储的是对象，克隆体中存储的还是原来那些对象的引用。如果想要实现对 MixedCollection
的“深拷贝”怎么办呢？还记得我们曾经使用过的 Ext.decode(Ext.encode(//对象))方式吗？

7.4.4.2 设计层面
我们跳出具体的代码和实现，从一个系统架构师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其他方面的话题。
设计一个“框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很好很强大”
。
通过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例子，你应该能够感觉到，如果没有 Ext 的支撑（或者是其他
JavaScript 框架）
，想要实现这些功能将会多么劳神费力，你应该还没有忘记开篇“一个页
面做两周”的悲惨故事。MixedCollection 这个数据工具解决 JS 原生数据结构有如下不足：
（1）工具函数匮乏：比如过滤、排序、查找。
（2）没有提供事件机制：对于有界面的 UI 系统来说，几乎所有的类都会面临“事件
问题”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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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有提供对数据操纵过程的保护机制：比如迭代操作在数据副本上进行，而不是
在原有的数组上进行。
作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你一定会考虑到实现和维护一个框架所需要的成本，这些成
本包括人力、时间、升级难度等诸多方面。因此，需要仔细斟酌设计出来的每个类，力争
把它做到精益求精。除了上面这些必须考虑的问题之外，一个设计精良的类还必须具有一
个重要的品质：可以成为其他类的“基石”，而且日后的升级不会影响到整个框架。在后
面的源码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很多类都架构在 MixedCollection 这个基础数据结构之上。
在 MixedCollection 的强力支撑下，上层的代码变得非常精简、高效、优雅。

7.5 Store
7.5.1 Store 系组件概述
7.5.1.1 继承关系图
在你第一次接触 Ext 的时候，一定对如图 7-70 和图 7-71 所示的这些界面表示了无限
的景仰和崇拜。

图 7-70

图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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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听说过大名鼎鼎的 MVC 模式，模型和视图的分离是代码解耦的重要设计手法。
在 Ext 的 UI 设计中，也大量采用了 MVC 模式，藏在这些绚丽界面背后的数据模型 Model，
就是前台数据缓存：Ext.data.Store。你会发现，几乎所有 UI 界面都使用 Store 或其子类作为
数据源。又由于 Store 系的类都是架构在上一节所述的 MixedCollection 之上的，因此
MixedCollection 和 Store 系组件构成了整个 Ext 框架对数据处理的核心层，如图 7-72 所示。

图 7-72

Store 的构造函数和核心属性 data

Store 系的组件目前一共有 6 个：Store、ArrayStore、JsonStore、XmlStore、GroupingStore、
DirectStore。如图 7-73 和图 7-74 所示分别为 Store 系组件的文档说明和继承结构。

图 7-73

Store 系组件的文档说明

图 7-74

Store 系组件的继承结构

Ext 的 Store 系组件采用了“大头针”式的实现方式：在顶级类 Store 中已经实现了组
件的几乎全部功能，子类只有很少的几行代码。我们来看这些类的代码行数截图。
首先是顶级类 Store 的实现代码，如图 7-75 所示。
ArryStore 的实现代码，如图 7-7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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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5

基类 Store 的源码预览

图 7-76

ArrayStore 的简单封装

DirectStore 源码如图 7-77 所示。

图 7-77

DirectStore 源码

DirectStore 主要是获取数据使用的代理对象 proxy 不同。
GroupingStore 的实现代码如图 7-78 所示。
GroupingStore 的代码稍微多了一些，连同注释一共有 260 行。它的实现代码之所以会
多起来，完全是为了对 group by 这样的功能提供更多支撑。
JsonStore 的实现代码如图 7-79 所示。

图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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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9

JsonStore

XmlStore 的实现代码如图 7-80 所示。

图 7-80 XmlStore

顶级类 Store 的代码非常多，而 5 个子类：ArrayStore、DirectStore、GroupingStore、
JsonStore、XmlStore 的实现代码都非常少，完全是一个“大头针”
。
从整个类库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继承结构会给未来的扩展和使用带来一定的麻
烦。之所以会出现某些看似不正常的 Store 用法代码，和 Ext 这块的设计存在一定关系。
尤 其是 ArryStore 、 JsonStore 、XmlStore ， 它 们 之间 的最 大不 同点 主要 在于 其内 部的
DataReader 不同，
完全可以不必扩展出子类，
而仅仅使用配置项的方式配置一下 DataReader
即可。
而对于 GroupingStore，只是为了满足对数据分组的需求，它的划分标准和其他 4 个子
类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种按照不同角度划分子类的方式也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可以预
计，Ext 在未来必定会对 Store 系的架构做出重大重构。

7.5.1.2 协作关系图
在 OO 的世界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各司其职”
，类和方法的设计都必须遵守
这个原则，一个类或者一个方法最好只完成“单纯”的功能。请看 Store、Record、DataProxy、
DataReader、DtatWriter 的协作关系示意图，如图 7-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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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1

Store 系组件的协作关系

Store 系的组件充当了整个 Ext 框架可视组件的“数据源”
，它要干的活实际上比较多，
比如加载数据、解析数据、管理数据记录 Record。对照“各司其职”的原则，如果让 Store
一个人把这些活儿都包揽了，显然不是优雅的设计方式。因此，实际上，Store 会把“加载
数据”的任务交给 DataProxy 去完成；
“解析数据”的操作交给 DataReader 去做。如果把
Store 比做魔教教主任我行，那么 DataProxy 就是“光明左使”
，而 DataReader 理所当然就
。这就是为什么在创建 Store 的时候可以配置 proxy 和 reader 两个参数的原
是“光明右使”
因，参看如下代码：
var store=new Ext.data.Store({
Proxy: new Ext.data.HttpProxy({
ethod: 'GET',
rettyUrls: false,
url: //请求数据的 url
}),
reader:new Ext.data.JsonReader({
root: 'rows',
totalProperty: 'results',
fields: [
{name: 'name'},
{name: 'job'}
]})
})

这样一来，
“教主”Store 自身的职责也变得比较专一。一方面，它需要做一些控制和
驱动操作，以便督促和监控“光明左使”和“光明右使”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指令；另一方
面，Store 把教中的“人事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人事”就是指操作和控制内
部的那些数据记录：Ext.data.Record 对象。
从代码实现的角度看，Store 会持有 Record 数组、DataProxy、DataReader、DataWriter
这些组件的引用，这些组件自身又有一些特有的配置项。为了简化 Store 的编码，Ext 把
Store 这些左膀右臂的“高频”配置参数提升到 Store 这一层来编写。
比如，我们知道 DataProxy 是用来加载数据的组件，它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子类叫做
HttpProxy，可以用来从远程 Http 服务器加载数据。从服务端加载数据必须提供一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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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url，因此，HttpProxy 必须有一个 url 配置项，于是一个典型的 Store 代码是这样的：
var store=new Ext.data.Store({
proxy: new Ext.data.HttpProxy({
url: '/user/login.action'
})
})

此代码没有任何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不够简洁。为了给 HttpProxy 传递 url 参数，Store
不得不创建 HttpProxy 的实例。如果大量的调用都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而重复相同的代码，
显然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于是 Ext 做了一个优化处理：如果不需要对 proxy 做更多配置，
而仅仅需要指定 url，可以把 url 直接写到 Store 这一层的配置项中，然后在 Store 内部去把
参数分配给对应的组件，就像这样：
var store=new Ext.data.Store({
url: '/user/login.action'
})

怎么样？代码一下子简洁多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在创建 Store 的时候可以把“左右使”
DataProxy、DataReader 的配置项都写到 Store 这一层的原因。在 JsonStore 的 API 文档头部
有如图 7-82 所示的这么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图 7-82

API 文档中的提示

常见的代码还有：
var store=new Ext.data.Store({
url: //请求数据的 url
reader:new Ext.data.JsonReader({
root: 'rows',
totalProperty: 'results',
fields: [
{name: 'name'},
{name: 'job'}
]
});
})

除非你想对 proxy 或者 reader 做更进一步的详细配置，否则，直接在 Store 这一层写
配置项会让代码更加简洁。如果你使用 Store 的具体子类，比如 JsonStore，那么连 new
Ext.data.JsonReader 这段代码都可以省略掉，因为 JsonStore 默认就会使用 JsonReader 解析
数据。参考一下 API 文档中 JsonStore 类头部的例子：
var store = new Ext.data.JsonStore({
url: //你加载数据的 url 地址,
storeId: 'myStore',
root: 'images',
fields: ['name', 'url', {name:'size', type: 'float'},
{name:'lastmod', type:'date'}]
})

这个 store 可以解析这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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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s: [
{name: 'Image one', url:'', size:46.5, lastmod: new Date(2007,
10, 29)},
{name: 'Image Two', url:'', size:43.2, lastmod: new Date(2007,
10, 30)}
]
}

在以上代码中，url 配置项会被分配给 DataProxy，root 和 fields 配置项会被分配给
DataReader。
那么，
“教主”Store 是如何把这些配置项分配给自己的“左右使”的呢？请看 Store
构造函数的片段，如图 7-83 所示。

图 7-83

Store 构造函数中把配置参数传递给 DataProxy 和 DataReader

首先把 config 中的所有属性全部拷贝到 Store 的实例上，然后在 new Ext.data.HttpProxy
的时候传递给 DataProxy 的构造函数，对于 DataReader、DataWriter 都是这种类似的处理。
综上所述，Store 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有 3 个重要的副手 DataProxy、DataReader
和 DataWriter。
“光明左使”DataProxy 负责加载数据；
“光明右使”DataReader 负责解析收
到的数据；DataWriter 负责向服务端“写”数据。
由于 DataWriter 最近刚刚入教，因此它在神教中还没有职位。并没有歧视 DataWriter
的意思，只是神教“教情”如此，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没有闲职可以挂靠。另外，DataWriter
本身的封装目前还比较粗糙，因此这里不去涉及它的内部机制。

7.5.1.3 时序图
以 JsonStore 为例，如图 7-84 所示是加载、解析数据的时序关系示意图。
看懂这幅图应该没有任何难度，如果你没有任何 UML 建模的概念，就把它当做漫画
看，一样能看懂。从上到下是时间线，黑色实心箭头是调用关系，虚线是事件回调或者数
据耦合。Store 首先驱动 DataProxy 加载数据，DataProxy 加载完成之后会驱动 DataReader
进行解析。最终获得的 Record 对象数组会被插入到 Store 的内部属性 data 中，这个 data
的类型正是上一节中分析的 MixedCollection。
这幅时序图已经基本说明了 Store 加载、解析数据的整个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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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4

加载数据时序图

7.5.1.4 Store 的本质
Store 类的 API 文档是这么描述自己的：
“Store 类包装了一个对 Record 对象的客户端
缓存，它为 Component 提供输入数据，例如 GridPanel、 ComboBox 或者 DataView。
”
再看一眼 GridPanel 的效果截图，如图 7-85 所示。

图 7-85

GridPanel 效果图

然后再看看某个工程的某张数据库表截图，如图 7-86 所示。

图 7-86

数据库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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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感觉 GridPanel 把后台数据库表搬到了前台？
数据表的结构是：数据表 Table记录 Record字段；
而 Store 的结构是：Ext.data.StoreExt.data.RecordExt.data.DataField。
从这个角度看，Store 这个组件必定会具备数据库表的诸多特性，甚至 API 中的很多
方法名称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数据表的操作，比如：commit()、sort()、update()，以
及对“脏数据”的处理等。因此，在下面解析 Store 的过程中，将会比照数据库表的特性
进行分析。私下里我喜欢把 Store 叫做“前台数据表”。这里为了严谨起见，还是采用 “数
据缓存”的标准叫法。
既然 Store 可以结合数据表来理解，那么其中存储的 Record 自然可以类比数据库表中
的记录来理解。由于 Record 这个类比较简单，整个类包含注释才 400 来行。我们沿袭“先
易后难”的革命传统，先来对这个简单的 Record 分析一番。

7.5.2 数据记录 Record
7.5.2.1 手动创建 Record
创建 Record 对象一共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纯手工”创建；第二种是通过 DataReader
的 3 个子类：ArrayReader、JsonReader、XmlReader 进行自动解析。
纯手工的方式适用于需要用户手动添加记录的情况，一般和 EditorGridPanel 或者
FormPanel 配合使用。使用这种方式一般不会产生大量的 Record 对象，如果让用户手动输
入成千上万条记录也太不现实了。
DataReader 系的组件用来自动解析数据生成 Record 对象，一般使用 Ajax 从数据库读
取数据，然后使用 DataReader 进行解析，最后显示在表格中。
例 7.30 纯手动创建 Record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
//定义 store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store:store,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userName'},
{header:'年龄',dataIndex:'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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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出生日期',dataIndex:'date'},
{header:'地址',dataIndex:'addr'}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基本 Grid',
width:600,
height:4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text:'新建记录',
handler:function(){
var record=new Ext.data.Record();
record.set('userName','大漠穷秋');
record.set('age','25');
record.set('date','1985-10-11');
record.set('addr','亚信联创');
store.add(record);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87 所示。

图 7-87

手动创建记录

解析：
核心代码是加粗的部分：
var record=new Ext.data.Record();
record.set('userName','大漠穷秋');
record.set('age','25');
record.set('date','1985-10-11');
record.set('addr','亚信联创');
store.add(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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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虽然运行正常，而且非常符合自然的思维习惯，但是打开 API 文档看一看，
你就会大吃一惊，如图 7-88 所示。

图 7-88

Record 的构造函数说明

怎么样，很意外吧？建议不要使用构造函数创建实例，而是使用所谓的静态 create 方
法。下面就来看一看这个 create 方法是何方神仙，如图 7-89 所示。

图 7-89

注意 create 方法的返回值

原来如此！Record 希望我们使用它的静态方法 create，你传递一个字段定义数组，然
后它返回给你一个新的构造函数，你再使用这个构造函数创建实例。还记得前面说的 Store
的本质吗？它和数据库表类似，回想一下使用数据库表的过程吧，在使用之前是不是需要
首先 create table？在 create table 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定义字段和类型？Record 的这个 create
方法实际上与此类似，就是让你定义字段和类型。
那么，我们就先来试试这个 create 方法的手感如何，然后再分析一下它的实现源码，
看看是如何实现的。稍微改动一下上例中的代码。
例 7.31
代码：
//省略部分代码
{
text:'新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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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r:function(){
User=Ext.data.Record.create([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var record=new User({
userName:'大漠穷秋',
age:25,
date:'1985-10-11',
addr:'亚信联创'
});
store.add(record);
}
}

运行效果如图 7-90 所示。

图 7-90

使用 Ext.data.Record.create

解析：
效果不错，而且代码也显得比较简洁。不过聪明的你一定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貌似传
递给 create 这个静态方法的参数和 ArrayStore 的 fields 参数完全相同啊。请看 ArrayStore
的构造函数参数：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出现如此重复的代码实在没有意义啊！有没有方法偷懒一下呢？比如我们直接获取
ArrayStore 的 fields 属性，然后把它作为参数传递给 Record.create，就像这样：
Ext.data.create(ArrayStore.fields);//注意，这只是你自己编写的代码

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代码又可以大大简化了啊。那么，到底可不可以这么做呢？答
案是：
你的思路很犀利，
但是实现代码不给力。
在 Ext 的 examples 里面有一个 EditorGrid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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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偷懒的。
例 7.32 使用 EditorGridPanelPanel 创建 Record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function formatDate(value){
return value ? value.dateFormat('M d, Y') : '';
}
var fm = Ext.form;
var checkColumn = new Ext.grid.CheckColumn({
header: 'Indoor?',
dataIndex: 'indoor',
width: 55
});
var cm = new Ext.grid.ColumnModel({
defaults: {
sortable: true
},
columns: [
{
id: 'common',
header: 'Common Name',
dataIndex: 'common',
width: 220,
editor: new fm.TextField({
allowBlank: false
})
}, {
header: 'Light',
dataIndex: 'light',
width: 130,
editor: new fm.ComboBox({
typeAhead: true,
triggerAction: 'all',
transform: 'light',
lazyRender: true,
listClass: 'x-combo-list-small'
})
}, {
header: 'Price',
dataIndex: 'price',
width: 70,
align: 'right',
renderer: 'usMoney',
editor: new fm.NumberField({
allowBlank: false,
allowNegative: false,
maxValue: 100000
})
}, {
header: 'Available',
dataIndex: 'availDate',
width: 95,
renderer: formatDate,
editor: new fm.DateField({
format: 'm/d/y',
minValue: '01/01/06',
disabledDays: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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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dDaysText: 'Plants are not available on the weekends'
})
},
checkColumn
]
});
var store = new Ext.data.Store({
autoDestroy: true,
url: 'plants.xml',
reader: new Ext.data.XmlReader({
record: 'plant',
fields: [
{name: 'common', type: 'string'},
{name: 'botanical', type: 'string'},
{name: 'light'},
{name: 'price', type: 'float'},
{name: 'availDate', mapping: 'availability', type: 'date',
dateFormat: 'm/d/Y'},
{name: 'indoor', type: 'bool'}
]
}),
sortInfo: {field:'common', direction:'ASC'}
});
var grid = new Ext.grid.EditorGridPanel({
store: store,
cm: cm,
renderTo: 'editor-grid',
width: 600,
height: 300,
autoExpandColumn: 'common',
title: 'Edit Plants?',
frame: true,
plugins: checkColumn,
clicksToEdit: 1,
tbar: [{
text: 'Add Plant',
handler : function(){
var Plant = grid.getStore().recordType;
var p = new Plant({
common: 'New Plant 1',
light: 'Mostly Shade',
price: 0,
availDate: (new Date()).clearTime(),
indoor: false
});
grid.stopEditing();
store.insert(0, p);
grid.startEditing(0, 0);
}
}]
});
store.load({
callback: function(){
Ext.Msg.show({
title: 'Store Load Callback',
msg: 'store was loaded, data available for processing',
modal: false,
icon: Ext.Msg.INFO,
buttons: Ext.Msg.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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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运行效果如图 7-91 所示。

图 7-91

examples 中新建记录的实例

解析：
var Plant = grid.getStore().recordType;

这里 getStore().recordType 是 Store 中 XmlReader 的属性，该属性是在 Reader 系组件的
顶级类 DataReader 中定义的，如图 7-92 所示。

图 7-92

DataReader 中的 recordType 属性

原来 DataReader 中已经使用 Record.create 方法创建了一个名叫“记录类型”的临时构
造函数。例子中使用的 XmlReader 是 DataReader 的一个典型子类，来看它的构造函数，如
图 7-93 所示。

图 7-93 XmlReader 的构造函数

340

第 7 章 Ext 的数据和缓存架构
DataReader 里 面 实 际 上 就 是 把 我 们 传 递 的 fields 数 组 再 传 递 给 静 态 工 具 函 数
Ext.data.Record.create，从而构造一个名为 recordType 的临时构造函数，然后再使用这个临时
构造函数来创建 Record 对象。其实，recordType 应该大写才对：RecordType，因为这个对象
实际上是一个类的构造函数。使用这种偷懒的方式，必须对 Ext 的实现源码有相当的了解才
能做到。recordType 这个属性毕竟不是 public 的，而且在 API 文档中也没有它的踪影。
以上，我们使用 3 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手动创建出 Record 的实例，里面最神奇的就是
Record.create 这个静态方法。下面就来分析 Record.create 这个静态函数的实现源码。

7.5.2.2 create 方法源码解析
代码：
Ext.data.Record = function(data, id){
this.id = (id || id === 0) ? id : Ext.data.Record.id(this);
this.data = data || {};
};
Ext.data.Record.create = function(o){
var f = Ext.extend(Ext.data.Record, {});
var p = f.prototype;
p.fields = new Ext.util.MixedCollection(false, function(field){
return field.name;
});
for(var i = 0, len = o.length; i < len; i++){
p.fields.add(new Ext.data.Field(o[i]));
}
f.getField = function(name){
return p.fields.get(name);
};
return f;
}

首先来看 Record 的构造方法，Record 类的数据结构非常简单，一个 id 属性、一个 data
属性。再看静态的 create 方法，注意 create 是直接赋值在构造函数 Record 上的，而不是设
create 方法实际上是返回了一个 Record
置在其原型 prorotype 上。
这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方法，
的子类构造函数，仅此而已。

7.5.2.3 拷贝记录
对 Record 进行拷贝是一项常见的任务，打开 Record 的源码，偷窥一下 copy()方法的
实现：
copy : function(newId) {
return new this.constructor(Ext.apply({},this.data), newId||this.id);
}

久经沙场、经验老到的你一定看出了其中的门道，这里只是创建了一个新的 Record
对象，紧接着利用 Ext.apply()做了一次属性拷贝而已。众所周知，在面向对象的语言中，
只要涉及数据拷贝，必然会存在关于对象浅拷贝、深拷贝的问题。但是这里并不需要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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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因为对于 Record 来说，里面的字段一般都是基础类型的数据：数值、字符串、布
尔值。Ext.apply({},this.data)这个操作会创建一个全新的 JS 空对象，然后把原来 Record
内部 data 对象上所有的属性都拷贝上去。由于这些属性都是基本类型的数据，因此都是直
接的值拷贝，而非引用赋值。这样，新创的 Record 和原来的 Record 之间不会存在任何对
象引用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新的 Record 和旧的 Record 不会在内部持有同一对象的引用。
如果 this.data 中还有非基本类型的数据，使用这种方式进行拷贝就会出现多条 Record
指向同一个对象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应该懂的，就像这样：
new this.constructor(Ext.decode(Ext.encode(this.data)),newId||this.id);

怎么样？这种使用 JSON 工具进行深拷贝的方式是不是屡试不爽？
另外注意这里对 id 的处理，copy 方法可以接受一个参数 newId。也就是说，如果你提
供了新的 id，那么新建的 Record 对象就会采用你提供的 id，否则它的 id 会和原来的记录
相同。这个处理有时候会非常重要，毕竟，如果在同一个 Store 中出现两条 id 完全相同的
Record 将会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请看实例。
例 7.33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3',27,'1984-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4',28,'1983-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5',29,'1982-04-02','我不告诉你']
];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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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Copy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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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text:'拷贝 Record',
handler:function(){
var record=grid.getSelectionModel().getSelected();
if(!record){
Ext.Msg.alert("友情提示","请选中需要拷贝的记录。");
return;
}
var newRecord=record.copy();
alert(Ext.encode(newRecord));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94 和图 7-95 所示。

图 7-94

图 7-95

拷贝 Record

对 Record 进行 JSON 编码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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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ecord 的 API 文档中我们看到这么一段提示：
当序列化一个 Record 以便提交到服务端时， 注意它包含许多私有属性，并且它拥有
到所属 Store 的实例的引用，此 Store 反过来持有到它的 Record 的引用。这意味着不能使
用 Ext.util.JSON.encode 编码整个 Record。作为替换，可以使用 data 和 id 属性。
也就是说，不能用 Ext.encode()直接对 Record 进行 JSON 编码！这是为什么呢？仔细
读一读这句提示。由于 Store 和 Record 之间存在交叉引用，如果直接 Ext.encode(Record)
肯定会陷入死循环。请看死循环效果截图，如图 7-96 所示。

图 7-96

Store 和 Record 交叉引用导致的死循环

等很久之后，Firebug 会告诉你“too much recursion”
，也就是无限递归了，没有出口。
你可以在本机运行试验这段代码，如图 7-97 所示。

图 7-97

不能对处于 Store 中的 Record 直接进行 JSON 编码

如果你在自己的应用中看到“too much recursion”
，第一直觉应该是“某个地方死循环”
了，这种直觉有助于你更顺利地调试 JavaScript 代码。
我们上面的例子中却可以使用 alert(Ext.encode(newRecord))直接把新拷贝出来的
Record 解析成 JSON 字符串，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此时新拷贝出来的 Record 还没有被插入到 Store 中，因此 Store 没有持有这
个 Record 的引用，Record 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 Store。所以，就可以直接 Ext.encode，
而无须担心循环引用问题。这是在处理 JSON 对象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在后台代码中也
存在类似的问题，在第 2 节中我们已经做过细致分析。

7.5.2.4 获取记录中的字段
我们知道，Store 这个组件的设计目的是为其他组件提供数据源，这些组件主要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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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列表”式的组件，如 GridPanel、EditorGridPanel、GroupingGrid，FormPanel 也可以使用
loadRecord 方法加载一条记录作为自己的数据项。以下就来看一个综合的例子：GridPanel
和 FormPanel 的配合使用，这种组合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
左侧一个 GridPanel，右侧一个 FormPanel，左侧选中一条记录，右侧的 Form 中显示
记录对应的属性。核心问题有以下两个：
（1）如何让 Form 表单加载并解析一条 Record。
（2）在 FormPanel 中修改记录之后如何把新的值写回 Store 中去。
例 7.34 在 FormPanel 中展示 Record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你猜 1',false],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你猜 2',false],
['大漠穷秋 3',27,'1984-04-02','你猜 3',true],
['大漠穷秋 4',28,'1983-04-02','你猜 4',true],
['大漠穷秋 5',29,'1982-04-02','你猜 5',false]
];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name:'marrage',type:'boolean'}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border:false,
store:store,
sm:new Ext.grid.RowSelectionModel({
singleSelect: true,
listeners: {
rowselect: function(sm, row, rec) {
Ext.getCmp("fm").getForm().loadRecord(rec);
}
}
}),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userName'},
{header:'年龄',dataIndex:'age'},
{header:'出生日期',dataIndex:'date'},
{header:'地址',dataIndex:'addr'},
{header:'婚否',dataIndex:'marrage',
renderer:function rating(v) {
if(v){
return '<span style="color:red;">是</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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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span style="color:green;">否</span>';
}
}
]
});
var form=new Ext.FormPanel({
id:'fm',
border:false,
bodyStyle:{
'padding':'30 10'
},
defaults:{
width:120
},
labelWidth:80,
items:[
{
fieldLabel:'姓名',
name:'userName',
hiddenName:'userName',
xtype:'textfield'
},
{
fieldLabel:'年龄',
name:'age',
hiddenName:'age',
xtype:'textfield'
},
{
fieldLabel:'出生日期',
name:'date',
hiddenName:'date',
xtype:'textfield'
},
{
fieldLabel:'地址',
name:'addr',
hiddenName:'addr',
xtype:'textfield'
},
{
xtype:'radiogroup',
columns:'auto',
fieldLabel:'婚否',
name: 'marrage',
hiddenName:'marrage',
items: [{
inputValue:'true',
boxLabel: '是'
}, {
inputValue:'false',
boxLabel: '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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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RecordAndForm',
width:600,
height:400,
layout:'column',
layoutConfig: {
padding:'5',
align:'middle'
},
items:[
{
columnWidth: 0.60,
height:400,
layout: 'fit',
items:[grid]
},
{
columnWidth: 0.40,
height:400,
layout: 'fit',
items:[form]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98 所示。

图 7-98

FormPanel 加载 Record

解析：
界面布局、测试数据什么的，我们有专门的章节去分析，此处关注最核心的代码：
sm:new Ext.grid.RowSelectionModel({
singleSelect: true,
listeners: {
rowselect: function(sm, row, rec) {
Ext.getCmp("fm").getForm().loadRecord(rec);
}
}
})

347

Ext 江湖
每个 GridPanel 都有一个“SelectionModel”
，一般都简写成 sm，中文译为“选中模型”
。
很容易想象，对于 GridPanel 这样的表格式界面来说，当用户选中一行或者一列数据
的时候，在界面上必须有所表示，以便通知用户“Hi,baby,你当前选中了这一行数据”。来
看“选中模式”这个类继承结构图，如图 7-99 所示。

图 7-99

选中模型类继承结构图

按照我们的理解，既然有“行选中模式”RowSelectionModel，也应该有“列选中模式”
ColumnSelectionModel。不过很可惜，Ext 当前并没有提供“列选中模式”
，而只提供了“单
元格选中”
（CellSelectionModel）、
“行选中模式”
（RowSelectionModel）和“CheckBox 选
ColumnSelectionModel
中模式”3 种选中模式。那么，Ext 不提供
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
“以小人之心”来揣度一下为什么不实现 ColumnSelectionModel。
前文有述，Store 里面存的是一条一条的 Record，在这种数据结构之上，实现“单元
格选中”和“行选中”并不难，这两种模式都只要处理单条记录即可。而“列选中”不同，
一列中必然有多行，如果要实现界面上的跨行选中，肯定要横跨多条记录，而迭代多条记
录的特定属性并非易事。
有人说了，这有什么难的，直接拿到 Store 里面所有记录，然后迭代一下，取同一个
属性不就完事了嘛。其实路还是有的。比如，把每行中的对应单元格都设置为选中状态。
还有别的变通途径吗？当然有，就交给你自己去探索吧。
有了“选中模式”之后，用户选中数据、释放选中这些操作就可以代理给它去完成了，
而不必把所有功能都集中在 GridPanel 一个类中去实现。
友情提醒，很多涉及“记录选中”之类的处理，都会代理给“选中模式”去处理。
GridPanel 默认的 sm 是 RowSelectionModel，以上例子监听了 sm 的 rowselect 事件，
当用户点击一行数据之后，就让 FormPanel 的内部组件 BasicForm 执行一下 loadRecord 方
法。这是多么贴心的设计啊！想想看，如果没有 loadRecord 这个工具方法，想让 Form 显
示一条 Record 将会多么费时费力啊！
下面先概要分析一下 FormPanel 是如何解析 Record 对象并显示出来的，然后在第 9
章的 UI 部分将会给出详细的源码分析。首先 FormPanel 有一个内部组件 BasicForm，解析
Record 和为字段设置值都是由 BasicForm 完成的，BasicForm 又会代理给内部组件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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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执行，如图 7-100～图 7-102 所示。

图 7-100 FormPanel 和 Action 类的配合

图 7-101

图 7-102

Action 层完成数据解析操作

BasicForm 层完成设置值操作

以上是大致的处理过程，在第 9 章中将会给出 FormPanel、BasicForm、Action 这 3 个
组件之间的配合关系和详细的源码分析。

7.5.3 Store 对 Record 的管理
5.2 节中分析了 Record 类的用法和基本实现思路，相对来说 Record 还是一个比较单纯
的类。在 Store 组件中，Store 本身充当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它会命令 DataProxy 去获取数
据、协调 DataReader 把数据解析成 Record，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对内部存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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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进行管理。
由于 Store 的特性和数据库表非常类似，那么这里就和数据库表一一对照，来解析它
是如何对内部的记录进行管理的。

7.5.3.1 过滤记录——where
在 SQL 语句中，我们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对记录进行过滤。当然，还可以通过 and
连接多个过滤条件。比如：
SELECT U.*
FROM TABLE_USER U
WHERE U.AGE < 23
AND U.GENDER = 'FEMALE'

与数据表的 Select 语句类似，从 Store 里面把符合条件的 Record“过滤”出来也是常
见的需求之一。因此，Store 提供了一系列工具方法，可以用来对记录进行过滤，这个系列
的方法有 filter()、filterBy()、find()、findBy()、findExact()、indexOf()、indexOfId()、getAt()、
getById()、getRange()。
在这一系列的方法中，filterBy 这个工具函数处在比较基础的地位，其他工具函数或多
或少都是基于它来实现的。
例 7.35 使用 filter 进行单条件过滤和多条件联合过滤。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25,'1985-04-02','我不告诉你'],
['漠漠',26,'1984-04-02','我不告诉你'],
['月光漠利亚',27,'1983-04-02','我不告诉你'],
['桃花岛|漠漠',28,'1982-04-02','我不告诉你']
];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store:store,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name'},
{header:'年龄',dataIndex:'age'},
{header:'出生日期',dataIndex:'date'},
{header:'地址',dataIndex:'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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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单条件过滤
*/
var singlFn=function(){
var val=Ext.getCmp('name').getValue();
if(!val){
store.clearFilter();
return;
}
store.filter('name',val,true,true);
}
/**
* 多条件联合过滤
*/
var multiFn=function(){
var name=Ext.getCmp('name').getValue();
var age=Ext.getCmp('age').getValue();
store.filter([
{property:'name',value:name,anyMatch:true,caseSensitive:true},
{property:'age',value:age}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过滤记录',
width:600,
height:4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xtype:'label',
text:'姓名：'
},
{
id:'name',
xtype:'textfield',
width:80
},
{
xtype:'label',
text:'年龄：'
},
{
id:'age',
xtype:'textfield',
width:80
},
{
text:'按姓名过滤',
handler:singlFn
},
{
text:'联合过滤',
handler:multi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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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xt:'重置',
handler:function(){
store.clearFilter();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03 和图 7-104 所示。

图 7-103

界面效果

图 7-104

多条件联合过滤

解析：
为了测试多条件过滤还有中文过滤的支持，改了一下测试数据。
从功能来说，以上代码已经完全实现了我们期望的功能。但是，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
这种实现从代码到界面都给人非常“死板”的感觉。现在是两个过滤条件，相当于使用两
个“关键词”对记录进行匹配，这就使用了两个文本框。如果要进行 4 个“关键词”匹配
呢？如果我不想知道 Store 里那些 Record 到底有哪些属性名，我就是想像 Google 那样，
就一个文本框，然后去模糊匹配，该怎么办？显然我们需要更强大的过滤工具，请继续以
下的强大工具学习。
例 7.36 filterBy()实例解析。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3',27,'1984-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4',28,'1983-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5',29,'1982-04-02','我不告诉你']
];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352

第 7 章 Ext 的数据和缓存架构
{name:'addr'}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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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过滤函数
*/
var filterFn=function(){
var val=Ext.getCmp('value').getValue();
if(!val){
store.clearFilter();
return;
}
store.filterBy(function(record,id){
if(record.get('age')==val){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过滤记录',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xtype:'label',
text:'年龄等于：'
},
{
id:'value',
xtype:'textfield',
width:120,
enableKeyEvents:true,
listeners:{
'keyup':filterFn
}
}
]
})
win.sh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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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图 7-105 和图 7-106 所示。

图 7-105

界面效果

图 7-106

按年龄过滤

解析：
代码虽多，实际上的精华其实只有下面这几行：
store.filterBy(function(record,id){
if(record.get('age')==val){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核心中的核心，就是以上加粗的部分，这是需要开发者自己编写的一个过滤规则函数。
来对照一下 API 中对 filterBy 的描述，如图 7-107 所示。

图 7-107

filterBy 函数详细说明

例 7.37 火力加强版，实现模糊匹配。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25,'1986-04-02','我不告诉你'],
['漠漠',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月光漠利亚',27,'1984-04-02','我不告诉你'],
['桃花岛|漠漠',28,'1983-04-02','我不告诉你']
];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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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addr'}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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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过滤函数
*/
var filterFn=function(){
var val=Ext.getCmp('value').getValue();
if(!val){
store.clearFilter();
return;
}
val=String(val).trim().split(" ");
store.filterBy(function(record,id){
var data=record.data;
for(var p in data){
var prop=String(data[p]);
for(var i=0;i<val.length;i++){
//构造正则表达式
var matcher=val[i];
var er = Ext.escapeRe;
matcher = String(matcher);
matcher = '^' + er(matcher);
matcher=new RegExp(matcher);
//对记录的所有属性进行匹配
if(matcher.test(prop)){
return true;
}
}
}
return false;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过滤记录',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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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value',
xtype:'textfield',
width:120,
enableKeyEvents:true,
listeners:{
'keyup':function(){
store.clearFilter();
}
}
},
{
text:'搜索',
handler:filterFn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08 所示。
解析：
相当不错的模糊匹配，关键词以空格分隔。这
个代码还可以做一些细致的考虑：比如对输入的内
容，是否可以直接支持一些指令？就像在 Google
中搜索“tq 北京”可以搜索天气预报。直接支持正
则表达式？反正上面的例子实现中是预先把和正
则相关的元字符都过滤掉了的。总之，理解这一机
制之后，构造更绚丽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

图 7-108

模糊匹配

7.5.3.2 where 机制的实现
filter 系方法的协作关系如图 7-109 所示。
这里面位于倒数第二的工具方法 queryBy 是 Store 定义的一个私有方法，代码非常简
单，不妨抢先一观：
queryBy : function(fn, scope){
var data = this.snapshot || this.data;
return data.filterBy(fn, scope||this);
}

这里面 data 的类型是我们已经熟悉的 MixedCollection，snapshot 这个属性是一个纯动
态属性，用来存储过滤出来的记录“快照”。为什么还要搞这么个快照来存储过滤出来的
结果呢？对照以上单条件过滤的效果图，如图 7-110 所示。
当我们输入“25”之后，Store 对内部的记录进行了过滤，你会发现，那些不符合条件
的记录在界面上“消失”了。但是，这些不符合条件的记录并没有从 Store 内部删除掉，而
是先把符合条件的记录缓存到快照 snapshot 中，然后把 Store 的 data 属性设置为这份快照。
为什么要使用“快照”的方式实现这一功能，而不是直接从 Store 中把不符合条件的
记录删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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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的把数据删掉，清除过滤条件之后岂不是要让 Store 重新加载一
次数据？这种做法的效率就实在太差了。

图 7-109

过滤功能中的方法调用关系

图 7-110

单条件过滤

为什么要用“纯动态”属性 snapshot 来缓存数据？
我们知道 JS 对象的属性都是动态的，想要的时候可以直接通过“.”操作符进行赋值，
不再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 delete 操作符删除掉。在对数据进行“过滤”之后，快照中存储
的符合条件的记录副本，这份“快照”随时可能因为“再次执行过滤”或者“清除过滤”
而发生变化。因此，snapshot 这个属性设计成“纯动态”属性是非常合适的！
再看上面的 filterBy：
filterBy : function(fn, scope){
this.snapshot = this.snapshot || this.data;
this.data = this.queryBy(fn, scope||this);
this.fireEvent('datachanged', this);
}

也比较简单，直接略过。
最后是最复杂的 filter：
filter : function(property, value, anyMatch, caseSensitive, exactMatch){
if (Ext.isObject(property)) {
property = [property];
}
if (Ext.isArray(property)) {//关键点 1
var filters = [];
for (var i=0, j = property.length; i < j; i++) {
var filter = property[i],
func
= filter.fn,
scope = filter.scope || this;
if (!Ext.isFunction(func)) {//关键点 2
func = this.createFilterFn(filter.property, filter.value,
filter.anyMatch,
filter.caseSensitive, filter.exactMatch);
}
filters.push({fn: func, scope: scope});
}
var fn = this.createMultipleFilterFn(filters);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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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fn = this.createFilterFn(property, value, anyMatch,
caseSensitive, exactMatch); //关键点 3
}
return fn ? this.filterBy(fn) : this.clearFilter();//关键点 4
}

关键点 1：这个分支进行多条件联合过滤。回顾一下多条件过滤的例子吧：
var multiFn=function(){
var name=Ext.getCmp('name').getValue();
var age=Ext.getCmp('age').getValue();
store.filter([
{property:'name',value:name,anyMatch:true,caseSensitive:true},
{property:'age',value:age}
]);
}

这段实现没什么神奇的，需要注意的是 Ext 定义的这些属性名。
关键点 2：根据 API 的描述，filter 还可以接受函数型的参数，比如还可以写成这样：
store.filter([
{property:'name',value:name,anyMatch:true,caseSensitive:true},
{ fn : function(record) { return record.get('age') == 24 }, scope: this }
]);

这就是为什么 filter 的源码实现里面会出现对 filter.fn 这些属性的容错处理的原因。
关键点 3：这个分支是单条件过滤。回想一下，在对 Store 中的记录进行过滤的过程
中，什么最重要？当然是过滤函数。Ext 这里提供了一个工具方法 createFilterFn，用它来
根据对应的配置项创建过滤函数。来品一品这个内部工具函数：
createFilterFn : function(property, value, anyMatch, caseSensitive,
exactMatch){
if(Ext.isEmpty(value, false)){
return false;
}
value = this.data.createValueMatcher(value, anyMatch, caseSensitive,
exactMatch);
return function(r) {
return value.test(r.data[property]);
};
}

它 又 调 用 了 this.data.createValueMatcher， 我 们 知道 Store 的 data 属 性的类 型 是
MixedCollection。MixedCollection 的 createValueMatcher 工具函数用来动态构建过滤正则。
关键点 4：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调用了 filterBy 进行数据过滤操作。别看 return 之前
的代码很多，但是核心目的只有一个：根据条件构造出一个过滤函数。有这个核心目的为
指导，无论怎么绕圈圈，对代码整体方向上的把握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以上是 filter 系方法的所有实现机制，再来看 find 系方法的实现。请看如图 7-111 所示
的源码截图。
可以看到，find 系的方法全部是调用 data 的对应方法进行操作。我们知道 data 的类型
是 Ext 自己定义的 MixedCollection，对于 MixedCollection 中工具方法的分析在前面已有进
行，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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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1

Store 的 find、findExact、findBy 工具函数

7.5.3.3 记录排序——order by
先看两条 SQL 语句：
SELECT U.USER_NAME,U.AGE
FROM USER U
WHERE U.USER_ID=?
ORDER BY U.USER_NAME ASC
SELECT U.USER_NAME,U.AGE
FROM USER U
WHERE U.USER_ID=?
ORDER BY U.AGE,U.USER_NAME DESC

第 1 条语句根据用户名进行排序，第 2 条语句首先根据用户年龄进行排序，年龄相同
的记录再根据用户名进行排序。第 1 种是单条件排序，第 2 种是多条件联合排序。在 Ext 3.0
之前的版本中，Store 只支持单条件排序，后期的版本扩展了联合排序。先熟悉使用方法，
然后解析源码实现。
例 7.38 单条件排序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25,'1986-04-02','我不告诉你'],
['漠漠',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月光漠利亚',27,'1984-04-02','我不告诉你'],
['桃花岛|漠漠',28,'1983-04-02','我不告诉你']
];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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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store:store,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name'},
{header:'年龄',dataIndex:'age'},
{header:'出生日期',dataIndex:'date'},
{header:'地址',dataIndex:'addr'}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排序',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text:'按姓名排序',
handler:function(){
store.sort('name','desc');
}
},
{
text:'按年龄排序',
handler:function(){
store.sort('age','asc');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12 和图 7-113 所示。

图 7-112

按姓名排序

例 7.39 多条件联合排序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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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穷秋',25,'1986-04-02','我不告诉你'],
['漠漠',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月光漠利亚',27,'1984-04-02','我不告诉你'],
['桃花岛|漠漠',28,'1983-04-02','我不告诉你']
];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store:store,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name'},
{header:'年龄',dataIndex:'age'},
{header:'出生日期',dataIndex:'date'},
{header:'地址',dataIndex:'addr'}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多条件排序',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text:'联合排序[姓名、年龄、降序]',
handler:function(){
store.sort(
[
{field:'name',direction:'asc'},
{field:'age',direction:'desc'}
],
'desc');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14 所示。
解析：
代码很简单，神奇的是，Ext 会根据传递参数的不同自己决定是采用单条件排序还是
采用多条件联合排序，请关注以上两例中加粗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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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4

多条件联合排序

7.5.3.4 order by 机制的实现
先从整体上概览一下这些方法之间的调用关系，如图 7-115 所示。

图 7-115

排序功能函数之间的协作关系

可以看到，在 Store 中与排序特性相关的方法有 createSortFunction、getSortState、
multiSort、setDefaultSort、singleSort、sort，这些是 public 出来可供开发者使用的；还有内
部的 applySort、sortData。一共涉及 8 个方法，阵势貌似很强大，不过不用害怕，我们先
理清楚它们之间的协作关系，然后再逐一击破。从我们一贯的经验看，在一个“系列”的
工具方法中，会有一个或者两个方法起到“内核”的作用，其他方法都是架构在这一两个
“内核方法”之上的，会或多或少地调用“内核”来实现相应的功能。
这里面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私有方法 sortData，等一会儿从代码量上也可以看出来。
sortData 最终还是会调用 Store 中 data 属性的 sort 方法完成实际的排序操作。我们已经知
道 Store 的 data 属性的类型是 MixedCollection，也就是说，Store 的排序操作最终其实还是
由组件 MixedCollection 来实际完成的。
首先来理解位于核心位置的 sortData 方法，只要攻破这个函数，其他周边的工具都会
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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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sortData : function() {
//关键点 1
var sortInfo = this.hasMultiSort ? this.multiSortInfo : this.sortInfo,
direction = sortInfo.direction || "ASC",
sorters
= sortInfo.sorters,
sortFns
= [];
//关键点 2
if (!this.hasMultiSort) {
sorters = [{direction: direction, field: sortInfo.field}];
}
for (var i=0, j = sorters.length; i < j; i++) {
sortFns.push(this.createSortFunction(sorters[i].field,
sorters[i].direction));
}
if (sortFns.length == 0) {
return;
}
//关键点 3
var directionModifier = direction.toUpperCase() == "DESC" ? -1 : 1;
var fn = function(r1, r2) {
var result = sortFns[0].call(this, r1, r2);
if (sortFns.length > 1) {
for (var i=1, j = sortFns.length; i < j; i++) {
result = result || sortFns[i].call(this, r1, r2);
}
}
return directionModifier * result;
};
//关键点 4
this.data.sort(direction, fn);
if (this.snapshot && this.snapshot != this.data) {
this.snapshot.sort(direction, fn);
}
}

关键点 1：完成 3 项准备工作：
（1）确定排序参数，按照对象的哪个字段进行排序？
（2）确定排序的方向，升序还是降序？
（3）创建排序函数，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函数，可以接受两个对象 a 和 b，然后比较出
哪个对象更大。
前两项操作都与 Store 的 sortInfo 这个属性相关。在前文中曾经提到，Store 的 sortInfo
属性是一个动态创建的属性，因此必须熟悉这个结构体的参数项。对于单条件排序，一个
sortInfo 的典型结构是这样的：{filed:'userName',direction:'ASC'}；联合排序的 sortInfo 结构稍
显复杂：{[{field:'userName',direction:'ASC'},{field:'age',direction:'ASC'}],direction:'DESC'}。如
果想要 Store 在加载完数据之后立即按照指定的规则进行排序，可以在 new Store 的时候直
接指定 Store 的 sortInfo 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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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store=new Ext.data.Store(
sortInfo:{field:'name',direction:'ASC'}
//…其他代码
)

关键点 2：在本章第 1 节示例过原生 Array 的排序操作，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提
供一个比较函数。比较函数的典型写法如下：
var compareFn=function(a,b){
if(a>b){
return 1;
}
if(a<b){
rerutn -1;
}
return 0;
}

Store 在内部提供了一个 createSortFunction 方法用来创建比较函数，这个函数会根据
所传递的参数情况返回不同的函数闭包。
createSortFunction: function(field, direction) {
direction = direction || "ASC";
var directionModifier = direction.toUpperCase() == "DESC" ? -1 : 1;
var sortType = this.fields.get(field).sortType;
return function(r1, r2) {
var v1 = sortType(r1.data[field]),
v2 = sortType(r2.data[field]);
return directionModifier * (v1 > v2 ? 1 : (v1 < v2 ? -1 : 0));
};
}

关注一下最后 return 的这个函数，这是典型的函数闭包写法，在第 4 章第 4 节对函数
闭包有详细的分析。如果你对这种代码还感觉到陌生，请跳到对应小节再温习一下功课。
这个函数闭包可以接受两条记录 r1、r2 作为参数，然后通过 Record.data[filed]提取出需要
排序的属性值进行比较即可。至于对升序和降序的处理，首先把字符串"ASC"/"DESC"转
换成数值，然后通过乘法运算影响一下最终的比较结果。对升序和降序的处理，是把业务
逻辑转换成数学运算的最好例子。
关 键 点 3 ： 我 们 知 道 最 终 会 把 排 序 操 作 提 交 给 MixedCollection 去 完 成 ， 对 于
MixedCollection 来说，排序操作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确定一个“比较函数”。只有知道按照
何种标准，或者说对象的哪个属性去比较哪个对象更大，才能最终确定对象的顺序。每个
Record 对象都有很多“面”
，到底需要 show 哪一“面”必须由开发者自己去把握。对于
sortData 方法来说，最关键的操作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构造出这个比较函数。
对于单条件排序我想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对于多条件联合排序心里会有点
发怵。其实这里联合排序的实现思路也很简单，比如我首先要对用户名进行排序，然后用
户名相同的再根据年龄排序，如何去实现呢？Ext 这里的思想很简单，首先对用户名排序，
获得一个排序后的结果集，然后对这个结果集再次按年龄排序。这就是 fn 这个排序函数里
面 for 循环在做的事情。
关键点 4：这一步就简单了，比较函数已经创建完毕，提交给 MixedCollection 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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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吧！最终再对 snapshot 这份数据快照进行排序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忘记的话，应该知
道 snapshot 是过滤功能中用来缓存过滤数据的一个结构。
解析完代码最多的 sortData 函数，上层那些主调函数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留一点空
间给读者自己去探索吧。

7.5.3.5 从设计角度“品味”排序特性
我们多次强调了 Ext“站在自己肩膀上”的设计思路，这里我们再次见识了这一思想的
威力。Store 的 sortData 方法自己并不会去进行实际的排序操作，它完成了一些必须的周边
工作：容错处理、解析排序信息 sortInfo、建立排序函数 fn 等，最终把排序的重任提交给已
经实现的 MixedCollection 去完成。这种设计思路从框架这个层面上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代码
的“复用”
，无论对于节省开发成本，还是对于压缩代码规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
们知道对于 JavaScript 框架来说，代码规模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如果没有这样的“复用”
机制，必然会造成大量重复相同代码的状况，那些重复的代码会让框架显得异常“臃肿”
。
一般情况下，体积越大，整体的运行效率会越差，出现 Bug 的概率也会急剧上升。
另外一个重要的设计思想是“单入口特性”
。虽然 Ext 采用了多个工具函数来支持排
序这项功能，但是开发者并不需要“记住”众多的函数名称，只要知道有一个 public 的 sort
方法即可。sort 会根据传递的参数，在内部决定使用单条件排序还是使用联合排序。在 Ext
中，随处可见这种“单入口”特性，方法虽然很多，但是使用者只要知道一个入口就可以
“包打天下”
，这种特性可以保证使用框架的初学者快速上手。在如今的技术环境下，各种
框架层出不穷，框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状况极大地推动了整体的技术进步，但是
对于开发者也造成了相当多的困扰，我们总是要马不停蹄地学习新的东西，而且需要快速
适应不同框架的“脾气”和“特性”。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一种框架能够保证开发者只要
记得“极少”的内容就可以上手进行编码，无疑会具有极大的优势。
如果你正在设计或者打算设计一套自己的脚本框架，不妨借鉴一下这两个设计思路，
或许这会让你的框架使用者更加疯狂地迷恋你。当然，如果你的软件工程理论扎实，也可
以上升到理论的层次，比如在“高内聚、松耦合”
、
“扇入扇出”等方面来考察一下这里的
源码。如此细细品味一番，必定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

7.5.3.6 记录分组——group by
在对排序的分析中，我们对照了这样一条 SQL 语句：
SELECT U.USER_NAME,U.AGE
FROM USER U
WHERE U.USER_ID=?
ORDER BY U.USER_NAME DESC

我们知道，在 SQL 中，还有一个最常用的 GROUP BY 操作。比如上面的语句，还要
求对用户名进行“分组”操作，那么语句就变成了这样：
SELECT U.USER_NAME, MAX(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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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SER U
WHERE U.USER_ID = ?
ORDER BY U.USER_NAME DESC
GROUP BY U.USER_NAME

前文有述，Store 实际上是一种“前台数据表”
，因此对“数据分组”操作的支持应当
是题中之义。Ext 为 Store 定义了一个子类 GroupingStore，专门用来支持分组功能。
GroupingStore 定义了一个工具函数 groupBy，外部代码可以调用它完成数据分组功能。
例 7.40 数据分组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漠漠',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月光漠利亚 1',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月光漠利亚 2',27,'1984-04-02','我不告诉你'],
['桃花岛|漠漠',28,'1983-04-02','我不告诉你']
];
var store = new Ext.data.GroupingStore({
reader: new Ext.data.ArrayReader({}, [
{name:'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data:data,
sortInfo:{field:'name',direction: "ASC"},
groupField:'age'
});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store:store,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name'},
{header:'年龄',dataIndex:'age'},
{header:'出生日期',dataIndex:'date'},
{header:'地址',dataIndex:'addr'}
],
view: new Ext.grid.GroupingView({
forceFit:true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数据分组',
width:600,
height:4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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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按年龄分组',
handler:function(){
store.groupBy('age',true);
}
},
{
text:'清除分组',
handler:function(){
store.clearGrouping();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16 和图 7-117 所示。

图 7-116

按年龄分组

图 7-117

清除分组

解析：
关键代码是以上加粗的部分。可以看出，关键的代码并不多，但是出来的界面却显得
很“丰盛”
。

7.5.3.7 group by 机制的实现
还是先从整体上把握一下工具函数之间的调用关系，如图 7-1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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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8

分组功能函数之间的协作关系

我们知道 GroupingStore 是 Store 的一个子类，从图 7-118 可以看出，GroupingStore 通
过重写父类的 sort 方法，在原有的 sort 基础上增加了对分组特性的支持，然后再利用父类
已经实现的“联合排序”特性来完成数据分组操作。从这个层面上说，Ext 把“数据分组”
这个操作看成了一种特殊的“联合排序”
。
groupBy : function(field, forceRegroup, direction) {
direction = direction ? (String(direction).toUpperCase() == 'DESC' ?
'DESC' : 'ASC') :
this.groupDir;
if (this.groupField == field && this.groupDir == direction
&& !forceRegroup){
return;
}
sorters = this.multiSortInfo.sorters;
if (sorters.length > 0 && sorters[0].field == this.groupField) {
sorters.shift();
}
this.groupField = field;
this.groupDir = direction;
this.applyGroupField();
var fireGroupEvent = function() {
this.fireEvent('groupchange', this, this.getGroupState());
};
if (this.groupOnSort) {
this.sort(field, direction);
fireGroupEvent.call(this);
return;
}
if (this.remoteGroup) {
this.on('load', fireGroupEvent, this, {single: true});
this.reload();
} else {
this.sort(sorters);
fireGroupEvent.call(this);
}
}
sort : function(fieldName, dir) {
if (this.remoteSort) {
return Ext.data.GroupingStore.superclass.sort.call(this,
fieldName, 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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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sorters = [];
if (Ext.isArray(arguments[0])) {
sorters = arguments[0];
} else if (fieldName == undefined) {
sorters = [this.sortInfo];
} else {
var field = this.fields.get(fieldName);
if (!field) return false;
var name
= field.name,
sortInfo
= this.sortInfo || null,
sortToggle = this.sortToggle ? this.sortToggle[name] : null;
if (!dir) {
if (sortInfo && sortInfo.field == name) {
dir = (this.sortToggle[name] || 'ASC').toggle('ASC', 'DESC');
} else {
dir = field.sortDir;
}
}
this.sortToggle[name] = dir;
this.sortInfo = {field: name, direction: dir};
sorters = [this.sortInfo];
}
if (this.groupField) {
sorters.unshift({direction: this.groupDir, field: this.groupField});
}
return this.multiSort.call(this, sorters, dir);
}

忽略其他代码，看到最后的这一句：
else {
this.sort(sorters);
fireGroupEvent.call(this);
}

也就是说，所谓的分组，最终是使用一组排序来实现的，之前的一大堆代码都是在整
理排序规则。
从数据结构操作方面看，这里没有太多神奇的地方，只是通过整理和变换，最终把“分
组”弄成了“排序”而已。再看一眼上面的例子，单击“按年龄分组”和“清除分组”两
个按钮之后，出来的视图完全不同。因此，从 MVC 的角度考察，这里不仅涉及 M 层的数
据结构变换，还涉及 View 层可视界面的变化。在本章开始曾经说过：只有好的数据结构，
才能支撑起好的可视界面。这句话并没有偏向性，不是说数据结构重要，界面不重要。从
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如果不给 GridPanel 配置一个：
view: new Ext.grid.GroupingView({
forceFit:true
})

那么即使使用 GroupingStore 来进行数据处理，仍然出不来分组效果的界面。只有
GroupingStore 和 GroupingView 珠联璧合，
GridPanel
才能最终产生一个好的分组界面。
那么，
和界面 GroupingView 及默认的 GridView 之间是如何配合的呢？其运作机制是怎么样的
呢？在第 9 章第 4 节中将会进行细致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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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8 提交和回滚——commit/rollback
Store 的提交和回滚类似于数据库中的 commit、rollback，当客户端修改了一条 Record
的属性之后，这条 Record 记录和后台数据库中的实际数据就不一致了，此时的 Record 对
象就成了“脏数据”
。
例 7.41 修改、提交和回滚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男','1986-04-02'],
['大漠穷秋 2',26,'女','1985-04-02'],
['漠漠',26,'其他','1985-04-02'],
['月光漠利亚 1',26,'男','1985-04-02'],
['月光漠利亚 2',27,'女','1984-04-02'],
['桃花岛|漠漠',28,'其他','1983-04-02']
];
var store = 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name',type:'string'},
{name:'age',type:'int'},
{name:'gender'},
{name:'joinDate',type:'date',dateFormat:'Y-m-d'}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Editor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store:store,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name',
editor: new Ext.form.TextField({
allowBlank: false
})
},
{header:'年龄',dataIndex:'age',
editor:new Ext.form.NumberField({
allowBlank: false,
allowNegative: false,
maxValue: 100
})
},
{header:'性别',dataIndex:'gender',
editor:new Ext.form.ComboBox({
typeAhead:true,
triggerAction:'all',
/**
* combo 要使用的数据已经隐藏在 EditorRecord.html 中
* 格式是这样的：
* <select name="gender" id="gender" style="display: none;">
*
<option value="男">男</option>
*
<option value="女">女</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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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 value="其他">其他</option>
* </select>
*/
transform:'gender',
lazyRender: true
})
},
{header:'加入日期',dataIndex:'joinDate',
renderer: function(value){
return value?value.dateFormat('Y-m-d'):'';
},
editor: new Ext.form.DateField({
format: 'Y-m-d',
minValue: '2006-01-01',
disabledDays: [0,6],
disabledDaysText:'不能选择此日期'
})
}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数据编辑',
width:600,
height:4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text:'提交更改',
handler:function(){
store.commitChanges();
}
},
{
text:'回退所有变更',
handler:function(){
store.rejectChanges();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19～图 7-1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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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9

图 7-121

界面效果

图 7-120

数据更改后的界面提示

图 7-123

图 7-122

修改记录

下拉框

日期编辑器

解析：
Ext 提供了一个 EditorGrid 用来支持对记录进行编辑的功能。代码稍显烦琐，必须对
表 格 中 的 每 一 列 配 置 一 个 editor 。 Store 提 供 了 两 个 工 具 方 法 commitChanges() 、
rejectChanges()，分别用来提交、回退对 Record 的改动。这些操作与数据库操作是如此相
似，让人忍不住想给这两个方法起两个别名，分别为 commit()和 rollBack()。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Record 这里的 commit 只会把修改提交到“前台数据表”Store
中，而不会自动同步到数据库中。
从界面效果来说，Ext 的 EditorGridPanel 显得相当华丽，尤其是在表格中编辑下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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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期，用起来是那么得心应手。还有对数据状态的小标志，比如编辑过后的单元格会在
左上角显示一个小红三角。
这些细节的处理让 Ext 的整个 UI 界面显得非常精致，在其他 JavaScript 框架或者 RIA
技术中，是非常少见的。这里并没有褒奖 Ext 而贬低其他框架的意思，事实上笔者曾经尝
试过很多的前端 RIA 框架，能做到像 Ext 这样调用起来非常舒服的，确实不多，这也是笔
者为什么一直坚持研究 Ext 源码的原因之一。

7.5.3.9 commit/rollback 机制的实现
Store 作为神教教主，它把一些棘手的事情分派给光明左使和光明右使去完成，而自己
只负责管理神教的人事事务。因此，教众 Record“加入”、
“退出”神教、属性变更等事件
都必须通知教主批准。
按照多年治教经验，教主一般会配备两本花名册：第一本用来记录本教所有 Record
的引用。这本花名册名叫 data，类型是 MixedCollection；另一本专门用来记录最近发生变
更的 Record 引用。这本花名册名叫 modified，类型是原生的 Array。
每当一条记录的属性发生变化之后，它的引用就会被记录到 modified 这个名单中，然
后提交给 Store 审批。如果 Store 审批通过，可以调用 commitChanges()让所有变更正式生
效；否则可以调用 rejectChanges()把记录回退到原来的状态。从如图 7-124 所示的协作关
系图也可以看出，对 Record 的修改、提交、回滚都是围绕 modified 这份花名册进行的。
如图 7-125 所示为把数据变更通知所属的 Store。

图 7-124

提交、回滚功能方法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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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5

把数据变更通知所属的 Store

如 果 需 要 在 表 格 中 编 辑 数 据 记 录 ， 一 般 会 使 用 EditorGridPanel 组 件 。 使 用
EditorGridPanel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需要为每一列指定一个编辑器。当我们双击一个单元
格编辑完 Record 之后，editor 就会调用当前 Record 的 afterEdit 方法，然后 Record 会继续
调用所属 Store 的 afterEdit 方法。根据 Ext 的设计，Store 和 Record 互相持有对方的引用。
因此通过 Record 调用所属 Store 的方法没有任何悬念，editor 则通过 Store 获取当前正在编
辑记录的引用。
Store.afterEdit 比较简单，把发生变更的 Record 记录到 modified 这份花名册中去，然
后触发一个 update 事件，如图 7-126 所示。

图 7-126 Store 的 afterEdit 处理函数

以上过程是我们编辑记录的时候自动完成的。
在编辑完数据之后，我们可以调用 Store.commitChanges()方法提交更改，或者通过
Store.rejectChanges()方法回退变更。从上面的协作图可以看出，当我们调用这两个方法时，
Store 就会去遍历 modified 这个数组，
然后对其中的每一条记录调用 commit 或者 reject 方法。
当 Record 完成 commit 或者 reject 之后，
会回调一下 Store 的 afterCommit 和 afterReject。
这两个方法所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从 modified 数组中删掉对应的记录，然后发出对应
的事件即可，请看如图 7-127 所示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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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7

afterReject、afterCommit

以上就是在 Store 中编辑 Record、提交变更、回滚的整体运作思路。那么 Record 这个
类是如何实现 commit 和 reject 的呢？请看核心实现代码：
commit : function(silent){
this.dirty = false;
delete this.modified;
this.editing = false;
if(silent !== true){
this.afterCommit();
}
}

很简单，把标志位 dirty 设置为 false，然后把 modified 属性删除掉：
reject : function(silent){
var m = this.modified;
for(var n in m){
if(typeof m[n] != "function"){
this.data[n] = m[n];
}
}
this.dirty = false;
delete this.modified;
this.editing = false;
if(silent !== true){
this.afterReject();
}
}

设计思路依然和 Store 类似，Record 也有一个名为 data 的属性，用来存储 Record 的字
段和值。Record.data 类型还是{}，而 Store.data 类型比较复杂，它是神器 MixedCollection。
看看 Record 是如何“回退”数据的。看一下以上代码中加粗的 for 循环，是不是很简单？
用 modified 中记录的东西重新覆盖 data 完事。接着是例行处理，不多解释。
怎么样？“提交”和“回滚”操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吧？对照你手头的 Ext 源
码再仔细品味品味吧。

7.5.3.10 从设计层面“品味”Store 的核心特性
通过本节的分析，你一定深入理解了 Store 的“前台数据表”特性，这里说一说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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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计和项目开发中建立“模型”的重要性。
请放松，
《Ext 江湖》是一本轻松的书，因此，请放松，不必因为“模型”这两个汉字
而神经紧张。这里说的“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思维支撑点，或者说是一种思考问
题的角度。
比如对于 Ext.data.Store 这个类，如果你对照数据库表的相关操作，把它就当做“前台
数据表”
，那么你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通过“前台数据表”这个视角，你可以利
用已经学过的知识来理解 Store 的特性：过滤 Record 就相当于 where 条件，排序就相当于
order by，分组视图就相当于 group by，修改/回退 Record 就相当于 commit 和 rollback 操
作„„
通过这种“知识迁移”
，你付出的学习成本会大幅降低，而且知识体系、思维连贯性
会得到大幅度增强，这就是“模型”的力量！在开发项目的过程中，就着某个问题、某个
组件，如果也能找到类似这种“模型”
，肯定能大幅提升设计和开发效率，同时也能让你
的搭档、你的用户更容易理解你的思路。
在阅读代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Store 对于数据的关键操作有 4 个：过滤、排序、分组、
提交和回滚。对于数据分组操作，Ext 定义了一个特殊的子类 GroupingStore，过滤和排序
操作则都是在 Store 中自己完成的。从模块化的角度来说，过滤、排序、分组、提交和回
滚这 4 类操作应当代理到其他数据操纵类中去，从而形成如图 7-128 所示的协作结构。

图 7-128

更合理的设计架构

从 Store 中把过滤、排序和分组 3 项重要的数据操作都切分出去之后，整体的设计逻
辑会更加清晰，而且连 GroupingStore 这个比较尴尬的子类都不需要了，只要给 Store 配置
一个“数据分组器”
，Store 就具备了对数据进行分组的功能。这也是众多框架对数据缓存
的通用架构模型，相信 Ext 在后续版本升级中一定会优化这部分的设计。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全景式地解析了 Store 对内部数据记录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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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DataProxy
7.5.4.1 DataProxy 系组件概述
上一节着重解析了 Store 对内部数据记录 Record 的管理策略，本节解决数据加载的问
题。如果没有人把数据加载到前台，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 Record，因此 DataProxy 才是劳
苦功高的幕后英雄。如图 7-129 所示为 DataProxy 继承关系。

图 7-129

DataProxy 继承关系

DataProxy 一共有 4 个子类，按照使用频率排序如下：HttpProxy、MemoryProxy、
ScriptTagProxy、DirectProxy。类如其名，HttpProxy 用来使用 Http 方式从服务端加载数据；
MemoryProxy 直接加载代码中直接定义的数据；ScriptTagProxy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代理，
它能跨域取数据；对于 DirectProxy 的内容，还是暂时不去涉及。
不要被 DataProxy 的名称吓倒，和其他系列的组件相比，DataProxy 系的组件其实是非
常温柔的，代码量也非常少。请看如图 7-130 所示的源码截图。

图 7-130

DataProxy 核心功能函数 request 和 doRequest

连同大量的注释一起，不过才区区 500 多行而已。从你专业的直觉来看，其核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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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应该是 request 和 doRequest 这两个。通过对 Ext 设计风格的进一步熟悉，你一定一眼
看出了 request 和 doRequest 的设计目的：request 是 public 接口，供开发者调用；doRequest
是 protected 函数，供具体的子类去实现。有了这样的整体把握，你的心里应该有数了，对
于 DataProxy 不同的子类，实际上只要覆盖超类 DataProxy 的 doRequest 方法实现自己特性
的加载方式即可，如图 7-131 所示。

图 7-131

request 调用 doRequest 完成请求

7.5.4.2 用法实例
1．HttpProxy
例 7.42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s=new Ext.data.JsonStore({
url:'HttpProxy.json', //Store 会自动使用此 url 创建 HttpProxy 对象
fields:['personName','personAge','date','addr'],
root:'rows'
})
ds.load();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store:ds,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personName'},
{header:'年龄',dataIndex:'personAge'},
{header:'出生日期',dataIndex:'date'},
{header:'地址',dataIndex:'addr'}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Http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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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32 所示。

图 7-132

使用 HttpProxy

解析：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Store 默认使用 HttpProxy 加载数据，如图 7-133 所示。

图 7-133 Store 的构造函数中创建 DataProxy

通过以上代码片段可以看出，在创建 Store 实例时，可以直接提供一个 url 配置项，Store
会在构造函数中把这个属性传递给 HttpProxy 的构造函数。因此，除非你要对 HttpProxy
做更细致的配置项处理，否则请不要写出这样的代码：
var store=new Store({
proxy:new HttpProxy({
url:'你的 ur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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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纯粹是不必要的，
只要把 url 传递给 Store，
人家会默认为你完成创建 HttpProxy
的操作，你又何苦硬是要自己默写一遍？
变换 HttpProxy 的 url。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临时设置 HttpProxy 的 url，比
如一开始需要让 Store 从 a.json 加载数据，然后后续所有操作都需要从 b.json 加载数据。由
于 Ext 各个版本之间对此机制的实现有差异，很多新手会为这个问题而烦恼。
例 7.43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store=new Ext.data.JsonStore({
url:'a.jsp',
root:'rows',
fields:[
{name:'userName',mapping:'personName'},
{name:'age',mapping:'personAge'},
{name:'date'},
{name:'addr'}
]
});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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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JsonStore',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text:'从 a.json 加载数据',
handler:function(){
store.proxy.setUrl('a.json');
store.load();
}
},
{
text:'从 b.json 加载数据',
handler:function(){
store.proxy.setUrl('b.json',true);
store.loa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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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不设置 url，直接 load',
handler:function(){
store.proxy.setUrl('b.json',true);
store.load();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34～图 7-136 所示。

图 7-134

图 7-135

从 a.json 加载数据

改成从 b.json 加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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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6

使用最后一次设置的 url

解析：
在第 3 次加载之前没有设置 url，store 还是从 b.json 加载数据。这是因为我们在调用
setUrl 的时候传递了第 2 个参数 true，传递了这个参数之后就“永久性”地修改了 proxy
的 url，而不是“临时加载”
。
在实际应用中，有些人喜欢用比较“暴力”的方法去进行此操作，比如写成这样：
store.proxy.url="b.json";

然后就会发现后续的操作还是从 a.json 加载数据。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因为
HttpProxy 内部有一个“临时 url 机制”
，或者说“url 缓存机制”
。来看 HttpProxy 的 setUrl
函数的源码：
setUrl : function(url, makePermanent) {
this.conn.url = url;
if (makePermanent === true) {
this.url = url;
this.api = null;
Ext.data.Api.prepare(this);
}
}

从源码可以发现，
“暴力”地修改 url 会和这个机制产生冲突，造成一些雷人的问题。
因此，在使用 Ext 的过程中，不要过多地“突破”组件本身设计的处理机制，以免引起不
必要的麻烦。
2．MemoryProxy
例 7.44 使用 MemoryProxy 直接解析代码中的数据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personName:'大漠穷秋 1',personAge:25,date:'1986-04-02',addr:'我不告诉你'},
{personName:'大漠穷秋 2',personAge:26,date:'1985-04-02',addr:'我不告诉你'},
{personName:'大漠穷秋 3',personAge:27,date:'1984-04-02',addr:'我不告诉你'},
{personName:'大漠穷秋 4',personAge:28,date:'1983-04-02',addr:'我不告诉你'},
{personName:'大漠穷秋 5',personAge:29,date:'1982-04-02',addr:'我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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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store=new Ext.data.JsonStore({
proxy:new Ext.data.MemoryProxy(),
fields:[
{name:'userName',mapping:'personName'},
{name:'age',mapping:'personAge'},
{name:'date'},
{name:'addr'}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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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MemoryProxy',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37 所示。

图 7-137 MemoryProxy 加载数据

解析：
JsonStore 默认使用 HttpProxy 从远程服务端加载数据，这里手动强制把它的 proxy 配
置项改成了 MemoryProxy，这样就可以直接加载在代码中直接定义的数组了。当然，可以
把测试数据直接赋值给 store 的 data 属性，而无须使用 store.loadData 方法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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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criptTagProxy
Ext 的 examples 目录中提供了关于 ScriptTagProxy
使用 ScriptTagProxy 跨域获取数据。
的例子，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学习。该例文件路径：/ext-3.2.0/examples/grid/buffer.html。
注意，必须在你的 Tomcat 中运行，由于脚本需要访问位于 extjs.com 上的一个 PHP 文件，
还必须保证你能访问外网。
例 7.45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store = new Ext.data.Store({
remoteSort: true,
baseParams: {lightWeight:true,ext: 'js'},
sortInfo: {field:'lastpost', direction:'DESC'},
autoLoad: {params:{start:0, limit:500}},
proxy: new Ext.data.ScriptTagProxy({
url: 'http://extjs.com/forum/topics-browse-remote.php'
}),
reader: new Ext.data.JsonReader({
root: 'topics',
totalProperty: 'totalCount',
idProperty: 'threadid',
fields: [
'title', 'forumtitle', 'forumid', 'author',
{name: 'replycount', type: 'int'},
{name: 'lastpost', mapping: 'lastpost', type: 'date',
dateFormat: 'timestamp'},
'lastposter', 'excerpt'
]
})
});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renderTo: 'topic-grid',
width:700,
height:500,
frame:true,
title:'ExtJS.com - Browse Forums',
trackMouseOver:false,
autoExpandColumn: 'topic',
store: store,
columns: [new Ext.grid.RowNumberer({width: 30}),{
id: 'topic',
header: "Topic",
dataIndex: 'title',
width: 420,
renderer: renderTopic,
sortable:true
},{
header: "Replies",
dataIndex: 'replycount',
width: 70,
align: 'right',
sortable: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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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ast',
header: "Last Post",
dataIndex: 'lastpost',
width: 150,
renderer: renderLast,
sortable:true
}],
bbar: new Ext.PagingToolbar({
store: store,
pageSize:500,
displayInfo:true
}),
view: new Ext.ux.grid.BufferView({
rowHeight: 34,
scrollDelay: false
})
});
function renderTopic(value, p, record){
return String.format(
'<b><a href="http://extjs.com/forum/showthread.php?t={2}" target
="_blank">{0}</a></b><a href="http://extjs.com/forum/forumdisplay.
php?f={3}" target="_blank">{1} Forum</a>',
value, record.data.forumtitle, record.id, record.data.forumid);
}
function renderLast(value, p, r){
return String.format('{0}<br/>by {1}', value.dateFormat('M j, Y, g:i a'),
r.data['lastposter']);
}
});

运行效果如图 7-138 所示。

图 7-138 ScriptTagProxy 跨域获取数据

解析：
首先来看 ScriptTagProxy 的 API 文档说明，如图 7-1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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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9 ScriptTagProxy 描述文档

简单来说，这个类是用来跨域加载脚本文件的。那么，它是如何实现“跨域”的呢？
先看一下如图 7-140 所示的 ScriptTagProxy 源码截图，在 5.5 节中将会仔细研读其源码。

图 7-140 ScriptTagProxy 核心功能函数 doRequest

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在 HTML 文档中动态插入了一个<script> 标签，然后设置其 src
属性，诱使浏览器去加载目标 url。这一实现非常犀利。我们在第 6 章中曾经使用过这种方
式来动态加载 JS 文件。但是这里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重点在于获取目标 url 中的数据，
而不是 JS 文件，使用这种方式绕过浏览器的“同域限制”是比较常见的处理手段。众所
周知，如果使用 Ajax 请求，目标 url 必须和你的 Web 应用位于同一个域中，否则无法加载。
但是对于<script>标签的 src 属性，浏览器却没有做这种限制。
利用浏览器的这一特性绕过安全限制是非常有风险的一种操作，请慎重使用。关于如
何利用这一宽松的安全策略去做那种能让你感觉很开心的事情，请自行前往各大搜索引擎
搜索学习。同时《Ext 江湖》表示，对这种事情不负任何连带责任。
在以上例子中，http://extjs.com/forum/topics-browse-remote.php 这个 url 到底返回了什
么呢？请把这个 url 直接贴到你的地址栏中，然后按回车键，如图 7-1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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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1 ScriptTagProxy 获取到的数据

这也实在太乱了点，拷贝下来让 Spket 为我们自动格式化一下，如图 7-142 所示。
怎么样，看清楚了吧？一个简单的 JS 对象而已。它动态地插入了一个<script> 标签，
告诉浏览器：帮我加载一个 JS 文件吧！然后浏览器就傻呵呵地去访问 http://extjs.com/
forum/topics-browse-remote.php 这个 url 了，而实质上返回的却并不是 JS 代码，而是我们
所需要的 JSON 数据。当然，在阴谋得逞之后，ScriptTagProxy 很开心地把数据传递给
DataReader 去解析去了，而刚才动态创建的<script>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删除了事。
使用这种手法还能实现一些什么功能呢？比如说，你可以在后台把一副图片、一个文
件进行 Base64 编码，然后诱使浏览器去加载，如此等等。
ScriptTagProxy 的这种实现也就是所谓的 jsonp 协议的核心机制。

图 7-142

格式化后的 JSON 数据

7.5.4.3 源码解析
1．HttpProxy
HttpProxy 用来从远程服务端加载数据，来看它的 doRequest 是如何实现的：
doRequest : function(action, rs, params, reader, cb, scope, arg) {
//关键点 1
var o = {
method: (this.api[action]) ? this.api[action]['method'] :
undefined,
request: {
callback : cb,
scope :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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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 : arg
},
reader: reader,
callback : this.createCallback(action, rs),
scope: this
};
if (params.jsonData) {
o.jsonData = params.jsonData;
} else if (params.xmlData) {
o.xmlData = params.xmlData;
} else {
o.params = params || {};
}
this.conn.url = this.buildUrl(action, rs);
//关键点 2
if(this.useAjax){
Ext.applyIf(o, this.conn);
if (this.activeRequest[action]) {
}
this.activeRequest[action] = Ext.Ajax.request(o);
}else{
this.conn.request(o);
}
this.conn.url = null;
}

关键点 1：从以上加粗的代码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 HttpProxy 最终会使用 Ajax 加载
数据。因此，在实际提交 Ajax 请求之前，预先整理好请求参数非常有必要。
关键点 2：这里的代码也比较简单，利用上面整理好的请求参数提交请求即可。需要
注 意 的 是 if (this.activeRequest[action]) 这 个 判 断 ， Ext 当 前 并 没 有 实 现 这 里 的 逻 辑
（Ext3.2.0）
，只留下了一个 TODO，如图 7-143 所示。

图 7-143

源码中的有趣地方

不得不说，如果你仔细阅读源码，会发现更多具有娱乐性的代码和注释。
2．MemoryProxy
MemoryProxy 用来加载直接在 JS 代码中定义的数据：
Ext.data.MemoryProxy = function(data){
var api = {};
api[Ext.data.Api.actions.read] = true;
Ext.data.MemoryProxy.superclass.constructor.call(this, {
api: api
});
this.data = data;
};
Ext.extend(Ext.data.MemoryProxy, Ext.data.DataProxy, {
doRequest : function(action, rs, params, reader, callback, scope, arg) {
params = param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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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result;
try {
result = reader.readRecords(this.data);
}catch(e){
this.fireEvent("loadexception", this, null, arg, e);
this.fireEvent('exception', this, 'response', action, arg, null, e);
callback.call(scope, null, arg, false);
return;
}
callback.call(scope, result, arg, true);
}
});

在 创 建 MemoryProxy 实 例 的 时 候 必 须 把 数 据 预 先 传 递 进 来 ， MemoryProxy 的
doRequest 方法几乎没做什么事情，直接调用 reader 解析内部的 data 数据就可以了。
3．ScriptTagProxy
源码：
doRequest : function(action, rs, params, reader, callback, scope, arg) {
var p = Ext.urlEncode(Ext.apply(params, this.extraParams));
var url = this.buildUrl(action, rs);
if (!url) {
throw new Ext.data.Api.Error('invalid-url', url);
}
url = Ext.urlAppend(url, p);
if(this.nocache){
url = Ext.urlAppend(url, '_dc=' + (new Date().getTime()));
}
var transId = ++Ext.data.ScriptTagProxy.TRANS_ID;
var trans = {
//关键点 1
id : transId,
action: action,
cb : "stcCallback"+transId,
scriptId : "stcScript"+transId,
params : params,
arg : arg,
url : url,
callback : callback,
scope : scope,
reader : reader
};
window[trans.cb] = this.createCallback(action, rs, trans);
url += String.format("&{0}={1}", this.callbackParam, trans.cb);
if(this.autoAbort !== false){
this.abort();
}
trans.timeoutId = this.handleFailure.defer(this.timeout, this,
[trans]);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setAttribute("src", url);
script.setAttribute("type", "text/javascript");
script.setAttribute("id", trans.scriptId);
this.head.appendChild(script);
this.trans = trans;
}
createCallback : function(action, rs, trans) {
var self =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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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function(res) {
self.trans = false;
self.destroyTrans(trans, true);
if (action === Ext.data.Api.actions.read) {
self.onRead.call(self, action, trans, res);
} else {
self.onWrite.call(self, action, trans, res, rs);
}
};
}

关键点 1：看到 trans 这个对象中的 reader 没有？聪明的你一定知道这是在干什么了吧？
至此，我们已经深入理解了 ScriptTagProxy 的核心运作机制，至于其他周边的小功能
函数已经非常简单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探索吧！

7.5.5 DataReader
7.5.5.1 DataReader 系组件概述
DataReader 有 3 个具体子类：ArrayReader、JsonReader、XmlReader，如图 7-144
所示。
事实上，JsonReader 和 XmlReader 已经可以完全覆盖
JavaScript 应用的“传输层”数据格式。想象一下，目前的
JavaScript 应用中，从后台向前台发送数据，除了 JSON 就
是 XML，那么前端只要对应有 JsonReader 和 XmlReader
就足以覆盖整个传输层的数据格式。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
存在一个 ArrayReader 呢？对于一个前端 JavaScript 应用来
说，除了从 Server 端加载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是直接以
数组或者对象的形式写在代码中的；或者是根据用户输入生
成的 JS 对象，这样必须有一个解析器来满足这种情况。
那么，
“数据解析器”系列的组件其实只要有这 3 个类
就足以应付所有情况，不是吗？当然，这是从开发一个脚
图 7-144

DataReader 继承关系图

本框架的角度来看待如何设计类和组件系列的。但是这些
逻辑对于理解和掌握 Ext 非常有用，因为在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些初学者的编码效率非常
差，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整个类库的类结构不熟悉，导致在编码过程中会不断地去翻
API，而且即便使用的时间非常长之后，还是无法理解这些类之间是如何协作的。透过框
架设计者的视角，对这些组件重新进行审视，然后用理解式的记忆去记住这些组件，这是
透彻理解 Ext 非常有效的途径。希望大家在编码、查阅 API 文档、阅读源码的过程中多多
使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一番，相信对你整体技术的提升会非常有好处。
言归正传，下面依次给出 DataReader 这 3 个具体子类的用法示例。我们先看最简单的
DataReader，先看看如何使用 DataReader 自动解析“大块”的数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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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2 用法实例
1．ArrayReader
对于数据记录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其中的“字段”和“字段类型”。这就
像后台数据库表，你在设计数据库表的时候必然要首先定义其中的字段名和类型，然后用
SQL 语句 insert 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这些字段名和类型进行插入了。在前台创建 Record 的
过程和 insert 一条数据库记录也很类似。
对于 DataReader 来说，它必须知道 Record 的字段名和类型才能根据收到的数据创建
出一条 Record。比如，一个 ArrayReader 拿到了一段这样的数据：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
['大漠穷秋 3',27,'1984-04-02'],
['大漠穷秋 4',28,'1983-04-02'],
['大漠穷秋 5',29,'1982-04-02']
]

它该如何去把这么一个“纯数组”解析成这样的 Record 对象数组呢：
[
{name:'大漠穷秋 1',age:25,year:'1986-04-02'},
{name:'大漠穷秋 2',age:26,year:'1985-04-02'},
{name:'大漠穷秋 3',age:27,year:'1984-04-02'},
{name:'大漠穷秋 4',age:28,year:'1983-04-02'},
{name:'大漠穷秋 5',age:29,year:'1982-04-02'}
]

首先，ArrayReader 必须知道创建出来的 Record 对象的属性名分别是什么，比如上面
例子中的"name"、"age"、"year"字段，这些必须由你自己来定义，否则 ArrayReader 怎么
会知道为你创建一个对象，然后还为它设置好 name、age、year 字段呢？因此，这些字段
Field 的定义必须由你自己负责完成，并且在创建 ArrayReader 的时候传递给构造函数。传
递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传递一个 fields 配置项；第二种方式是传递一个 Record 的
构造函数，并且把字段名定义放在构造函数的原型中，以便 ArrayReader 在解析的时候能
读取到。请看关于这两种方式的示例代码。
例 7.46 使用 fields 配置项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
['大漠穷秋 3',27,'1984-04-02'],
['大漠穷秋 4',28,'1983-04-02'],
['大漠穷秋 5',29,'1982-04-02']
];
var arrReader=new Ext.data.ArrayReader({
id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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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s:[
{name:'name'},
{name:'occupation'},
{name:'year'}
]
});
var obj=arrReader.readRecords(data);
alert(Ext.encode(obj));
});

运行效果如图 7-145 所示。

图 7-145

ArrayReader 的 fields 配置项

解析：
这里给 ArrayReader 的构造器传递了一个“字段配置项”fields，于是 ArrayReader 就
可以根据这个字段配置项去解析 data 这个数组中的数据。下面对照 API 文档研究一下
ArrayReader 的构造函数。它的定义如图 7-146 所示。

图 7-146

ArrayReader 构造函数

这个构造函数中的第 1 个参数是所谓的“元数据”
，比如以上例子中的{idIndex:0}就是
一个元数据定义。从最终出来的结果可以猜测到，使用{idIndex:0}最终会把数组中的第 0
个元素作为对象的 id 属性。
从例子运行效果截图可以看出，readRecords 方法返回出来的是一个对象，这个对象里
面包含了一个 records 数组，它存储了解析出来的那些 Record。打开 ArrayReader 的源码可
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个返回值的结构，如图 7-147 所示。

图 7-147

ArrayReader 的返回值

由于是“数组型”的 DataReader，它在解析数据的时候会按照数组元素下标依次进行
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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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47 使用 Record 构造器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
['大漠穷秋 3',27,'1984-04-02'],
['大漠穷秋 4',28,'1983-04-02'],
['大漠穷秋 5',29,'1982-04-02']
];
var Employee = Ext.data.Record.create([
{name:'name'},
{name:'occupation'},
{name:'year'}
]);
var arrReader=new Ext.data.ArrayReader({
idIndex:0
},Employee);
var obj=arrReader.readRecords(data);
alert(Ext.encode(obj));
});

运行效果如图 7-148 所示。

图 7-148

使用 Record 的构造函数构造 ArrayReader

解析：
运行效果和上一个例子完全相同。不管怎么说，ArrayReader 必须知道我们的“字段
定义”才能把一个数据块解析成最终一条一条的 Record。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猜想：
var Employee = Ext.data.Record.create([
{name:'name'},
{name:'occupation'},
{name:'year'}
]);

这段代码一定把'name'、' occupation '、'year'这 3 个字段定义“缓存”在了某个地方，
然后 ArrayReader 在进行解析的时候能够读取到它们，从而为创建的 Record 实例设置对应
的属性。在 5.2 节解析 Record 的静态方法 create 时我们曾经对这一过程做过细致分析，翻
过去再看看吧，复习一下这些字段定义是如何存放的。
预览一下 ArrayReader 解析数据的工具函数 readRecords()的截图，如图 7-149 所示，
详细的解析在本节的 5.5.3 小节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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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9

解析数据的核心工具 readRecords

对 ArrayReader 的 构 造 函 数 你 一 定 还 有 印 象 ， recordType 正 是 我 们 传 递 进 去 的
Employee，而这里方框中的代码就是在从 Employee.prototype 中的 fields 属性中解析出“字
段”配置。
为了理解 ArrayReader 解析数据的过程，以上我们使用纯“手动档”的方式在使用
ArrayReader。在实际开发的过程中，解析数据的过程一般是由 DataProxy 驱动对应的
DataReader 自动完成的，当 DataProxy 接收到“数据加载完成”事件之后，它自己就会调
用 DataReader 把收到的数据解析出来，这个过程相当于“自动档”
。有了“自动档”之后，
我们只要在 ArrayStore 这个层面上进行调用即可，而没有必要去干预内部组件 DataProxy
和 DataReader 的运作过程了。请看下面的示例。
例 7.48 使用 ArrayStore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3',27,'1984-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4',28,'1983-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5',29,'1982-04-02','我不告诉你']
];
//定义 ArrayStore，ArrayStore 内部默认使用的就是 ArrayReader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store.loadData(data);
//面板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注意这个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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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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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为容器的 window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ArrayStore',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50 所示。

图 7-150

看穿 ArrayStore 背后的运作机制

解析：
代码还是那段代码，效果还是那个效果，但是，此时的你，看到的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东西。透过这绚丽的界面，你应该看到了内部那一个一个的零件，看到它们像齿轮那样咔
咔地运转。
禅宗第二层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2．JsonReader
很显然，JsonReader 的职责就是把 JSON 格式的数据转换成 Record 记录。有了
ArrayStore 的例子，这里可以省去很多的铺垫，直接看实例！
例 7.49 使用 JsonReader 解析 JSON 数据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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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data = [
{userName:'大漠穷秋 1',age:25,date:'1986-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2',age:26,date:'1985-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3',age:27,date:'1984-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4',age:28,date:'1983-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5',age:29,date:'1982-04-02',addr:'我不告诉你'}
]
/**
* 定义 JsonStore
*/
var store=new Ext.data.Json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data:data
});
//面板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注意这个配置项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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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为容器的 window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JsonStore',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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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1

使用 JsonReader

解析：
这里有一些小的注意点，一些很容易影响你编码速度，甚至可能会让你抓狂的细节。
注意点一：数据结构。每一种具体类型的 DataReader 能够解析的数据格式是不同的，
ArrayReader 能解析的是“数组型”的数据；JsonReader 能解析的是“JSON 型”的数据；
而 XmlReader 能解析的是“XML 型”的数据。所以，需要根据你自己的应用中前后台传
输 数 据的 具体 格式 确定使 用 何种 Store ，因 为每一 种 Store 内 部会 默认使 用 不同 的
DataReader，DataReader 的类型和 Store 的名称是一致的。如果你把“数组型”的数据传递
给 JsonStore，比如该例如果使用这样的 data：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3',27,'1984-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4',28,'1983-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5',29,'1982-04-02','我不告诉你']
];

那么很有可能会收获如图 7-152 所示的界面。

图 7-152

数据格式不正确引起的界面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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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这个界面，你会发现数据记录的总数是正确的，一共 5 条，但是数据没能正
确解析出来，于是变成了空白的行。
注意点二：有关 JsonStore 的 root 配置项。在使用 JsonStore 从后台加载数据时，一般
需要配置 root 选项，这是由于 JsonStore 在解析 JSON 对象的时候必须知道从对象的哪个属
性开始解析。比如后台返回下面的数据：
var data = {
rows:[
{userName:'大漠穷秋 1',age:25,date:'1986-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2',age:26,date:'1985-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3',age:27,date:'1984-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4',age:28,date:'1983-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5',age:29,date:'1982-04-02',addr:'我不告诉你'}
],
test:[
{userName:'漠漠桑',age:30,date:'1980-04-02',addr:'我不告诉你'}
]
}

如果你的 JsonStore 中的 root 配置项写成这样：
var store=new Ext.data.JsonStore({
root:'rows',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data:data
});

你会收获一个如图 7-153 所示的结果。

图 7-153

从 rows 属性开始解析

而如果你把 JsonStore 的 root 配置项写成这样：
var store=new Ext.data.JsonStore({
proxy:new Ext.data.Memory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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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test',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你会收获一个如图 7-154 所示的结果：

图 7-154

从 test 属性开始解析

其中的缘由想必你已经明白了。那么，有人说了，这也太麻烦了吧！如果你实在不想
纠缠这个 root 配置项，那么必须把返回的数据写成这样：
var data = [
{userName:'大漠穷秋 1',age:25,date:'1986-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2',age:26,date:'1985-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3',age:27,date:'1984-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4',age:28,date:'1983-04-02',addr:'我不告诉你'},
{userName:'大漠穷秋 5',age:29,date:'1982-04-02',addr:'我不告诉你'}
]

此时的 data 必须是一个“纯”数组，它内部存储的是一个一个的 JS 对象。比如某个
充当数据源的 JSP 可以像如图 7-155 所示这样写。

图 7-155

后台 JSP 代码示例

注意点三：Store 中 proxy 和 reader 配置项的关系。如前所述，Store 组件有两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DataProxy 和 DataReader，分别对应于创建 Store 时的 proxy 和 reader 两个配
置项。DataProxy 负责加载数据，DataReader 负责解析数据。DataProxy 加载数据的操作是
由 Store 的 load 方法直接驱动，而 DataReader 解析数据的操作是由 DataProxy 的加载完成
事件回调。这三者虽然联系紧密，但是互相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依赖关系。Data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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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Reader 和 DataStore 之间是典型的策略模式，也就是说 DataStore 具体使用何种 proxy、
何种 reader，
都是可以在创建时配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可以强制 JsonStore
使用 MemoryProxy 直接读取前台写的数据的终极原因。
注意点四：关于 JsonStore 的 fields 配置项和 GridPanel 的 column 配置项。
首先，我们从 MVC 模式的角度区分一下 GridPanel 和 JsonStore 所扮演的角色。在 Ext
的 grid 包下，有一个类叫做 GridView，它用来为 GridPanel 提供界面支持。因此，JsonStore
是作为 Model 的角色，GridView 的角色显然是 View，GridPanel 则是 Control 层。如图 7-156
所示为一个典型的 GridPanel 界面。

图 7-156

一个典型的 GridPanel 界面

对于“grid”这样一种“表格式”的视图来说，最重要的显然是“表头”、“数据
列”、
“数据行”这样的信息，所以 GridPanel 必须有 column 这样一个配置项，比如这
样的代码：
columns:[
{header:'姓名',dataIndex:'userName'},
{header:'年龄',dataIndex:'age'},
{header:'出生日期',dataIndex:'date'},
{header:'地址',dataIndex:'addr'}
]

其中的 header 就是表头信息。但是视图本身只是外部 UI，可以说是一层“画皮”，必
须有人为它提供“数据”才行，充当数据源的显然非 Store 莫属。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了，
Store 里面存的是一条一条的记录 Record，Record 里面是一个一个的“键/值对”。那么，
Record 里面的不同的值该“归属于”哪一列呢？这就是 dataIndex 这个配置项的作用了，
它所映射的，就是记录 Record 中的键名。
在 Store 中，是由“副手”DataReader 来解析数据的，它其实“有权”为 Record 创建
不同的键/值。为了让 DataReader 解析出来的 Record 能顺利地被映射到 columns 中，
dataIndex 这个配置项必须和 Store 中的 fields 配置项对应起来，请看下面加粗的部分：
var store=new Ext.data.JsonStore({
url:'JsonStore.jsp',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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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这就是 JsonStore 比较完整的用法了。显然这里的“注意点三”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也是许多新手最迷惑的地方。通过如上的详细解析，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要写 columns 和
fields 这些麻烦的东西，以及为什么它们的配置必须“对应”了吧？当然，知道了不等于
能做到，还是赶紧写代码开始测试吧。注意，现在别拷贝粘贴，也别翻 API 文档，尝试一
下“盲打”吧！给自己一点压力，看看在“纯手工”的状态下，你需要多久才能做出一个
GridPanel。
在这一小段，我们侧重学习了 DataReader 系列的组件解析数据的用法。按理说，
JsonStore 做到这个地步应付普通的应用已经绰绰有余。然而，对于一个“贴心”的框架来
说，还需要做到细节上的完美。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后台传递回来的数据是这样的：
var data = [
{personName:'大漠穷秋 1',personAge:25,date:'1986-04-02',addr:'我不告诉你'},
{personName:'大漠穷秋 2',personAge:26,date:'1985-04-02',addr:'我不告诉你'},
{personName:'大漠穷秋 3',personAge:27,date:'1984-04-02',addr:'我不告诉你'},
{personName:'大漠穷秋 4',personAge:28,date:'1983-04-02',addr:'我不告诉你'},
{personName:'大漠穷秋 5',personAge:29,date:'1982-04-02',addr:'我不告诉你'}
]

这时候，数据中的属性名就与 JsonStore 的 fields 配置项不一致，如图 7-157 所示，于
是就会收获一个如图 7-158 所示的结果。

图 7-157

JsonStore 中的 fields 配置项

图 7-158

属性不匹配引起的界面异常

这时候，DataStore 一个非常细节，但是却意义重大的机制——mapping 机制就要起作
用了。此时，以上的 JsonStore 的 fields 配置项应该写成如图 7-159 所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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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9

通过 mapping 属性和数据相匹配

可以看到，多出了一个 mapping 配置项。注意这里的映射次序：GridPanel 的 column
配置项与 JsonStore 的 fields 配置项中的 name 项相对应。如果收到的数据中的属性刚好和
fields 中的这个 name 相一致，那就不需要再“mapping”了。否则，fields 配置项中必须有
一个 mapping 配置项与数据相对应。请看如图 7-160 所示的完整的示意图。

图 7-160

mapping 机制示意图

这个特性从代码实现角度来说非常简单，它值得参考的亮点主要在于架构设计角度。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 mapping 配置项，那么我们 JsonStore 中的 fields 配置项中的 name
这个字段就必须和接收到的数据完全对应，否则，页面就出不来。那么，就会造成把代码
“绑死”在数据上的状况。这样的代码“黏性”非常强，怎么理解呢？
比如，后台有一个类叫 User，它本来有一个属性叫 userName，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想
把它改成 personName，就像上面那样。那么，这时候发送到前台的 JSON 字符串就发生了
变化，就不得不改动 JsonStore 的 fields 配置项中各个对象的 name 字段以适应数据的变化。
然后由于改动了 fields 配置，这时候 GridPanel 中的 columns 配置项也不得不跟着改变。然
后，由于实际上解析出来的 Record 中的属性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所有依赖于这个 JsonStore
或者其中 Record 的代码都要变更一遍！
把这种状况搞得再“凶猛”一点：你有一张名为 USER 的数据库表，然后这张表的数
据与一个名为 User 的类相对应。然后，由于某种无法抗拒的原因，你需要把 USER 表中
的 user_name 字段名改成 person_name。再然后„„和上面的状况一样，从数据库表到
JavaBean，一直改到最前端的 JavaScript 代码为止。你会发现，这完全是一种“穿透式”
的改动。这种变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是它会产生大量的修改工作。

402

第 7 章 Ext 的数据和缓存架构
当然，以上的状况只是一种极端的假设，但是我相信你一定遇到过类似这种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穿透式”变更。一般来说，这样的状况都是由于设计不良，或者“硬编码”过
多造成的。
这时候你再看 JsonStore 中这里的 mapping 机制，它把变更有效地“隔离”在了 mapping
这条防线上。此时，就算需要改动代码，只要改到 mapping 这个配置项就结束了。对于依
赖 JsonStore 的其他代码，无须做任何改动。如果你不幸正在遭遇前面所述的悲剧，那么多
参考参考这个 mapping 机制吧，自己学着设计一些“隔离”那种穿透式的变更吧！
注意点五：把 Record 格式化成 JSON 字符串。上面讨论的都是如何从收到的 JSON
字符串创建 Record 数组的问题。那么，所谓礼尚往来，自然会有一个如何把 Record 转换
成 JSON 字符串的需求。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 7.50 Record 转换成 JSON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大漠穷秋 1',25,'1986-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2',26,'1985-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3',27,'1984-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4',28,'1983-04-02','我不告诉你'],
['大漠穷秋 5',29,'1982-04-02','我不告诉你']
];
var store=new Ext.data.ArrayStore({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
});
store.loadData(data);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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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ArrayStore',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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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将选中的 Record 转换成 JSON',
handler:function(){
var record=grid.getSelectionModel().getSelected();
alert(Ext.encode(record));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61 所示。

图 7-161

对 Record 进行 JSON 编码引起的异常

解析：
核心代码是这两句：
var record=grid.getSelectionModel().getSelected();
alert(Ext.encode(record));

使用 Ext.encode()函数直接对获取到的 record 进行编码，产生了一个“too much
recursion”错误。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早已知道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 Record
和 Store 交叉引用造成的，这里只要把 Ext.encode(record)改成 Ext.encode(record.data)即可，
如图 7-162 所示。

图 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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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mlReader
在第 3 节中已经对 XmlReader 做过了详细的分析，而不同的 Store 类型之间主要是解
析器不同。请看 XmlStore 的源码，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如图 7-163 所示。

图 7-163 XmlReader 源码

到此为止，我们逐一分析了每一种 DataStore 的
用法，知道了如何手工为 DataStore 创建数据记录
Record、如何从后台加载数据并解析出 record 数组。
现在，假设前台数据表的结构已经构建完成，并且插
入了我们需要的数据，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客户
端操纵这些 Record 了。与前面的思路一样，这里还
是类比数据库操作进行分析。

7.5.5.3 源码解析
不得不说，DataReader 这块的方法继承关系设计
有点糟糕，可见并没有来得及推敲和优化，如图 7-164
所示。
首先，作为最顶部的抽象类 DataReader，并没有

图 7-164

DataReader 系组件继承结构图

把子类必须实现的抽象方法列出来。我们在后面会发现所有子类都暴露了这 3 个公共方
法：read()、readRcords()、readResponse()，显然这 3 个方法最好预先定义到顶层类
DataReader 中。
其次，我们在前面分析 DataProxy 继承结构的时候强调过所谓的“单入口”特性。也
就是说，尽可能少地对外部暴露 public 接口。比如这里完全可以模仿 DataProxy 的设计，
只对外暴露一个 read 方法，然后把 readRecords()和 readResponse()设计成从 read 进行调用
的 protected 型方法。
DataReader 是 Store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把背后的运作原理融
合在实例分析的过程中了，因此这里的源码分析从简处理，只给出最核心的提示点。
1．ArrayReader
ArrayReader.js 中只有一个属性、一个方法，如图 7-16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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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5

ArrayReader 的源码

readRecords 方法的实现非常简单，遍历数组根据 recordType 创建 Record 实例返回。
2．JsonReader
JsonReader 的实现更加方便，借用第 2 节中的工具类 JSON 完成数据解析，如图 7-166 所示。

图 7-166

JsonReader 的构造函数

3．XmlReader
XmlReader 的难点在于解析收到的 XML 数据，对于这一点我们在第 3 节中已经做了
细致得不能再细致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7.5.6 DataWriter
DataWriter 用来帮助 Store 和后台代码交互，当在 Store 中创建、删除、更新记录时，
可以“实时”地和后台代码进行交互。由于 DataWriter 是 Ext 3.x 新扩展的组件，其文档和
例子都不完备，而且设计逻辑也有待完善。这里给出一个使用 DataWriter 创建记录的示例，
至于 DataWriter 的源码实现，建议暂时忽略，待 Ext 升级稳定后再研究。
例 7.51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ata = {
rows:[
{userName:'大漠穷秋 1',age:25,date:'1985-04-02',addr:'我不告诉你'}
]
};
var fields=[
{name:'userName'},
{name:'age'},
{name:'date'},
{name:'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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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proxy = new Ext.data.HttpProxy({
api:{
create:'createRecord.jsp'
}
});
var store = new Ext.data.JsonStore({
proxy: proxy,
root:'rows',
writer: new Ext.data.JsonWriter({
encode:true
}),
fields:fields,
autoLoad: true,
autoSave: true,
data:data
});
var grid = new Ext.grid.GridPanel({
viewConfig: {
forceFit: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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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 DataWriter,
width:400,
height:300,
layout:'fit',
items:grid,
buttons:[
{
text:'创建新记录',
handler:function(){
var User=Ext.data.Record.create(fields);
var u=new User({
userName : '大漠穷秋 2',
age : 25,
date : '1985-04-02',
addr : '我不告诉你'
});
store.add(u);
}
}
]
})
win.sh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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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图 7-167 和图 7-168 所示。

图 7-167

图 7-168

前台创建记录

新建的记录立即被传递到后台

解析：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HttpProxy 的写法，不再是配置一个 url 配置项，而是写一个 api 配
置项。这些配置项支持如图 7-169 所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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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9

api 配置项支持的内容

通过和 DataWriter 的协作，可以把 Store 更加紧密地“绑定”到后台的代码上，对于
在前台创建、删除、更新记录的操作提供更多的后台支撑。

7.5.7 Store 系组件总结
理解了基础构件的核心运作机制，我们终于可以回到 Store 这个大层面上来统观一切
了。在使用 Store 的过程中，有几个配置项最有可能让人感到疑惑，总是感觉 Store 太灵活
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种配置、多种写法！它就像行踪飘忽不定的大侠，让人无法捉摸。
由于 Store 主要是由 DataProxy、DataReader、DataWriter 这 3 个组件“合体”而成，
这些组件自己又有很多配置参数，那么如果在使用 Store 的时候分别给这些组件写配置项，
显然整个代码会拖到很长。Ext 在这里做了个处理，可以把这些组件的配置项直接写在
Store 的 config 参数中，比如这个代码：
var store = new Ext.data.JsonStore({
url:'**.jsp',
autoLoad:true,
root:'rows',
fields: ['season', 'total']
});

url 和 autoLoad 是给 DataProxy 使用的，
而 root 和 fields 这两个配置项显然是给 DataReader
解析数据使用的。把内部子构件的一些属性、方法、事件（PME——Property、Method、Event）
提升到 Store 这一层来处理，会给编码带来更多方便，这也是 Ext 经常使用的设计手法。如果
你还没有忘记的话，第 5 章讲解事件的过程我们曾经自己尝试过类似设计：
<ul>
<li></li>
<li></li>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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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li>的事件处理提升到<ul>这一层。在后续的解析中，还会遇到许多这种设计手段。
不过这种设计手法也会给初学者造成一定压力，因为在 Store 这一层提供了大量“空
壳”方法——这些方法其实什么事都不做，都是在调用底层的“构件”干活，那么 Store
这一层就会渗透了大量子组件的配置项和方法，让人感觉过于灵活，无法把握。
ArrayStore、JsonStore、XmlStore 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配置了不同的 Reader。也
就是说，默认使用的 DataReader 不同，导致出现了不同类型的 Store。
在全面掌握了 Store 的运作机制之后，来看两个综合的例子，品一品哪种写法更优雅
一些。
例 7.52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s=new Ext.data.Store({
proxy:new Ext.data.HttpProxy({
url:'store.jsp'
}),
reader:new Ext.data.JsonReader({
root:'rows',
fields:['text','leaf']
}),
listeners:{
'load':function(ds,records,options){
alert(records.length);
},
'exception':function(){
alert("加载出错");
}
}
});
ds.load();
});

看看 JsonStore 的源码，再看看这个例子的代码，是不是相当于自己又实现了一遍
JsonStore？
例 7.53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ds=new Ext.data.JsonStore({
url:'store.jsp',
fields:['text','leaf'],
root:'rows',
listeners:{
'load':function(ds,records,options){
alert(records.length);
},
'exception':function(){
alert("加载出错");
}
}
})
ds.l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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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创建 JsonStore 实例时传递的配置项 url、fields、root，这 3 个配置项显然是
JsonReader“渗透”上来的。我们在 API 文档头部可以看到一句说明“*注意：尽管没有在此
处列出，该类也可以接受所有 JsonReader 的配置选项。
”再来看一看 JsonStore 的构造函数：
constructor: function(config){
Ext.data.JsonStore.superclass.constructor.call(this, Ext.apply
(config, {
reader: new Ext.data.JsonReader(config)
}));
}

也就是说，在 new JsonStore 的时候传递的 config 都原封不动地传递给了 JsonStore 内
部的 JsonReader，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把内部组件 JsonReader 的配置项写到 JsonStore 这一层
的终极原因。
以上两个例子的运行效果完全相同，但是哪一个的代码更优雅、更紧凑，不言自明。
这里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优雅地”使用 Store 的问题。
例 7.54 ArrayStore
代码：
var ds= new Ext.data.ArrayStore({
autoDestroy: true,
storeId: 'myStore',
idIndex: 0,
fields: [
'company',
{name: 'price', type: 'float'},
{name: 'change', type: 'float'},
{name: 'pctChange', type: 'float'},
{name: 'lastChange', type: 'date', dateFormat: 'n/j h:ia'}
],
listeners:{
'load':function(ds,records,options){
alert(records.length);
},
'exception':function(){
alert("加载出错");
}
}
});
var myData = [
['3m Co',71.72,0.02,0.03,'9/1 12:00am'],
['Alcoa Inc',29.01,0.42,1.47,'9/1 12:00am'],
['Boeing Co.',75.43,0.53,0.71,'9/1 12:00am'],
['Hewlett-Packard Co.',36.53,-0.03,-0.08,'9/1 12:00am'],
['Wal-Mart Stores, Inc.',45.45,0.73,1.63,'9/1 12:00am']
];
ds.loadData(myData);

这个例子来自 ArrayStore API 文档头部，注意这里直接使用 loadData()方法加载了一个
前台 JS 数组作为 Store 的数据。在上面我们知道有一种 DataProxy 叫做 MemoryProxy，它
的 API 文档是这么说的：
“Ext.data.DataProxy 的一个实现，它简单地把在其构造器中指定
的数据传递给 Reader，然后立即调用它的 load 方法。”再看看 MemoryProxy 的实现代码：
Ext.data.MemoryProxy = function(data){
var ap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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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Ext.data.Api.actions.read] = true;
Ext.data.MemoryProxy.superclass.constructor.call(this, {
api: api
});
this.data = data;
};
Ext.extend(Ext.data.MemoryProxy, Ext.data.DataProxy, {
doRequest : function(action, rs, params, reader, callback, scope, arg) {
params = params || {};
var result;
try {
result = reader.readRecords(this.data);
}catch(e){
this.fireEvent("loadexception", this, null, arg, e);
this.fireEvent('exception', this, 'response', action, arg, null, e);
callback.call(scope, null, arg, false);
return;
}
callback.call(scope, result, arg, true);
}
});

关注一下代码中加粗的部分，再看看 Store 的 loadData 方法：
loadData : function(o, append){
var r = this.reader.readRecords(o);
this.loadRecords(r, {add: append}, true);
}

这样的话，Ext.data.MemoryProxy 这个类设计得就有点尴尬了，既然 Store 自己可以
loadData()，谁会没事再去配置个 MemoryProxy，然后再调用它的 load()方法？从这些细节
可以看出来，随着 Ext 框架发展庞大，内部的某些设计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当然，
这些东西不会影响 Ext 整体的光芒，只是一些需要仔细优化的细节而已。
Store 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类，使用 Store 不难，然而把它用顺、用好却不容易。
“优雅
地”使用 Store 的原则有：
（1）尽量使用 Ext 已经提供出的 Store 具体子类 ArrayStore、JsonStore、XmlStore、
GroupingStore 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使用顶级类 Ext.data.Store。对于初学者来说，尽量不
要自己做“药剂师”
，而是让顶级类 Store 去自己“调制配方”。
（2）如果不需要对内部组件 DataProxy、DataReader、DataWriter 做更详细的配置，尽
量把这些组件的配置项写在 Store 这一层。
（3）熟练使用 Store 过滤、排序、分组、修改记录这些数据操控工具，熟练使用那些
快捷方法，可以让你的编码速度和质量提升好几个层次。

7.6 Tree
本节的源码解析都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假设之上：阅读本书的人没有任何数据结构知
识。与 Store 系的结构相比，Tree 系的数据结构更加复杂一些，这里会涉及关于“树”这
种数据结构的一些常见算法。Store 的基础构件是 MixedCollection，MixedCollection 的基
础构件是基础的 Array 和 JavaScript 对象。数组是典型的线性数据结构，而 JavaScript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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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天然的 Hash 特性。线性结构和 Hash 结构比较符合人类天然的思维模式，而树形结构
是典型的非线性数据结构。访问线性结构，使用 for 循环即可；访问 JavaScript 对象的属性
则有原生的 for...in 语句支撑；而对于 Tree，并没有来自语言层的支持，一般需要开发者自
己进行递归操作。因此，需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深切理解和操控树。
Ext 开辟了一个专门的 data 包用来维护 Store 系组件，对于 Tree 系组件，树的 UI 界面
也开辟了一个专门的 tree 包，足见其重要性，如图 7-170 和图 7-171 所示。

图 7-170

源码中 tree 包位于 widgets 目录

图 7-171

tree 包中一共有 12 个类

在没有 Ext 的 Tree 组件之前，你一定体验过为了搞出一个 Tree 而焦头烂额的窘境。
本章一开始就说过，只有强大的数据结构层，才能支撑起强大的应用层。Ext 中使用 Tree
这种数据结构的典型组件是 TreePanel，其实 Ext 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做的一体化设计。这里
依然是 MVC 设计模式：TreeNode 作为数据模型 Model，TreeNode UI 作为视图 View，而
TreePanel 作为控制器 Controler，至于 TreeLoader、TreeFilter、TreeSorter 这些都是协作工
具类。
在 TreeNode UI 类 API 文档的头部有这么一段话：
该类提供了 Ext TreeNodes 的默认 UI 实现。 TreeNode UI 实现被从 Tree 的实现中分
离开来，并允许定制树节点的展现形式。如果你正在定制树的用户界面，你可能需要继承
此类，但是你永远不应该实例化此类。此类通过 Ext.tree.TreeNode.getUI，提供访问 Ext
TreeNode 用户界面组件的方式。
这说明 Ext 在最初的实现中并没有把 UI 分开设计。
由于本章的焦点是 Ext 的数据架构，
因此，这里关注的重点将是 TreeNode、TreeFilter、TreeSorter 这些用来封装和操纵数据的
类。涉及 UI 界面的类 TreePanel、TreeNodeUI 将会在第 9 章中进行详细分析。
在应用系统的开发中，TreePanel 这种组件几乎无处不在，其使用频率非常高。这就带
来一个隐藏的要求：应用开发者必须非常熟悉 TreePanel 背后隐藏的数据结构，否则写出
来的代码必然是一塌糊涂。在人类社会中，从血缘关系，到各种组织结构，都是天然的树
形结构。因此无论你目前所从事的是何种行业，都无法躲过和 Tree 这种数据结构正面交锋
的情况。所以，发奋图强、屏气凝神，今天就下定必死的决心跨越这道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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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Tree 的基本性质
这里使用最小的篇幅复习一下最基础的概念，如果你刚好对“树”这种结构非常精通，
或者你已经是一个数据结构方面的高手，请自行跳过本节内容。
“树”这种数据结构名称的灵感完全来自自然界的树，如图 7-172 所示。
在计算机的世界中，树是倒着长的，根在上，叶子在下，如图 7-173 所示。

图 7-172

自然界中的树

图 7-173

计算机世界中的树

7.6.1.1 基本属性
节点是构成树的基本元素。
对于子节点、父节点、兄弟节点这些概念，意会即可，不必死抠概念。
在树中有两类特殊的节点，一是根节点，它没有父节点；二是叶子节点，它没有孩子，
如图 7-174 所示。
A 是根节点，B、C、D 是 A 的孩子，A 是 B、C、D 的父亲，B、C、D 之间是兄弟（sibling）
关系；E 和 F 都是“叶子”节点，它们之间也是兄弟关系。
自然界的树必须有根，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程序中的树也必须有根，否则节点将会
散落一地。因此，在创建 TreePanel 的实例时，Ext 要求传递一个根节点 root。如图 7-175
所示为 Ext.tree.Tree Panel 效果图。
代码：
var tree = new Ext.tree.TreePanel({
renderTo: 'tree-div',
dataUrl: 'get-nodes.php',
root: {
nodeType: 'async',
text: 'Ext JS',
draggable: false,
id: 'source'
}
})

414

第 7 章 Ext 的数据和缓存架构

图 7-174

图 7-175

简单的树形结构

Ext.tree.TreePanel 效果图

7.6.1.2 树和 JSON
深层嵌套的 JSON 是天然的树结构，
以 JSON 为工具把如图 7-176 所示的内容写成 JSON
字符串。

图 7-176

树和 JSON

代码：
{text:'A',children:[
{text:'B'},
{text:'C'},
{text:'D',children:[
{text:'E'},
{text:'F'}
]}
]}

可见，只要在 JSON 数据中添加一个简单的 children 属性，就可以构建出一棵可以无
限“生长”的树。

7.6.1.3 递归遍历
在实际的应用中，对于树形数据结构最常见的操作是遍历、插入、删除和排序。其中，
树的遍历是最基础的操作，也是其他衍生操作的基础。

415

Ext 江湖
例 7.55 最简单的递归遍历
代码：
var tree={
id:'001',
text:'根',
children:[
{
id:'002',
text:'子 1'
},
{
id:'003',
text:'子 2'
},
{
id:'004',
text:'子 3',
children:[
{
id:'005',
text:'孙 1'
},
{
id:'006',
text:'孙 2'
}
]
}
]
}
function println(msg){
var p=document.createElement('p');
p.innerHTML=msg;
document.body.appendChild(p);
}
function visit(node){
println(node.id+"-->"+node.text);
if(node.children&&node.children.length){
for(var i=0;i<node.children.length;i++){
visit(node.children[i]);
}
}
}
window.onload=function(){
visit(tree);
}

运行效果如图 7-177 所示。
解析：
Tree 是一个典型的 JavaScript 对象，
println
其结构也是典型的 JSON。
工具函数用来打印遍历的过程，visit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递归函数。
此例的代码虽然简单，却非常关键，稍作修改就可以用来进行节
点查找、过滤操作。
图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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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56 最简单的节点查找
代码：
var tree={
id:'001',
text:'根',
children:[
{
id:'002',
text:'子 1'
},
{
id:'003',
text:'子 2'
},
{
id:'004',
text:'子 3',
children:[
{
id:'005',
text:'孙 1'
},
{
id:'006',
text:'孙 2'
}
]
}
]
}
function println(msg){
var p=document.createElement('p');
p.innerHTML=msg;
document.body.appendChild(p);
}
function doFind(node,name,value,result){
if(node[name]==value){
result.push(node);
return;
}
if(node.children&&node.children.length){
for(var i=0;i<node.children.length;i++){
doFind(node.children[i],name,value,result);
}
}
}
function find(name,value){
var result=[];
doFind(tree,name,value,result);
return result[0];
}
window.onload=function(){
var node=find('text','孙 1');
println(node.text);
}

运行效果如图 7-1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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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8

运行效果

解析：
这里的代码非常“简陋”
，只为说明运作机制。
doFind 函数就是从 visit 改进而来，这里增加了一个递归启动函数 find，这也非常符合
递归函数的一般处理方式。
有了以上最基础的概念和递归铺垫，接下来就可以分析 Ext 的树结构实现了。

7.6.2 Ext.TreeNode
7.6.2.1 概述
对于树来说，如何高效地操纵其中的节点是我们需要着
重考虑的问题。根据使用的具体情境不同，树又可以分成各
种类型。关于树的算法也多如牛毛，我们来看看 Ext 是如何
操控这些节点的。这里把用法示例和源码解析结合起来进
行，一边学习使用 TreeNode，一边解析实现思路。首先看
一下如图 7-179 所示的 TreeNode 的继承结构图。

7.6.2.2 父类 Node 解析
首先分析一下 TreeNode 的父类 Node，这样有助于后续 图 7-179 数据模型 TreeNode 的
继承结构图
对 TreeNode 的解析。
代码：
Ext.data.Node = function(attributes){
this.attributes = attributes || {}; //关键点 1
this.leaf = this.attributes.leaf;
this.id = this.attributes.id;
if(!this.id){
this.id = Ext.id(null, "xnode-");
this.attributes.id = this.id;
}
this.childNodes = [];
if(!this.childNodes.indexOf){
this.childNodes.indexOf = function(o){
for(var i = 0, len = this.length; i < len; i++){
if(this[i] == o){
return i;
}
}
return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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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parentNode = null;
//关键点 2
this.firstChild = null;
this.lastChild = null;
this.previousSibling = null;
this.nextSibling = null;
this.addEvents({
"append" : true,
"remove" : true,
"move" : true,
"insert" : true,
"beforeappend" : true,
"beforeremove" : true,
"beforemove" : true,
"beforeinsert" : true
});
this.listeners = this.attributes.listeners;
Ext.data.Node.superclass.constructor.call(this);
};

关键点 1：对于一个“树节点”来说，这些属性都是必备的。从构造函数来说，Node
这个类已经完全具备了“树节点”的所有特性。那么为什么还要设计一个子类 TreeNode
呢？翻阅一下源码就会发现，在 Node 这一层是“纯粹”从数据结构的角度考虑的，而到
了 TreeNode 这一层，就已经加上了对 UI 界面的一些处理，如图 7-180 所示。

图 7-180

TreeNode 和 UI 界面的配合

关键点 2：这里记录父节点、孩子节点、兄弟节点的引用，方便快速访问，非常好的
设计哦。

7.6.2.3 TreeNode 解析
1．插入、删除、替换
appendChild()、insertBefore()、replaceChild()、remove()、removeChild()、removeAll()，
这个系列的操作是树操作中最简单的类型。
想象一下，如果要你往某个节点下面插入几个子节点，你会怎么做？很自然的想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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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建出几个 Node，然后往那个节点的 children 数组里面一添加就完事。作为健壮的代码，
不能直接添加或者删除完元素就了事，还有很多周边的工作需要处理。以 appendChild()和
removeChild()为例来分析这个系列操作的实现。
例 7.57 appendChild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nodes=[
{text:'任我行',leaf:true},
{text:'令狐冲',leaf:true},
{text:'任盈盈',leaf:true}
];
var treePanel=new Ext.tree.TreePanel({
border:false,
autoScroll:true,
root:{
text:'日月神教',
leaf:false,
expanded:true,
children:nodes
},
rootVisible:true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树',
width:200,
height:400,
layout:'fit',
items:[treePanel],
buttons:[
{
text:'增加',
handler:function(){
var newNode=new Ext.tree.TreeNode({
text:'新节点'+(treePanel.root.childNodes.length+1),
leaf:true
});
treePanel.root.appendChild(newNode);
}
},
{
text:'移动',
handler:function(){
var ryy=treePanel.root.childNodes[2];
treePanel.root.appendChild(ryy);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81 和图 7-1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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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1

界面效果

图 7-182 移动节点

源码解析：
appendChild : function(node){
var multi = false;
if(Ext.isArray(node)){
multi = node;
}else if(arguments.length > 1){
multi = arguments;
}
if(multi){
//关键点 1
for(var i = 0, len = multi.length; i < len; i++) {
this.appendChild(multi[i]);
}
}else{
if(this.fireEvent("beforeappend", this.ownerTree, this, node)
=== false){
return false;
}
var index = this.childNodes.length;
var oldParent = node.parentNode;
if(oldParent){
//关键点 2
if(node.fireEvent("beforemove", node.getOwnerTree(), node,
oldParent, this, index) === false){
return false;
}
oldParent.removeChild(node);
}
index = this.childNodes.length;
if(index === 0){
this.setFirstChild(node);
}
this.childNodes.push(node); //关键点 3
node.parentNode = this;
var ps = this.childNodes[index-1];
if(ps){
node.previousSibling = ps;
ps.nextSibling = node;
}else{
node.previousSibling =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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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nextSibling = null;
this.setLastChild(node);
node.setOwnerTree(this.getOwnerTree());
this.fireEvent("append", this.ownerTree, this, node, index);
if(oldParent){
node.fireEvent("move", this.ownerTree, node, oldParent, this,
index);
}
return node;
}
}

关键点 1：
这个 if 判断以上的代码都是一种容错处理，
有了这些处理，
调用 appendChild()
时所传递的参数格式可以更灵活。可以这样传递：appendChild(treeNode)；也可以这样传
递：appendChild([node1,node2,node3])；还可以这样传递：appendChild(node1,node2,node3)。
这里的实现代码非常简单，但是这种贴心的设计方式值得我们去模仿。
关键点 2：这是一个容错处理，如果 append 的节点是树中本来就存在的节点，那么说
明是一个“移动”操作，而不是插入新节点，就像例子中对“任盈盈”的移动操作。
关键点 3：这里开始真正把子节点 push 进 childNodes 数组。下面都是一些辅助操作，
如设置节点所属树、设置兄弟节点等。
removeChild 源码：
removeChild : function(node, destroy){
var index = this.childNodes.indexOf(node);
if(index == -1){
return false;
}
if(this.fireEvent("beforeremove", this.ownerTree, this, node) === false){
return false;
}
this.childNodes.splice(index, 1);
if(node.previousSibling){
node.previousSibling.nextSibling = node.nextSibling;
}
if(node.nextSibling){
node.nextSibling.previousSibling = node.previousSibling;
}
if(this.firstChild == node){
this.setFirstChild(node.nextSibling);
}
if(this.lastChild == node){
this.setLastChild(node.previousSibling);
}
this.fireEvent("remove", this.ownerTree, this, node);
if(destroy){
node.destroy(true);
}else{
node.clear();
}
return node;
}

这个代码实在太简单了，值得关注一下的是其中有一个 node.destory(true)。看起来是
在做销毁操作，这种操作一般很容易勾起我们的好奇心，来看看神秘的 Tree 是如何销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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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其中涉及两个方法：
clear : function(destroy){
this.setOwnerTree(null, destroy);
this.parentNode = this.previousSibling = this.nextSibling = null;
if(destroy){
this.firstChild = this.lastChild = null;
}
}
destroy : function(/* private */ silent){
if(silent === true){
this.purgeListeners();
this.clear(true);
Ext.each(this.childNodes, function(n){
n.destroy(true);
});
this.childNodes = null;
}else{
this.remove(true);
}
}

清除所有事件监听器清理[切断到所属树的引用；切断到父节点、兄弟节点的引用；
孩子节点都赋值为 null]销毁所有孩子节点。
没有特别神奇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步骤，只要是 Observable 的子类，在做销
毁时，清除所有事件监听器是一个通用操作。
2．下潜、冒泡、查找、过滤
代码：
cascade : function(fn, scope, args){
if(fn.apply(scope || this, args || [this]) !== false){
var cs = this.childNodes;
for(var i = 0, len = cs.length; i < len; i++) {
cs[i].cascade(fn, scope, args);
}
}
}

有人建议把 cascade 翻译成“级联”
，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形象。想象一下，一个初学
者，在没写代码看效果之前，怎么知道“级联”是什么呢？也许认为会是联动下拉框呢！
cascade 这个词本身有“小瀑布”的意思，而实际的运行效果确实也就是像“瀑布”一样，
从一个节点依次往下进行迭代，还是叫“下潜”吧。不过这纯粹是个人喜好，如果你觉得
不爽，可以按照你私人的叫法。
cascade 和 6.1.3 中最简单的递归操作非常相似，其实就是“前序遍历”而已，后面的“过
滤”其实就是利用这个方法进行的。对于树的遍历操作来说，有“前序遍历”
、
“中序遍历”
、
“后序遍历”之分。这里当然使用最简单的前序遍历，代码没有任何难度，看一下就能明白。
例 7.58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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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教主-任我行',
leaf:false,
expanded:true,
children:[
{
text:'光明左使-向问天',
leaf:false,
expanded:true,
children:[
{text:'青龙堂长老-老贾布',leaf:true},
{text:'朱雀堂长老-赵不悔',leaf:true},
{text:'风雷堂长老-童百熊',leaf:true},
{text:'惊涛堂长老-司徒策',leaf:true},
{
text:'枯木堂长老-连成志',
leaf:false,
expanded:true,
children:[
{text:'小菜鸟 1',leaf:true},
{text:'小菜鸟 2',leaf:true},
{text:'小菜鸟 3',leaf:true}
]
}
]
},
{
text:'光明右使-曲洋',
leaf:false,
expanded:true,
children:[
{text:'白虎堂长老-上官云',leaf:true},
{text:'玄武堂长老-鲍大楚',leaf:true},
{text:'疾电堂长老-梅欣',leaf:true},
{text:'业火堂长老-迟日亭',leaf:true},
{text:'百草堂长老-傅宗宇',leaf:true}
]
}
]
}
];
var treePanel=new Ext.tree.TreePanel({
border:false,
autoScroll:true,
root:{
text:'日月神教',
leaf:false,
expanded:true,
children:nodes
},
rootVisible:true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日月神教组织架构',
width: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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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ght:400,
layout:'fit',
items:[treePanel],
buttons:[
{
text:'下潜',
handler:function(){
var flag=true;
treePanel.root.cascade(function(n){
n.getUI().addClass("x-tree-node-loading");
if(n.text.indexOf('风雷堂')!=-1){
flag=false;
}
return flag;
});
}
}
]
});
win.show();
})

运行效果如图 7-183 所示。

图 7-183

遍历过程

解析：
那些被设置成“加载状态”的节点就是下潜的路径：
bubble : function(fn, scope, args){
var p = this;
while(p){
if(fn.apply(scope || p, args || [p]) === false){
break;
}
p = p.parentNode;
}
}

又是泡泡！幸亏源码简单，while 循环而已。改一下上面例子中按钮的实现，做个“泡
泡秀”
。
425

Ext 江湖
例 7.59
代码：
//省略部分代码，参照上例
{
text:'冒泡',
handler:function(){
var flag=true;
var node=null;
treePanel.root.cascade(function(n){
if(n.text.indexOf('风雷堂')!=-1){
flag=false;
node=n;
}
return flag;
});
node.bubble(function(n){
n.getUI().addClass("x-tree-node-loading");
});
}
}

运行效果如图 7-184 所示。

图 7-184

冒泡过程

解析：
bubble 的过程和 cascade 刚好相反，cascade 是从上向下，bubble 是从下往上：
findChildBy : function(fn, scope, deep){
var cs = this.childNodes,
len = cs.length,
i = 0,
n,
res;
for(; i < len; i++){
n = cs[i];
if(fn.call(scope || n, n) === true){
retur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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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if (deep){
res = n.findChildBy(fn, scope, deep);
if(res != null){
return res;
}
}
}
return null;
}

例 7.60
代码：
//省略部分代码
{
text:'查找',
handler:function(){
var node=treePanel.root.findChildBy(function(n){
if(n.text.indexOf('任我行')!=-1){
node=n;
return true;
}
});
alert(node.text);
}
}

运行效果如图 7-185 所示。
解析：
find 系的函数只能用来查找自己直接的子节
点，而不能进行深度（递归式）查找。然而很多时
候，我们需要在任意层次上查找节点，这就需要更
强的工具函数，这就是下面即将登场的 TreeFilter，
如图 7-186 所示。
文档中说：“注意：这是一个实验性质的类，
不会 update 节 点的缩进或 者展开图 标。” 说明
TreeFilter 的实现尚未定版，我们看到暴露出来的函
数也很少，只有 clear()、filter()、filterBy()区区 3
个函数。更不幸的是，文档居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
去构造 TreeFilter！没办法，只能自己动手构造了。

图 7-185

节点查找

打开 TreeFilter.js，看看构造函数：
Ext.tree.TreeFilter = function(tree, config){
this.tree = tree;
this.filtered = {};
Ext.apply(this, config);
}

这个构造函数居然如此简单！既然如此，我们就自制代码开始测试。写 Tree 的 JSON
数据总是很麻烦，还是利用上面的数据吧，把 Window 的实现改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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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6

TreeFilter 文档说明

例 7.61
代码：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日月神教组织架构',
width:300,
height:400,
layout:'fit',
items:[treePanel],
buttons:[
{
xtype:'textfield',
id:'filterText'
},
{
text:'查找',
handler:function(){
var text=Ext.getCmp('filterText').getValue();
var re = new RegExp(Ext.escapeRe(text), 'i');
var test=filter.filterBy(function(n){
return !n.isLeaf()|| re.test(n.text);
});
}
}
]
});

运行效果如图 7-187 所示。
解析：
效果不错，而且实现了中文过滤。注意一下正则表达式的写法，写错了中文是过滤不
出来的哦！这里有个地方不太给力，写完文字之后还要点击“查找”才开始过滤，实在有
点麻烦。在无处不体现人性化的今天，这么大的瑕疵肯定让人无法接受。能不能在键盘按
下的时候就自动开始进行过滤呢？那当然可以啊！开始代码重构：
var filter=new Ext.tree.TreeFilter(treePanel,{
clearBlank:true,
autoClear:true
})
var filterTree=function(){
var text=this.ge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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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ext){
filter.clear();
return;
}
treePanel.expandAll();
var re = new RegExp(Ext.escapeRe(text), 'i');
var test=filter.filterBy(function(n){
return !n.isLeaf()||re.test(n.text);
});
}
var win=new Ext.Window({
title:'日月神教组织架构',
width:300,
height:400,
layout:'fit',
items:[treePanel],
buttons:[
{
id:'filterText',
xtype:'textfield',
enableKeyEvents:true,
listeners:{
'keyup':filterTree
}
}
]
});

运行效果如图 7-188 所示。

图 7-187

使用 TreeFilter 过滤

图 7-188

根据输入动态过滤

解析：
注意这里过滤的实现，这种过滤方式只会把不满足条件的“叶子”节点过滤掉。对非
叶子节点，即使不符合条件，也不过滤掉。如果需要把非叶子节点也去掉，请看下面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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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实现：
var hiddenNodes = [];
var filterTree=function (){
var text =this.getValue();
Ext.each(hiddenNodes, function(n){
n.ui.show();
});
if(!text){
filter.clear();
return;
}
treePanel.expandAll();
var re = new RegExp(Ext.escapeRe(text), 'i');
filter.filterBy(function(n){
return !n.isLeaf()|| re.test(n.text);
});
hiddenNodes = [];
treePanel.root.cascade(function(n){
if(!n.isLeaf()&& n.ui.ctNode.offsetHeight<3){
n.ui.hide();
hiddenNodes.push(n);
}
});
}

运行效果如图 7-189 所示。

图 7-189

节点过滤效果

3．排序
直接看源码：
sort : function(fn, scope){
var cs = this.childNodes;
var len = cs.length;
if(len > 0){
var sortFn = scope ? function(){fn.apply(scope, arguments);} : fn;
cs.sort(sort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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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var i = 0; i < len; i++){
var n = cs[i];
n.previousSibling = cs[i-1];
n.nextSibling = cs[i+1];
if(i === 0){
this.setFirstChild(n);
}
if(i == len-1){
this.setLastChild(n);
}
}
}
}

关注加粗部分，
由于 this.childNodes 是一个[]，
因此这里 cs.sort(fn)就是在调用 JavaScript
原生数组的 sort()方法进行排序。在第１节中我们演示过这个方法的用法，没什么特别的
地方，唯一值得注意的还是中文排序的问题（localeCompare）
。
为了增强对排序操作的支持，Ext 设计了一个专门的工具类 TreeSorter，如图 7-190 所
示。不过 TreeSorter 的实现比较薄弱，一共才 100 多行代码，这些代码完全没有难度，请
自行研读。

图 7-190

TreeSorter 工具函数

从框架设计的角度来说，把“排序”功能独立出来封装成工具类是非常好的处理方式，
这样可以为以后的扩展和升级留下充分的余地。
4．TreeNode 总结
最后，关注一个非常容易出问题的细节：关于树节点类型判定的问题。在很多应用中，
需要判定一个节点是否是叶子节点，然后根据判定结果做不同的操作。在父类 Node 中提
供了判定函数，不过它的实现比较简单：
isLeaf : function(){
return this.leaf === true;
}

isLeaf 函数并没有检查节点是否有孩子，而是直接根据节点的 leaf 标志位进行判断。
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戏弄它一番，给它一个这样的结构：
{text:'根',leaf:true,children:[{text:'子 1',leaf:true}]};

明明有孩子节点，我们却故意告诉它：这节点是叶子，于是 TreePanel 上的界面显示
就会出问题了。
431

Ext 江湖
例 7.62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var leftTree=new Ext.tree.TreePanel({
id:'testLeaf',
title: '树',
renderTo:Ext.getBody(),
root:{text:'根',leaf:true,children:[{text:'子 1',leaf:true}]},
width: 200,
autoScroll: true,
split: true,
rootVisible: true,
collapsible: true
});
})

运行效果如图 7-191 所示。
解析：
由于标志位 isLeaf 设置错误，导致节点无法展开。正常的界面如图 7-192 所示。

图 7-191

leaf 标志位错误导致的界面异常

图 7-192

正常显示的界面

如果你的应用中出现和本例类似的状况，请检查数据中的 isLeaf 标志位是否正确。
总结一下这些比较高难度的操作吧：这些工具函数的名字蛮恐怖，尤其是“下潜”、
“冒
泡”
、“查找”、
“过滤”、
“排序”，而实际上它们实现的代码却非常简单，正是大巧若拙、
大音希声啊！

7.7 Cookie
7.7.1 Cookie 概述
Cookie 机制是 HTTP 协议的扩展部分，我们可以通过 document.cookie 属性访问这个
机制。
我们知道 JavaScript 有安全沙箱机制，这些安全机制阻止 JavaScript 和客户端的系统进
行直接交互，比如 JavaScript 无法访问客户端的文件系统。但是，在现代的 Web 应用中，
经常会遇到需要在客户端保存数据的情况，此时就只能求助于 Cookie 这块小甜饼了。
使用 Cookie 可以在客户端的文件系统中存储少量数据，这些数据都以 key-value 的形
式存放。可以在本机 C 盘搜索 Cookie，看看硬盘中都存放了哪些 Cookie 文件，如图 7-193
所示是笔者的机器上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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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3

Cookie 文件的存储位置

当双击视图打开这些文件时，系统会告诉你这么做不安全，如图 7-194 所示。
如果无视警告，强行打开，如图 7-195 所示。

图 7-194

安全提示

图 7-195

Cookie 文件的内容

显然，这是 QQMusic 内嵌的浏览器在机器中写的一些东西，并且可以看到这些都是
明文字符串。如果你可以悄悄地扫描到某人机器上的 Cookie 文件，然后„„你懂的。在
早几年的时候，经常有人这么做，这也是很多客户要求禁用 Cookie 的原因。当然，加密
也是可以的，必须由开发者自己负责加密和解密的过程。
来看 Ext 中使用 Cookie 的例子，如图 7-196 所示。

图 7-196

使用 Cookie 存储界面主题

打开本机的这个例子，选择一个不同的主题，然后关闭浏览器，当再次打开这个例子
时，会自动显示上次选择的皮肤主题。代码很简单，当选择主题时，Ext 会在本地创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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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Cookie，记录选择的项目，请看如图 7-197 所示的代码截图。

图 7-197

主题切换核心代码

7.7.2 使用 Ext 的 Cookie
使用 Cookie 存储 Window 的状态。
例 7.63
代码：
Ext.onReady(function(){
Ext.state.Manager.setProvider(new Ext.state.CookieProvider({
//此 Cookie7 天后失效
expires: new Date(new Date().getTime()+(1000*60*60*24*7))
}));
MyWin=Ext.extend(Ext.Window,{
stateEvents: ['resize'],
getState:function(){
alert(this.getWidth()+"-->"+this.getHeight());
return {width:this.getWidth(),height:this.getHeight()};
},
applyState:function(state){
MyWin.superclass.applyState.call(this,state);
}
})
var win=new MyWin({
id:'myWin',
title:'StateFul',
width:400,
height:300,
stateful: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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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show();
var btn=new Ext.Button({
text:'测试',
applyTo:Ext.getBody(),
handler:function(){
var win=new MyWin({
id:'myWin',
title:'StateFul',
width:400,
height:300,
stateful:true
})
win.show();
}
});
});

运行效果如图 7-198 所示。

图 7-198

使用 Cookie 存储 Window 的尺寸

解析：
请把 alert 去掉，自行测试以上代码。
请注意，当点击页面上的按钮的时候，里面的 win 对象是全新的 Window 对象哦！只
是因为新建的这个 Window 对象的 id 和第一次显示的 Window 对象的 id 完全相同，所以
Ext 帮你把新 Window 的宽度和高度恢复成之前的状态。请把 btn 的 handler 函数中的 win
对象的 id 改成其他值再测试。
通过头部这句 new Ext.state.CookieProvider 代码，你一定已经猜到了，第一个 Window 的
属性被存储到了 Cookie 中，然后当新创建 Window 具有相同的 id 时，Ext 就会帮你恢复原
有状态。示例代码只是简单地存储了窗口的 width 和 height 属性，还可以根据你具体的应
用存储更多的状态。使用这一特性可以记录客户的使用习惯和个性设置等，就像概述中选
择皮肤一样。
Ext 的 GridPanel 实现了定制的 getState 和 applyState 函数，可以通过 Cookie 保存
和加载表格数据。其原理和示例完全相同，读者可以自行测试，如图 7-199 和图 7-20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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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9

图 7-200

GridPanel 中的 getState 方法

GridPanel 中的 applyState 方法

7.7.3 Ext 的 Cookies 机制
7.7.3.1 顶级类 Component
Ext 的 UI 组件顶级类是 Component，Window 是其一个很深的子类。完成状态恢复这
一操作是在 Component 类的构造函数中进行的，其实现代码非常简单，请看如图 7-201～
图 7-204 所示的关键点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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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

Component 构造函数中对 initState 的调用

图 7-202

图 7-203

Component 中实现的空 getState

Component 中的简单实现

图 7-204

Component 中实现的简单 applyState

Component 中恢复组件状态的 applyState 操作非常简单，把你存储的所有属性全部拷
贝到新对象上就可以了。在实际的应用中，你可以覆盖此方法提供更多的设置，就像例子
中的做法：
applyState:function(state){
MyWin.superclass.applyState.call(this,state);
}

这里有个注意点，如果你不想完全“重写”父类拷贝属性的操作，请务必加上对
superclass.applyState.call(this,state)这句调用，然后再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知道，Cookie 会在客户端系统中写一个文本文件，那么对于以上示例来说，这个
文本文件到底写在哪里呢？里面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了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理，教你
一招在 FireFox 中查看 Cookie 的技巧，如图 7-20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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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5

查看 FireFox 的 Cookie

7.7.3.2 CookieProvider 源码解析
类如其名，该类是一个 Cookie 工具，方便开发者向客户端写 Cookie。CookieProvider
的实现代码非常简单，全部使用原生的 cookie 属性和操作函数，有兴趣请自行测试，如
图 7-206 所示为 CookieProvider 源码概览。

图 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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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Provider 源码概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