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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 操作、遍历以及动态 CSS 操作能为网站的最终用户创建更敏捷的体验，而在比较充分
利用这些体验的应用程序中最典型的应该是图库了，可以用来查看和浏览图片。浏览器越来越强
大，动态脚本和功能也日臻完善，而这种提升使得一些高质量的图库相继面世。
在本章中，你会看到部分图库的演示并了解它们的独特之处，然后使用动态的、分离式
JavaScript 制作你自己的图库。在图库设计和实现的细节上，你会碰到一些问题。我们期望实现
的最终成果是一个可以简单融入任何网站的图库脚本。此外，这是利用在第 5 章和第 7 章所讲解
的有关 DOM、JavaScript 以及 CSS 的函数的最好机会，将其结合起来就能开发无缝并易于理解
的代码。

9.1

图库示例

精彩现代的图库脚本已经有好几个，它们都让人印象深刻，它们易于使用并且完全是分离式
的。
本节将要讨论的两个脚本虽然使用不同的库作为代码基础，但它们的具体视觉效果都非常相似。
下面总结了这两个图库示例行为：
 当点击图库中的图片时，就会弹出一个图片覆盖层，而不是直接把用户带到实际图片上。
 图片覆盖层显示时，一个半透明的灰层覆盖在整个页面上（模糊化所有在它之下的东西）
。
 图片覆盖层会有当前显示图片的某种形式的说明。
 在图库内会有一些从图片到图片的导航方法。
接下来看看这两个相当流行的图库，分别是 Lightbox 和 ThickBox。

9.1.1 Ligh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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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box 是“新式”DOM 图库的第一位吃螃蟹者，它的发布刺激了其他数种类似图库的发展。
这个图库是从零开始发展起来的（没有使用特定的 JavaScript 库）
，也因此能适应一些不同的
库（这样可以降低它的代码总量）。关于这个脚本的更多信息可以从 http://www.huddletogether.
com/projects/lightbox/中找到，而 http: //particletree.com/features/lightbox-gone-wild/提供了基于
Prototype JavaScript 库的 Lightbox 的相关信息。
图 9-1 展示了运行中的 Lightbox 图库的屏幕截图，从中可以看到它独特的半透明覆盖层和居
中的图片。

9.1 图库示例

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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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库内显示一张图片的Lightbox

Lightbox 以完全分离式的方法来运行。要使用它，你只需在 HTML 文件的头部包含脚本，并
修改希望使用 Lightbox 来显示的图片的 HTML 就行了。
<a href="images/image-1.jpg" rel="lightbox" title="my caption">image #1</a>

不过，这里的代码分离式的作用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它需要等待网页的所有图片加载完，
而不是在 DOM 可用时就执行。即使如此，这种 DOM 脚本（如代码清单 9-1 所示）也有它存在
的道理和适应性。
代码清单9-1 定位到所有Lightbox锚点元素并使它们能正确显示
// 定位页面的所有锚点标签
var anchor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a");
// 遍历所有的锚点标签
for ( var i=0; i < anchors.length; i++ ) {
var anchor = anchors[i];
// 确保该链接是"lightbox"的链接
if ( anchor.href && anchor.rel == "lightbo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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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Lightbox的点击
anchor.onclick = function () {
showLightbox(this);
return false;
};
}
}

随着新用户的不断反馈，Lightbox 逐渐进化，它也增加了一些新特性，比如键盘导航和动
画。虽然日益复杂，但 Lightbox 因为极为简洁的核心，为你制作属于自己的类似图库提供了大
量的灵感。

9.1.2 ThickBox
第二个图库是 ThickBox，由 Cody Lindley 使用 jQuery JavaScript 库创建。在具体实现上，它
跟 Lightbox 非常相似，但更为小巧，并支持使用 Ajax 加载外部的 HTML 文件。在它网站上
（http://codylindley.com/Javascript/257/thickbox-one-box-to-rule-them-all）可以找到关于这个库的更
多信息，同时有一个演示（http://jquery.com/demo/thickbox/）。
从图 9-2 的屏幕截图可以看到，ThickBox 显示图片的效果跟 Lightbox 的非常相似。

图9-2

在页面最佳位置显示一张图片的Thickbox

9.2 制作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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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Lightbox一样，Thickbox在加载和自运行上使用分离式的手段。简单地在网页的头部引入
脚本，就可以自动遍历DOM并找到所有class带"thickbox"的链接，如以下代码所示：
<a href="ajaxLogin.htm?height=100&width=250" class="thickbox">ThickBox lo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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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清单 9-2 展示了 Thickbox 动态并分离地增加它的功能，不管 DOM 可用与否（它在所有
图片加载完毕之前执行，从而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代码清单9-2 为class有"thickbox"的所有锚点元素赋予功能
// DOM一可用就开始查找thickbox
$(document).ready(function(){
// 为有class为.thickbox的元素加上thickbox功能
$("a.thickbox").click(function(){
// 得到该thickbox的说明
var t = this.title || this.name || this.href || null;
// 显示该thickbox
TB_show(t,this.href);
// 删除链接的foucs
this.blur();
// 确保链接不会像平常般跳转
return false;
});
});

由于 Thickbox 包含大量其他的特性并具有更少的代码，它当然成为可以替代 Lightbox 的另
一个选择。
接下来你会看到如何克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图库，而正确地制作一个图库，需要考虑采用一
些必要的精妙复杂手段或技术。

9.2

制作图库

制作图库的第一步是准备足够让你遍历的图库图片集合。假设一个页面可以包含多个图库，
每个图库也可以包含多个图片。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就算 JavaScript 不执行，你也要让图片以语
义和可理解的形式显示。这对禁用 JavaScript（或者缺乏 CSS 支持）的人来说，仍能确保拥有可
接受的用户体验。
用以制作图库的基本 HTML 如代码清单 9-3 所示。
代码清单9-3 支撑图库的图片的基本HTML页面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head>
<title>Random Cat Pictures</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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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body>
<h1>Random Cat Pictures</h1>
<p>Lorem ipsum dolor . . . </p>
<!-我们的图库，必须是一个class为"gallery"的<ul>————也应该有相关的title.
--->
<ul class="gallery" title="Random Cat Pictures">
<!-每一个图片都应该在<li>内，并带一个指向真是图片的链接。
如果图片过高，确保加上"tall"的cl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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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href="image1.jpg"><img src="image1.jpg"
alt="Fat Cat Sleeping"/></a></li>
<li><a href="image2.jpg"><img src="image2.jpg"
alt="Sharing the Bed"/></a></li>
<li class="tall"><a href="image3.jpg"><img src="image3.jpg"
alt="Out the Window"/></a></li>
<li class="tall"><a href="image4.jpg"><img src="image4.jpg"
alt="In the Sun"/></a></li>
<li><a href="image5.jpg"><img src="image5.jpg"
alt="Very Comfortable"/></a></li>
</ul>
<p>Lorem ipsum dolor . . . </p>
</body>
</html>

然后，需要增加一些样式，以让它更美观和可导航，如代码清单 9-4 所示。
代码清单9-4 适当样式化页面的CSS
body {
font-family: Arial;
font-siz: 14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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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图库增加一个漂亮的盒子样式。 */
ul.gallery {
list-style: none;
padding: 5px;
background: #EEE;
overflow: auto;
border: 1px solid #AAA;
margin-top: 0px;
}
/* 为每一个图片片建立一个标准宽度和高度盒子。 */
ul.gallery li {
float: left;
margin: 6px;

9.2 制作图库
width: 110px;
height: 110px;
background: #FFF;
border: 2px solid #AAA;
}
/* 水平图片100px宽 */
ul.gallery img {
width: 100px;
margin: 5px;
border: 0px;
margin-top: 17px;
}
/* 垂直图片100px高 */
ul.gallery li.tall img {
height: 100px;
width: auto;
margin-top: 5px;
margin-left: 17px;
}

最后，基本 HTML 和 CSS 的结果如图 9-3 所示。

图9-3

一个简单样式化的图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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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这个基本 HTML 页面后，你可以准备综合组件，用它们来制作漂亮的、JavaScript 驱动
的图库了。

9.2.1 分离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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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这个图库必须用分离式脚本编程来制作。于是，对于支持脚本的用户来说，你再
也不用只因为需要加入一些诱人的视觉效果而在页面上增加多余（且不语义）的 HTML。你要做
的就是在页面完成加载时注入部分的 HTML 元素，如代码清单 9-5 所示。
代码清单9-5 在DOM中注入初始化的HTML并为每个元素绑定必要的事件处理器
// 跟踪记录当前所看的图片
var curImage = null;
// 在修改或遍历DOM之前等待文档的完成加载
window.onload = function() {
/*
* 建立如下的DOM结构
* <div id="overlay"></div>
* <div id="gallery">
*
<div id="gallery_image"></div>
*
<div id="gallery_prev"><a href="">&laquo; Prev</a></div>
*
<div id="gallery_next"><a href="">Next &raquo;</a></div>
*
<div id="gallery_title"></div>
* </div>
*/
// 建立整个图库的支架
var gallery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gallery.id = "gallery";
// 并加入所有的用以组织的div
gallery.innerHTML = '<div id="gallery_image"></div>' +
'<div id="gallery_prev"><a href="">&laquo; Prev</a></div>' +
'<div id="gallery_next"><a href="">Next &raquo;</a></div>' +
'<div id="gallery_title"></div>';
// 把图库插入DOM中
document.body.appendChild( gallery );
// 支持图库内上一张和下一张点击跳转的处理器
id("gallery_next").onclick = nextImage;
id("gallery_prev").onclick = prevImage;
// 定位到页面上的所有图库
var g = byClass( "gallery", "ul" );
// 遍历所有的图库
for ( var i = 0; i < g.length; i++ ) {
// 并定位到幻灯图片的所有链接

9.2 制作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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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link = tag( "a", g[i] );
// 遍历所有的图片链接
for ( var j = 0; j < link.length; j++ ) {
// 确保做到：当点击的时候，显示图库而不是跳转图片
link[j].onclick = function(){
// 显示灰色背景的覆盖层
showOver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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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库内显示图片
showImage( this.parentNode );
// 确保浏览器不会像普通情况下跳转图片
// image, like it normally would
return false;
};
}
// 在图库内加入幻灯导航
addSlideShow( g[i] );
}
};

处理完这个重要的步骤后，你就可以开始制作图库自身的各种组件了。

9.2.2 半透明的覆盖层
你要制作的第一个项目是，在Lightbox和ThickBox中均用到的半透明灰色覆盖层。你会看
到，大部分情况下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也有一个棘手的情况：让这个透明的覆盖能够符合
当前页面的高度和宽度。幸运的是，你已经在第 7 章中开发了pageWidth()和pageHeight()，
它们可以帮你完成这个任务。
只需建立一个简单的带id特性（之后你就可以轻松地访问它）的div元素，并插入到DOM中，
如代码清单 9-6 所示。
代码清单9-6 创建一个简单的div元素并插入到DOM中
// 创建半透明、灰色的覆盖层
var overlay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overlay.id = "overlay";
// 当点击覆盖层，把它和图库都隐藏
overlay.onclick = hideOverlay;
// 把这个覆盖层插入DOM中
document.body.appendChild( overlay );

接下来，开发两个函数来隐藏和触发覆盖层。这也比较棘手。隐藏和显示的过程相当容易，
但是要找出正确的宽度和高度并不简单。通常，只需把覆盖层定义为高度和宽度都是 100%就可
以了。但这并不现实，因为用户在图库展示的时候可能会滚动页面，致使覆盖层“不告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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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是，让覆盖层与当前页面保持一致的宽度和高度。你可以使用第 7 章中的pageWidth()
和pageHeight()函数来得到这些数值。
隐藏和显示覆盖层的完整代码如代码清单 9-7 所示。
代码清单9-7 隐藏和显示图库半透明覆盖层的两个必要函数
// 隐藏当前图库的灰色覆盖层
function hideOverlay() {
// 确保重置当前图片
curImage = null;
// 并隐藏覆盖层和图库
hide( id("overlay") );
hide( id("gallery") );
}
// 显示灰色覆盖层
function showOverlay() {
// 获取覆盖层
var over = id("overlay");
// 让它与整个页面保持一致的高度和宽度（避免页面滚动后产生问题）
over.style.height = pageHeight() + "px";
over.style.width = pageWidth() + "px";
// 并渐隐
fadeIn( over, 50, 10 );
}

最后，加上必要的 CSS，以正确显示半透明覆盖层，如代码清单 9-8 所示。
代码清单9-8 正确显示半透明覆盖层的必要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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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ay {
background: #000;
opacity: 0.5;
display: none;
position: absolute;
top: 0px;
left: 0px;
width: 100%;
height: 100%;
z-index: 100;
cursor: pointer;
cursor: hand;
}

这些加入的 HTML 和 CSS 结合在一起的效果如图 9-4 所示。
建立覆盖层并加入到页面后，你可以着手准备在它之上显示图片了。

9.2 制作图库

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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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面显示一个半透明覆盖层的效果

9.2.3 定位盒子
图库还需要制作的组件是一个包含当前图片的容器，它会浮动在半透明覆盖层之上。如果正
确支持 CSS 的话，只需使用固定定位（fixed position），这样就可以定位到任何东西之上，脱离
页面滚动位置的影响。不幸的是，由于某些现代浏览器（如 IE6）对 CSS2 支持的严重不足，这
个步骤显得相当困难。
在开始之前先得假设你已经在页面中有了如代码清单 9-9 所示的 DOM 结构（可以把它增加
到代码清单 9-5 的页面中去）。
代码清单9-9 定位在半透明覆盖层之上的图库的HTML
<div id="gallery">
<div id="gallery_image"></div>
<div id="gallery_prev"><a href="">&laquo; Prev</a></div>
<div id="gallery_next"><a href="">Next &raquo;</a></div>
<div id="gallery_title"></div>
</div>

有了这个基本的HTML结构，还需要开发一个合适的函数来显示图库的div并把图片放到这
个div中去。触发这个特定函数的方法有好几种，但最明显的方法莫过于判断用户是否在图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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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HTML主体页面所示）点击了其中的一张图片，然后显示这张图片的大尺寸版本，覆盖在页
面的其他元素之上（如代码清单 9-10 所示）。
代码清单9-10 基于选中图片而显示图库
// 显示图库的当前图片
function showImage(cur) {
// 记住当前处理的图片
curImage = cur;
// 获取图库图片
var img = id("gallery_image");
// 删除当前图片，如果存在的话
if ( img.firstChild )
img.removeChild( img.firstChild );
// 并用我们的新图片取而代之
img.appendChild( cur.firstChild.cloneNode( true ) );
// 我们设置图库图片的说明为该图片的'alt'里的内容
id("gallery_title").innerHTML = cur.firstChild.firstChild.alt;
// 定位到主图库中
var gallery = id("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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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正确的class(这样才能显示恰当的尺寸)
gallery.className = cur.className;
// 然后平滑地渐隐
fadeIn( gallery, 100, 10 );
// 确保图片在屏幕中的位置正确
adjust();
}

在showImage函数中，最后调用adjust函数。adjust函数负责把图片定位到用户窗口的绝
对中间（就算用户滚动鼠标或者重置窗口的大小）。这是重要的一步，如代码清单 9-11 所示，它
让图库行为和表现都更为自然。
代码清单9-11 基于图片宽高和用户滚动的具体情况，重定位图库
// 重定位图库到页面的中心，就算页面经过了滚动
function adjust(){
// 定位到图库
var obj = id("gallery");
// 确保图库是存在的
if ( !obj ) return;
// 得到它当前的高度和宽度
var w = getWidth( obj );
var h = getHeight( ob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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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这个盒子，相对于窗口垂直居中
var t = scrollY() + ( windowHeight() / 2 ) - ( h / 2 );
// 但不能超过页面的顶端
if ( t < 0 ) 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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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这个盒子，相对于窗口水平居中
var l = scrollX() + ( windowWidth() / 2 ) - ( w / 2 );
// 但不能超过页面的左端
if ( l < 0 ) l = 0;
// 设置元素经过调整后的位置
setY( obj, t );
setX( obj, l );
};
// 用户滚动页面或者重置浏览器大小，每次都重新调整图库的位置
window.onresize = document.onscroll = adjust;

最后，代码清单 9-12 是保证图库正确定位的必要CSS。你会注意到，这只不过是一个绝对定
位的div，且它的样式属性z-index比较大，所以能够在页面的所有元素之上。
代码清单9-12 定位图库到正确位置上的CSS
#gallery {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650px;
height: 510px;
background: #FFF;
z-index: 110;
display: none;
}
#gallery_title {
position: absolute;
bottom: 5px;
left: 5px;
width: 100%;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center;
}
#gallery img {
position: absolute;
top: 5px;
left: 5px;
width: 640px;
height: 480px;
border: 0px;
z-index: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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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ery.tall {
width: 430px;
height: 590px;
}
#gallery.tall img {
width: 420px;
height: 560px;
}

CSS、HTML 和 JavaScript 结合起来的效果如图 9-5 所示，现在拥有了一个定位过的图库，
看起来相当耀眼呢。

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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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过的图库显示在半透明覆盖层之上

现在已经跨过了创建漂亮观感这一重要步骤的难关，你接下来要关注如何让用户方便地导航
图库里的每张图片了。

9.2.4 导航
图片的显示占了页面的剩余部分（和页面之间还有一个半透明覆盖层），需要使用一些更好
的方式，以便导航图库中的不同图片。之前，在为图库的覆盖层指定 HTML 时，你已经加入了

9.2 制作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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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导航的链接了。使用这些链接就完全可以让用户在显示的覆盖层上导航图库了。
可以跟踪当前正查看的图片（在这种情况下，图片的引用记录在变量curImage中）来为图
库增加导航功能。由此，你可以轻松地确定用户在图库中的位置，并引导他们到期望的位置，如
代码清单 9-13 所示。
代码清单9-13 在图库中引导用户到期望位置的两个必要函数
// 获取上一个图片并显示它
function prevImage() {
// 定位到上一个图片并显示它
showImage( prev( curImage ) );
// 防止链接跳转
return false;
}
// 获取下一个图片并显示它
function nextImage() {
// 定位到下一个图片并显示它
showImage( next( curImage ) );
// 防止链接跳转
return false;
}

导航链接的难题在于需要确定显示它们的恰当时机，要保证当前图片（图库中的）有上一张
或者下一张的时候才显示它们。根据具体情形隐藏或者显示图库的链接会用到showImage()函
数，以在恰当的时候显示导航。处理导航状态的代码如代码清单 9-14 所示。
代码清单9-14 检查何时隐藏或显示下一张和上一张的导航链接
// 如果到达了幻灯的最后一张，那么隐藏下一张的链接
if ( !next(cur) )
hide( id("gallery_next") );
// 反之，确保它是可见的
else
show( id("gallery_next") );
// 如果在幻灯的第一张，那么隐藏上一张的链接 slideshow
if ( !prev(cur) )
hide( id("gallery_prev") );
// 反之，确保它是可见的
else
show( id("gallery_prev") );

最后，代码清单 9-15 是导航链接正确定位所需的 CSS 样式。
代码清单9-15 定位导航链接的CSS
#gallery_prev, #gallery_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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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absolute;
bottom: 0px;
right: 0px;
z-index: 120;
width: 60px;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12px;
padding: 4px;
}
#gallery_prev {
left: 0px;
}
#gallery_prev a, #gallery_next a {
color: #000;
text-decoration: n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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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的实际例子可以参看图 9-5。注意，在图库的下方有一个引导用户访问图库下一张图片
的链接。该链接适时隐藏或显示，取决于用户在图库中所处的位置。

9.2.5 幻灯片
图库的最后一个内容是大多数用户都喜闻乐见的：图库中所有图片的动态优美的幻灯片。与
前述的导航链接相比，要增加这个具体的补充效果相当简单。创建幻灯的步骤可分解为两步：
(1) 在文档内建立一个额外的链接，用户点击它后开始展示幻灯。
(2) 构建幻灯播放的过程，控制显示哪张图片和何时切换图片。
第一步如代码清单 9-16 所示。
代码清单9-16 在DOM中增加用来初始化幻灯的导航
function addSlideshow( elem ) {
// 我们会在幻灯的周围创建一些额外的上下文信息
// 创建幻灯的头部和包裹器
var 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div.className = "slideshow";
// 显示幻灯的名字，这里使用的是图库的title
var span = document.createElement("span");
span.innerHTML = g[i].title;
div.appendChild( span );
// 创建一个链接，由此我们可以把图库所有的图片都当作幻灯中的一幕
var a = document.createElement("a");
a.href = "";
a.innerHTML = "&raquo; View as a Slideshow";
// 点击后开始幻灯
a.onclick =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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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Show( this.parentNode.nextSibling );
return false;
};
// 为页面插入新的导航和头部
div.appendChild( a );
elem.parentNode.insertBefore( div, elem );
}

209

现在需要制作用来管理整个幻灯系列动画的控制器，整个控制器有一系列的超时管理，它们
都同时初始化（尽管被设置为交替进行）
。最终的显示结果平滑而优美，而表现也会非常无缝。
触发幻灯的代码如代码清单 9-17 所示。
代码清单9-17 在具体图库上初始化幻灯的代码
// 在一个具体的图库上开始所有图片的幻灯
function startShow(obj) {
// 定位到图库的每一张图片
var elem = tag( "li", obj );
// 定位到显示的整个图库
var gallery = id("gallery");
// 遍历每一个匹配的图库图片
for ( var i = 0; i < elem.length; i++ ) new function() {
// 记录被引用的当前图片
var cur = elem[i];
// 我们每5秒显示一张新图片
setTimeout(function(){
// 显示指定的图片
showImage( cur );
// 并在3.5秒后渐隐（因为需要有1秒的渐隐时间）
setTimeout(function(){
fadeOut( gallery, 0, 10 );
}, 3500 );
}, i * 5000 );
};
// 然后在结束时隐藏全部
setTimeout( hideOverlay, 5000 * elem.length );
// 但还是显示覆盖层，因为幻灯刚开始
showOverlay();
}

最后，还要有一些必要的 CSS 来样式化幻灯的初始化链接，如代码清单 9-18 所示。
代码清单9-18 显示幻灯链接导航的CSS
div.slideshow {
text-align: right;

210

164

第 9章

制 作 图 库

padding: 4px;
margin-top: 10px;
position: relative;
}
div.slideshow span {
position: absolute;
bottom: 3px;
left: 0px;
font-size: 18px;
font-weight: bold;
}
div.slideshow a {
color: #000;
}

幻灯实际运行情况的截屏非常困难，但至少可以看看为页面添加导航链接后的效果，如图
9-6 所示。

图9-6

加入到页面中的幻灯导航

9.3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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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前述的幻灯和导航技术，构建你自己的动态 Web 应用程序（比如某个幻灯软件）就有
了开始的可能。为了加深了解幻灯是如何运作的，我建议你运行这一章的所有代码，耳濡目染它
简洁但令人信服的效果。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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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章中所演示的图库、导航和幻灯，确实能够作为页面内创建补充功能的 DOM 脚本编程的
最佳实践。它们基于你所学过的知识而制作，很明显，使用动态、分离式的 DOM 脚本编程，你
将会轻松很多。
在本章中你还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图库，它们能为你制作自己的图库提供灵感。然后定义了一
段标准的 HTML 结构和显示图库，并制作显示它的基础单元（包括覆盖层、定位盒子和导航）
。
最后，加入能让用户开始的幻灯动画。使用最少的代码和付出，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动态
DOM 脚本编程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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