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HTML5新特性

关键技术与概念
●
●
●
●
●
●
●
●

HTML5 画布
地理位置
增强的表单处理
模式匹配与时间、日期输入
本地存储
嵌入媒体
音频和视频编码解码器
Microdata、Web Workers以及Web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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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是一本介绍运行在iOS 和Android系统移动平台上的HTML5书籍，但是由
于 HTML5仍然在不断发展之中，其发展过程在2012 年或 2013年不会结束，因此了解所
有标签(现在及将来的)及其在其他平台和浏览器上的工作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您可能并不希望您的HTML5网页、Web应用程序以及设备程序仅仅运行在iOS 和
Android上，因为HTML可以在其他绝大多数设备上显示，我想您不希望错过在这些设
备上运行您的创作成果的机会。
因此，本章更多的是介绍HTML5在通常情况下能够实现什么，而不仅局限于iOS
和 Android系统。当然，本章也涉及了特定于以上操作系统的内容，但是您应该将下面
的内容看成现阶段HTML5的总结。在本书稍后的章节中，特别是第Ⅱ部分的第1章～第
9章将会介绍如何在移动设备上应用这些特性。
那么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下面是您所期待的HTML5 。
提示
当旧浏览器遇到不识别的HTML5标签时，它会简单地忽略标签，就
如同使用组合标签名<madeupnametag> 和</madeupnametag>一样。但浏览
器会显示标签中的任何文本或HTML。

2.1

画布(Canvas)

<canvas>元素是由苹果公司为WebKit渲染引擎(WebKit rendering engine，默认iOS
和Android Web浏览器的后台支持，Apple Safari 和 Google Chrome也使用它)提出的，在
网页上它提供一种绘制图形的方法，且不需要加载如Java或Flash的插件。随后Canvas实
现了标准化，被Opera和基于Gecko的浏览器(在Mozilla Firefox浏览器中使用)所采用，并
且Google Chrome 和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也包含<canvas>元素。
画布是网页中的一块区域，可使用JavaScript在上面绘图。为创建画布，可以使用
下面的HTML创建一个ID为'mycanvas'的320×240像素大小的画布：
<canvas id='mycanvas' width='320' height='240'>
This section is displayed on browsers that don't support canvas
</canvas>

由于在一个网页中可以包含多个画布，因此有必要为每个画布提供一个ID，这样就
会知道在哪个画布上应用绘制命令。
在图2-1中，可以看到在Chrome浏览器画布上绘制的一系列圆形和方形，这些图形
的亮度级别逐渐增强，并且在上面叠加了一些文本。
在画布上绘图需要使用JavaScript编程语言，具体细节将在第6章中介绍。在此
期间，如果想查看图2-1的源代码，请参阅examples.zip文件中的canvas.htm文件，
examples.zip文件可在合作网站html5formobile.com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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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在画布上绘制同中心的圆、方形及文字

2.2

地理位置

HTML5的地理位置特性可以返回网页访问者的地理位置(或最接近的位置)，如图2-2
所示，某个站在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用户位置已经返回。如果已经返回了地理位置，
那么将会在iframe中的地图中进行显示，否则会返回一个报错信息。可以从合作网站中下
载examples.zip文件， 其中geolocation.htm是本示例的代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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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应用HTML5的地理定位特性可以非常简单地查找用户的位置

由于可以通过表单或者使用Ajax将网站访问者的位置发送至Web服务器，默认情况
下，所有浏览器都会禁止泄露位置信息，除非已经得到访问者的允许。
浏览器虽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提供了相同的安全控制：在第一次访问某个要求提供
您位置的网站时，Web浏览器会询问是否希望提供位置信息。如果允许，通常还会弹出
一个提示框，询问是否总是允许这么做。如果允许访问并且没有选中复选框，那么仅仅
这次会提供位置信息，下一次您访问网站时将会再次提示您。但是如果选中复选框，那
么网站就不会再次提示，然后网站始终能够得到您的位置信息。
同样，如果不想向网站暴露行踪，可以禁止访问，也可以正常选中相应的设置项，
防止当前网站得到位置信息。
为了获取浏览器的位置，必须进行JavaScript调用，详细信息将在第6章中讨论。

专家问答
问题：Web浏览器如何确定我的位置？
答案：确定位置有很多种方法。首先，您的IP地址已经透露了您所在的国家，这类
程序往往可以得到与您非常接近的位置。通常情况下，您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所有的网
站都需要知道您的IP地址以便向您发送数据。不过也有第三方的代理服务，当您与Web
服务器通信时它们会与您更换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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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计算机上启用了Wi-Fi，那么定位程序应用HTML5的地理位置特性通过扫
描本地可访问的Wi-Fi热点以及使用包含数以百万计的热点名称、MAC地址以及位置信
息的数据库，就能够找到您的位置。
此外，如果您使用的是移动设备，那么通过移动基站三角公式计算定位，也可以
非常准确地找到您的位置，或者如果您的电脑具有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
球定位系统)功能，那么就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您的准确位置，误差在几英尺
范围内。

2.3

表单

Web表单可能是因特网上最重要和最常用的部件之一，因此了解HTML5提供的表
单增强特性是非常有益的，这些功能之前是由复杂的JavaScript编写实现的，以便于能
在所有浏览器上工作。
HTML5总共提供了近20个新的属性和十几种新的输入类型，这些可以用来提高
Web表单的功能。

2.3.1

表单属性

HTML5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规范，浏览器只能执行其中一部分。因此，不同浏览
器对这些新特性的支持是不同的，某些浏览器甚至不支持任何新特性。并不总是老版本
的浏览器达不到HTML5的相应规范，撰写本书时，所有最新版本的主流浏览器都至少
忽略了其中3个属性，有的则多达10个。
然而在未来的几年中，大多数浏览器都将实现更多的HTML5规范，这里将介绍使
用这些新特性的信息。
1. autocomplete 属性
autocomplete属性可以应用于<form>标签或者是以下<input>标签：color、date、
email、password、range、search、teleophone、text或url。该属性的有效参数是'on'(默认)
和'off '。
当autocomplete属性设置为'on'时，先前已经获得输入的任何字段都会记得之前输入
的值，并将这些值作为建议提供给用户，用户不必再次进行输入。
当autocomplete属性设置为'off '时，该功能是被禁止的。在<form>标签中应用该属
性时，表单中的所有相关字段都会受到影响。当应用于一个<input>标签时，则只会影
响<input>标签对应的字段。下面是使用该属性的两个例子：
<form action='prog.php' method='post' autocomplete='on'>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1' autocomplete='off' />
</form>

所有主流浏览器的最新版本都支持autocomplete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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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tofocus属性
autofocus属性可以应用于任何<input>标签，在页面加载时自动获得输入焦点。这
与将光标放置于输入字段之上具有相同效果，可以方便用户输入，或者选择任何其他类
型的字段为用户的操作做准备，该属性的激活方式如下所示：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 autofocus='autofocus' />

除了IE，所有主流浏览器的最新版本都支持autofocus特性，但可以在网页中安全地
使用autofocus属性，因为IE仍然可以运行地很好——只是不提供自动获得任何字段焦点
的功能而已。
3. form 属性
应用form属性就没有必要在表单中放置<input>标签。只要赋予表单一个ID，就可
以将该表单指定为form属性的参数。
例如，下面的代码打开然后关闭ID为form1的表单，在该表单后 <input>标签链接了
该表单：
<form id='form1' action='prog.php' method='post'>
<input type='submit' />
</form>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 form='form1' />

该特性目前仅在Opera浏览器中可用，因此在其他主流浏览器能够支持该特性之前
建议不要使用。
4. formaction属性
formaction属性是一种表单重载，可以使用它将表单的action属性改为不同的目标。
例如在下面的代码中，表单不会发送至<form>标签中指定的prog.php程序，而是发送至
prog2.php：
<form action='prog.php' method='pos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 />
<input type='submit' formaction='prog2.php' />
</form>

当希望提供不止一个提交按钮时，formaction属性特别有用，这样需要提交至不同
目标的表单都可以和不同程序相关联。
表单重载可以在submit 或者image 类型的<input>标签上运行，但目前只有Opera浏
览器支持该特性，因此在其他主要浏览器支持该特性之前建议不要使用。
5. formenctype 属性
formenctype属性是一种可以改变表单的编码类型(enctype属性)的表单重载，与
formaction使用方式相似 (目前仅Opera支持该属性，因此目前不建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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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ormmethod 属性
formmethod属性是一种可以改变传送方法(method属性的参数'post'或者 'get')的表单
重载，使用方法与formaction相似 (该属性目前只能在Opera上运行)。
7. formnovalidate 属性
formnovalidate属性是一种表单重载，可以使用formnovalidate属性改变novalidate属
性的值，使用方法与formaction相似 (该属性目前只能在Opera上运行)。
8. formtarget属性
formtarget属性是一种可以改变target属性值的表单重载，使用方法与formaction相似
(该属性目前只能在Opera上运行)。
9. height属性和width属性
height属性和width属性可以应用于image 类型的<input>标签，用来改变图像的高度
和宽度。这两个属性可以在所有最新版本的主要浏览器上使用，使用方法如下：
<input type='image' src='image.png' height='20' width='60' />

10. list 属性、<datalist> 标签和 <option> 标签
有些输入字段支持列表，可以使用list属性来引用这些输入字段。例如，下面的代
码使用list属性与新的<datalist>标签一起提供一个供选择的URL组合：
Choose a web page: <input type='url' name='links' list='sites' />
<datalist id='links'>
<option label='Google' value='http://google.com' />
<option label='Yahoo!' value='http://yahoo.com' />
<option label='Bing' value='http://bing.com' />
<option label='Ask' value='http://ask.com' />
</datalist>

该特性与autocomplete属性的运行方式相似，不同之处是当输入获得焦点时将会显
示您定义的建议选择列表。
目前仅Opera浏览器支持该特性，但是您仍然可以在网页中使用，因为其他浏览器
根本无法显示建议列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其他浏览器都支持该属性时使用该特性的
Web表单将会变得更快，能够满足大多数访问者的要求。
11. min 属性
min属性用来指定包含数字或者日期的输入类型的最小值。不建议您依赖于该类型的
验证，因为只有Chrome和Opera浏览器支持该属性，下面是使用min属性的一个示例：
<input type='time' name='deliver' value='09:00' min='09:00' />

12. max 属性
max属性用来指定包含数字或者日期的输入类型的最大值，目前只有Chrome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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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Opera浏览器支持max属性。可以将min属性和max属性组合使用，如下所示：
<input type='time' name='deliver' value='09:00' min='09:00' max='17:00' />

13. multiple 属性
multiple属性允许您在email或者file类型的<input>标签中选择多个值。除了Internet
Explorer和Opera，该属性可以在所有主要浏览器的最新版本上运行。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file' name='images' multiple='multiple'/>

然后，当浏览对话框弹出时，可以同时选择多个文件(通常配合使用CTRL键)。而
在不支持该特性的浏览器上一次只能选择一个文件。
14. novalidate 属性
novalidate属性指定某个表单在提交时不应得到验证。novalidate属性的值可以是
‘true’或者‘false’。目前所有主流浏览器都不支持novalidate属性，因此不能使用。
在支持novalidate属性的浏览器上，该属性可以应用于<form>标签以及如下类型的
<input>标签：color、date、email、password、range、 search、telephone、text或url。使
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 novalidate='true'/>

一旦该属性得到支持，您随时都可以选择使用它，至少HTML5的验证特性要优于
目前能够提供的验证。如果您正在寻找可靠的浏览器内部表单验证，有许多的库可以使
用如livevalidation.com中的开源工具。
15. pattern 属性
可以使用pattern属性在某个输入字段中指定一个正则表达式，之后将会计算该输
入字段的值。该属性可以应用于下面类型的<input>标签：email、password、search、
telephone、text或 url 。例如，如果在某个字段中只允许输入字母数字字符、连字符、下
划线字符，那么可以使用下面的HTML：
<input type='text' name='username' pattern='[\w\-]{6,16}' />

格式'[\w\-\_]{6,16}'告诉浏览器只接受下面的字符：
\w a～z 和A~Z的字母、0～9的数字和下划线
● \连字符
● {6,16}
字符长度在6～16之间
然而，目前仅Opera浏览器和Chrome浏览器支持该特性，因此不能依靠该特性进行
浏览器内部验证，并且为了保证该特性能够运行，网页的!DOCTYPE必须如下所示(而
不是某个HTML4.01文档类型之一)：
●

<!DOCTYPE HTML>

在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当格式不匹配时Chrome浏览器将会简单地拒绝提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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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您不知道为什么——Opera浏览器将会提示：“[input]不是本页面要求的格式！”
在我看来这真是粗心的验证，对任何人都没有太大的用处，因此建议忽略该特性，直到
所有浏览器都支持该特性，并且足够成熟能够实际通知用户它们所需要的输入内容。
16. placeholder 属性
placeholder属性可以在一个空白输入字段上放置有用的提示，使用该属性可以帮助
用户输入有效的内容。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text' name='username' size='35'
placeholder='Enter your 6-16 character username' />

size属性的值为35，可以确保占位符文本拥有足够的空间。在向字段中输入内容之
前以浅色显示占位符文本，如图2-3所示。

图 2-3

在苹果 Safari Web浏览器中显示占位符

只要字段获得焦点，提示消息将会消失，准备输入文本。该属性可以应用于以下类
型的<input>标签：email、password、search、telephone、text和url。
placeholder属性可以在所有主流浏览器的最新版本上使用，除了IE和Opera。但是该
属性可以安全使用，因为IE和Opera会简单地忽略该属性。
17. required属性
required属性用来确保在表单提交之前字段已经输入完毕，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number' name='age' required='required'/>

为了使required属性正常运行，网页的!DOCTYPE必须如下所示(而不是使用任何的
HTML4.01文档类型)：
<！DOCTYPE HTML>

与许多其他的验证特性一样，目前只有Chrome和Opera Web浏览器支持该特性，因
此对所有Web表单的浏览器内部验证来说required属性是不可靠的。
18. step 属性
step属性用来为包含数字或者日期的输入类型指定步长值，目前只有Chrome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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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Opera浏览器支持该属性。下面是将step属性与min 和max属性组合使用的示例：
<input type='time' name='deliver' value='09:00' min='09:00'
max='17:00' step='3600'/>

step属性的值可以是任何正整数，上例中step值的单位是时间秒。前面的HTML在
Opera中的结果如图2-4所示。通过单击旋转框旁边的向上和向下箭头图标或者使用键盘
上的UP和DOWN按键，可以滚动时间进行选择。

图 2-4 在Opera Web浏览器中使用min、max和step属性

2.3.2

表单输入类型

多年来，Web开发人员发现HTML4.01支持的选择类型较为简单，而网站需要更多
类型的输入框。事实上，现在HTML5拥有16种新的不同类型的输入框。
这些新的输入类型在用户输入上提供轻量级控制以及内置验证。唯一不足是除了
Opera浏览器，这些新的输入类型还没有被大多数浏览器支持。但仍然可以在不支持这
些输入类型的浏览器上使用所有这些新的输入类型，因为如果浏览器不支持，这些输入
类型将会恢复为浏览器支持的普通文本域。
当然，这意味着您还不能依赖这些浏览器(除了Opera)进行验证，但是如果您使用
这些类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浏览器发展变化并且最终支持这些输入类型，那么
您的表单将会自动变得更容易被大多数用户接受。
当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输入类型时，必须使用以下的HTML5文档类型来确保证这些
输入类型能正常运行：
<!DOCTYPE HTML>

提示
苹果公司的iOS设备能够部分识别这些输入类型，这表现在它们会相
应地改变呈现给您的键盘类型。例如，email输入类型能够确保在主字符
集中包括一个“@”符号，number类型能够确保数字键可见，tel类型将会
显示电话键盘。目前还没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我所接触的Android设备都
没有提供这种额外的输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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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or输入类型
该输入类型最终将会调用一个取色器，可以在其中简单地单击选择颜色，但是现在有
一些限制，即必须输入颜色名并且只能在Chrome浏览器中使用。使用方式如下：
Enter your preferred color <input type='color' name='favcolor' />

2. date 和 time 输入类型
日期、时间选择器与颜色选择器非常相似，单击之后将会弹出一个日历，可以从中
选择一个日期或时间。
目前，date 和 time输入类型只能在Opera和Chrome上工作，但在Chrome上的运行还
有些问题，默认情况下总是选择1582年(如图2-5所示)，必须重新输入一个日期——这是
一个让人非常讨厌的问题，因为：

图 2-5

Google Chrome中的日期选择器仍然存在瑕疵

在浏览器中使用当前时间设置时间和日期很常见，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除非在Web服务器上或者用JavaScript创建输入栏，否则将无法设置当前日期，必
须输入一个默认的开始日期，并且该日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
此外，Chrome浏览器不会弹出任何类型的选择器，可以单击向上和向下图标(或者
按下UP和DOWN按键)来改变当前选择。
另一方面，Opera总是会弹出一个选择日历，如图2-6所示。
如果使用除时间选择器以外的其他选择器，将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虽然默认情况
下Opera能够正常工作，Chrome会要求在value字段中输入一个类似2012-06-07的日期，
否则将会显示过去几百年前的某个日期。然而，如果输入了这样的日期，Opera就会使
用该日期而不是当前日期作为它的起始值 。
所以我建议不要使用日期、时间选择器特性，除非它们已成熟并且能在所有主流浏
览器上正常工作；在此期间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大量的JavaScript日期选择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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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图2-5和图2-6中使用的HTML示例文件在dateandtime.htm中，该文件
存储于examples.zip中，可以从网站html5formobiles.com上进行下载。

图 2-6

日期输入类型

Opera充分利用了日期选择器

该输入类型选择一个日期，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date' name='thedate'/>

返回值的格式为YYYY - MM- DD。如果希望确保其能够在Chrome上正常工作，那
么需要使用如下HTML(虽然Opera还是使用起始日期作为默认日期)：
<input type='date' name='thedate' value='2012-03-17' />

月份输入类型

该输入类型选择某个月份，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month' name='themonth'/>

返回值的格式为YYYY-MM。除非该输入类型已经固定，否则需要为Chrome设置
输入value属性来保证其正常工作。
时间输入类型 该输入类型返回一个24H格式(HH：MM)的时间，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time' name='thetime'/>

周输入类型
式如下：

该输入类型返回格式为YYYY-WNN的星期(如2011－W06)。使用方

<input type='week' name='theweek'/>

除非该输入类型已经固定，否则需要为Chrome设置输入value来保证其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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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输入类型 该输入类型返回UTC(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协调世界时)
的日期和时间，UTC几乎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相同，相差不会超过一秒。返回值的格式
为YYYY - MM- DDTHH：MMZ(如2011-10-15T15：35Z)。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datetime' name='dateandtime'/>

除非该输入类型已经固定，否则需要为Chrome设置输入value来保证其正常工作。
本地日期时间输入类型 该输入类型返回用户的本地日期和时间。返回值的格式为
YYYY - MM- DDTHH：MM(如2011-10-15T15：35)。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datetime-local' name='localdateandtime'/>

除非该输入类型已经固定，否则需要为Chrome设置输入value来保证其正常工作。
3. email 输入类型
目前仅Chrome和Opera支持该验证类型，只能输入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使用方式
如下：
<input type='email' name='emailaddress' />

4. number 输入类型
目前仅Chrome和Opera支持该验证类型，只能输入数字。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number' name='age'/>

在以上两种浏览器上，可以单击输入框旁边的向上、向下箭头或者使用UP、
DOWN按键改变默认值。
5. range 输入类型
该输入类型可以显示一个范围构件，该构件具有确定的开始值和步长值，可以在最
小值和最大值之间滑动选择任意值，如图2-7所示。

图 2-7

在Safari上创建一个范围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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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的Opera、Chrome和Safari都支持该输入类型，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range' name='num' min='0' max='255'
value='128' step='1'/>

在其他浏览器上将会显示一个普通的文本输入栏，用户可以直接键入一个数字。
6. search 输入类型
通过指定搜索类型，浏览器可以调整输入框来提供许多特性如搜索建议(类似于
Google Search)、清除字段内容的图标，以及可能的样式变化用来提醒您的输入类型。然
而，目前仅Safari和Chrome支持该输入类型，唯一改进的是一个用来清除输入的“×”
图标以及圆角的输入域(仅限于OS X Safari)。但是现在使用该输入类型也没有坏处，其
他浏览器只会简单地显示一个文本字段，当未来大多数浏览器支持该特性时您的网页将
会受益于此。
该属性的使用方式如下：
<input type='search' name='searchphrase' />

7. tel输入类型
tel输入类型通知浏览器希望获得一个电话
号码，目前仅iOS设备使用该输入类型。当该输
入类型的区域被选中时，在键盘的位置上会弹
出一个电话数字键盘，如图2-8所示，使用方法
如下：
Telephone <br />
name='phone' />

<input

type='tel'

8. url输入类型
与tel输入类型相似，该输入类型告诉浏览
器希望得到的数据类型。在iPhone和其他iOS
设备上，该输入类型确保显示 “.”、“/”和
“.com”按钮。
其他浏览器将来可能会对此输入类型进行
改进，创建该输入类型的HTML如下所示：
<input type='url' name='webpage' />

2.4

图 2-8

在iPhone的tel输入类型中键入数据

本地存储

您可能对cookies非常熟悉，它是浏览器存储在本机上的小块儿数据。cookies包含
对使用网站很有帮助的信息如登录信息(每次访问时不必重新输入)，而且使用方式往往
更加主动，例如可以跟踪您的上网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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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存储类似于cookies，但它支持存储的数据量更大，并且提供了一个本地数据库
引擎，从而使保存和获取数据更加容易。本地存储的主要优势是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强大
的Web应用程序，并且在您的计算机上存储大量的数据，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服务
器上。例如，管理您的电视节目的网站可以在本地数据库中存储所有您喜爱的节目，因
此当您打开应用程序时，只需要检查网站的列表项目就可以查看这些节目的播放时间以
及频道。这种方式通过将数据分发给用户缓解与服务器连接的压力。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使用JavaScript从本地Web页面中访问本地数据库，这意味着应
用程序可以在没有Internet连接的情况下使用数据(在前面的例子中，只要已经下载了电
视节目表)。
因此可以看到，仅仅通过使用HTML和JavaScript，本地存储在创建移动设备应用程
序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因此本地存储是本书的重点之一。
合作网站(html5formobile.com)提供了Objective C (面向 iOS) 和 Java (面向Android)
包装器，本书第II部分也对其进行了介绍。结合使用这些技术将能够创建具有专业外
观、灵活、快速的应用程序，然后可以通过很小的改动将应用程序转换为网站。在未
来，创建包装器并使Web应用程序运行于Windows Phone 7、MeeGo和黑莓OS等其他移
动操作系统上是完全可能的。
不要担心，您不需要学习这些语言，因为本书第III部分会一步一步地向您介绍如
何将Web应用程序放置于已经准备好的包装器中，这些包装器可以从合作网站上进行下
载。因为需要使用JavaScript来访问本地存储，所以第6章提供了JavaScript的相关知识。

2.5

媒体

HTML5规范(<canvas>标记除外)中最具亮点的部分也许就是HTML5浏览器内置的多
媒体播放能力，不需要任何诸如Flash、QuickTime或Microsoft Media Player插件。
当然，该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由于专利的原因，支持的文件格式因浏览器不同而
不同，本节将介绍所有应该知道的如何使用HTML5内置多媒体的相关知识。

2.5.1 Codecs
术语codec代表enCOder/DECoder，它描述了软件提供的对诸如音频、视频等多媒
体的编码以及解码功能。在HTML5中，根据浏览器的不同，目前拥有多套不同的编
解码器：
● H.264 这是一个拥有专利的视频编解码器，最终用户可以免费使用回放功能，
但是在编码及传输过程中的任何部分都可能需要专利费。因此Safari和Internet
Explorer支持该编解码器，但是那些开源使用以及不具备财力为其授权的浏览器
不能使用该编解码器。
● Theora
这是一个不受专利限制，并且对所有等级的编码、传输以及回放免费
的视频编解码器。Chrome、 Firefox以及Opera支持该编解码器。
● VP8 该视频编解码器与Theora相似，但是其拥有者是谷歌公司，谷歌公司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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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开源发布，因此不需要专利费用。Chrome、Firefox以及Opera都支持该编
解码器。
● AAC 该音频编解码器代表Advanced Audio Encoding(高级音频编码)，其使用者
为Apple’ s iTunes Store。与H.264相同，该音频编解码器拥有专利限制，Safari、
Chrome和Internet Explorer支持该音频编解码器。
● MP3 该音频编解码器代表MPEG Audio Layer 3，已经使用了多年，虽然这个
词经常(错误地)用来指代所有类型的数字音频，但它其实是一个专利技术，
Safari、Chrome和Internet Explorer支持该音频编解码器。
● PCM 该音频编解码器代表Pulse Code Modulation，存储由模拟到数字转换器编
码的完整数据，是在音频CD上存储数据的一种格式。因为PCM不使用压缩，所
以也被称为无损编解码器，它的文件大小一般都是AAC或者MP3文件的几倍。
Safari、Firefox和Opera支持该音频编解码器。
● Vorbis 因为通常使用文件扩展名.ogg，有时也被称为Ogg Vorbis，该音频编
解码器不受专利保护，因此版权免费。支持的浏览器包括Chrome 、Firefox和
Opera。
这些音频和视频编解码器通常包含在一个包装器或者容器中，包装器或者容器的类
型主要有以下3种：MP4、OGG和WebM。表2-1列出了主流浏览器所使用的容器类型和
编解码器的完整列表。
表 2-1
浏

览 器

主流浏览器和设备支持的视频和音频

容

器

视

频

音

频

Apple iOS

MP4

H.264

AAC、MP3、 PCM

Apple Safari

MP4

H.264

AAC、 MP3、 PCM

Google Android (Pre v. 3)

—

—

—

Google Chrome*

MP4, OGG, WebM

Theora, VP8

AAC、 MP3、 Vorbis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MP4

H.264

AAC、 MP3

Mozilla Firefox*

OGG, WebM

Theora, VP8

PCM、 Vorbis

Opera

OGG, WebM

Theora, VP8

PCM、 Vorbis

提示
微软已经发布了Chrome和Firefox的插件使H.264视频支持回放功能，
所以如果希望使用这些浏览器的用户能访问H.264内容，您可以指导他们
从以下URL中下载并安装这些插件：
interoperabilitybridges.com/wmp-extension-for-chrome
interoperabilitybridges.com/html5-extension-for-wmp-plugin
获得HTML5安装更新的最佳方式是使用目标浏览器和操作系统访问html5test.com。
然后网站将精确地报告哪些HTML5特性已经实施，如图2-9所示，图中的iPhone 4 正在
接受测试，图2-10中的Android 2.1设备正在显示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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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iPhone 4对HTML5视频的安装

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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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对HTML5视频支持能力进行
测试的Android 2.1设备

专家问答
问题：我对所有这些不同的标准感到困惑。作为一名Web开发人员来说，这对我意

味着什么呢？
答案： 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单独的容器以及编解码器组合能在所有的
HTML5浏览器上工作。因此目前要求在浏览器上显示的内容必须至少有两个不同格式
的编码。
更糟的是，如果希望在Android设备上播放多媒体，那么将会有问题，因为虽然
<audio>标签是公认的，但是目前仍然没有能被所有Android版本(包括2.2)支持的音频格
式。据报道，Android 3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video>标签在Android上有点儿问
题，但是可以解决。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这些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单一的标准(可能
会是WebM，因为其后台是谷歌公司)可以在所有HTML5的浏览器和操作系统上播放多
媒体。

2.5.2

媒体播放

可以使用<audio>或者<video>标签播放HTML5媒体，使用方式如下：
<audio src='music.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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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non-HTML5 Browsers display what appears here
</audio>

或者:
<video src='video.mp4' width='320' height='240'>
Only non-HTML5 Browsers display what appears here
</video>

HTML5浏览器将会忽略放置在这两个标签中的任何HTML，但是其他浏览器会对
其进行处理，因此可以使用它们来包含Flash或者其他格式的媒体，在这些浏览器中作
为后备使用。
由于Android设备上存在一个问题，因此必须添加以下JavaScript调用标签来播放多
媒体，(虽然<video>标签不做任何工作)：
<video src='video.mp4' width='320' height='240'
onclick='this.play()'>
</video>

但这会导致在其他浏览器中播放按钮工作异常，因为每次单击按钮时，将会发送两
次播放命令，后一次命令作为暂停播放命令使用——几乎在瞬间停止播放。因此在使用
<video>标签前，可能需要执行一些浏览器检测，如果发现浏览器在Android上，那么就
应该连接onclick事件。第7章将介绍实现的方式。
1. <source> 标签
当调用一个媒体文件时，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会自动启动下载文件以确定其类型，只
有当它支持文件类型时才允许回放。由于这可能造成带宽浪费，可以使用<source>标签
告诉浏览器关于文件的更多信息，如下所示。这样如果浏览器不能播放该文件，就不会
尝试下载该文件：
<audio>
<source='music.aac' type='audio/aac' />
</audio>

也可以为视频提供如下文件信息：
<video width='320' height='240'>
<source src='movie.mp4' type='video/mp4' />
</video>

警告：
由于存在bug，如果使用type属性，Android 2.1和2.2将不会显示视
频，因此在该平台上将省略type属性。第7章详细介绍了在这种情况下的
浏览器检测以及为传统HTML提供服务的信息。
如果知道所使用的编解码器，在无法识别编解码器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在type属性内
部提供信息以进一步节省带宽资源，使用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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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source src='video.ogv'
type="video/ogg; codecs='theora, vorbis'" />
</video>

为了支持不同的浏览器，可以为不同编码方式的文件多次使用<source>标签，方法
如下：
<audio>
<source src='music.aac' type='audio/aac' />
<source src='music.mp3' type='audio/mp3' />
<source src='music.ogg' type='audio/ogg' />
</audio>

此时，如果浏览器能够识别其中的文件，那么将会播放其识别的第一个文件。
2. Audio属性和 Video 属性
为了控制媒体文件的播放方式，可以为<audio> 标签或 <video>标签提供一系列不
同的属性，从而显示回放控制，使媒体能够自动播放等等。
● autoplay
该属性可以使文件在加载以后尽快播放。使用方式如下：
<audio src='music.aac' autoplay></audio>
●

controls 如果希望为用户提供回放控制，只需要简单地使用controls属性，使
用方式如下：

<audio src='music.aac' controls></audio>

当然，也可以对这些属性组合和匹配，所以下面的代码是完全合理的：
<audio src='music.aac' controls autoplay></audio>
●

height和width 这两个属性仅用于<video>标签，以指定播放时的尺寸大小。如
果省略了这两个属性，那么将会使用视频所编码的尺寸显示。使用方式如下：

<video src='movie.mp4' height='240' width='320'></video>
●

loop

如果希望文件循环播放，可以使用下面的HTML：

<audio src='music.aac' loop autoplay></audio>

当循环播放音乐时，通常是将其作为背景效果，所以该示例还包括一个autoplay属
性，但是也可以单独使用loop属性。
● poster
使用该属性可以选择一个图像，并且在视频播放的位置进行显示。如果
希望显示正确的比例，那么图像的尺寸大小必须与视频相同。使用方式如下：
<video src='movie.mp4' poster='movie.png'></video>
●

preload 如果希望使您的用户能够更快地访问媒体文件，那么可以告诉浏览器
尽快开始下载文件，如下所示。当用户单击播放按钮时文件能够立即播放：

<video src='movie.mp4' preload></video>

48 第Ⅰ部分 核 心 技 术

或者，如果希望明确禁止浏览器预先下载文件，使用方式如下：
<video src='movie.mp4' preload='none'></video>
●

src <audio>、<video>和<source>标签的src属性提供所要播放媒体文件的路径
和(或)文件名。使用方式如下(您可能已经遇见了很多次)：

<video src='movie.mp4'></video>

3. <embed> 标签
虽然<embed>标签已经使用了很多年，
但是在HTML4.01中该标签正式淘汰，换句话
说，该标签计划被清除，但是剩下的这段时
间仍会继续存在。计划使用<object>标签来代
替<embed>，但是由于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
点且继续使用<embed>标签，所以在HTML5
中已经恢复使用<embed>标签。
因此现在它是正式的(第二次)，下面是使
用<embed>标签嵌入一个非标准对象(如Flash
文件)的方法，例如：
<embed src='flashanimation.swf' />

<embed>标签是自关闭的(使用/>)，支持
的属性包括height、width、src和type。下面
是为YouTube视频选择“嵌入”选项的使用
方法，也是屡获殊荣的Horrible博士的SingAlong博客(如图2-11所示)的第1部分：

图 2-11

在iPhone上播放YouTube视频

<object width="480" height="385">
<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www.youtube.com/v/apEZpYnN_1g">
</param>
<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
<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
<embed src=http://www.youtube.com/v/apEZpYnN_1g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idth="480" height="385">
</embed>
</object>

如果用以上方式为YouTube视频使用<embed>标签，会发现它在iOS设备上运行良
好，与YouTube进行通信并且使用兼容的编解码器播放文件。
在iPad上，嵌入的YouTube视频从某个网页内部进行播放，而其他iOS设备推出一个
单独的视频播放器应用程序，一些Android设备也是如此。当您观看完一个视频后，可
以从播放器中重新播放，这需要使用iOS的Done按钮或者Android的Back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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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data、Web Workers与离线 Web 应用程序

HTML5中有3个高级特性刚刚开始使用。例如，当前浏览器都不包括Microdata，这
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Chrome、Firefox、Safari、Opera以及iOS现在都可
以支持Web Workers，但是不能在Internet Explorer或者Android设备上运行。所有的浏
览器都支持使用Web应用程序，但是有一半的网民不能使用它们，因为Internet Explorer
还不支持此功能。
所以，虽然您现在不需要知道如何使用这些特性，但是本节仍然对这些高级特性进
行了介绍，当它们完全可用时您可以随时使用这些高级特性。

2.6.1 Microdata
Microdata是HTML的一个子集，和为读者提供文档一样，它是给机器提供类似
文档的元数据，旨在使机器能够识别信息。它的作用是使以下的新标签属性可用：
itemscope、itemtype、itemid、itemref和itemprop。通过使用这些标签属性，将能清楚地
定义诸如一本书的某个条目的属性，为其提供计算机能够使用的各种信息如作者、出版
者和内容等。

2.6.2 Web Workers
通常情况下，如果希望实现JavaScript后台处理，需要建立一个不断调用的定时
器，为一个或多个函数提供处理程序的时间片。然后，为了防止浏览器速度减慢或者变
得迟钝，这些函数必须迅速做完小块工作然后返回。
然 而 ， We b Wo r k e r s 为 浏 览 器 提 供 一 种 标 准 的 方 式 ， 可 以 在 后 台 运 行 多 个
JavaScript线程，并可以彼此传递信息，与操作系统中线程的运行方式几乎相同。只需
要调用一个新的worker脚本，该脚本在后台中等待发送给它的消息，收到消息后就会
立刻执行动作。
从总体上看，这项技术旨在提高普通后台JavaScript代码的执行速度，现在的速度
可以提高两到三倍，但是掌握该技术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2.6.3

离线Web应用程序

离线Web应用程序的特点是：一旦访问一个网站，该网站将会告诉浏览器所使用的
所有文件，因此浏览器可以下载所有这些文件，即使没有连接至因特网，也可以在本地
运行Web应用程序。实际上这是第11章中所讲述的知识点，用户可以将所有文件直接放
置于一个包装器中从而创建一个包，而不是从网站下载到设备上。
同时Web 应用程序具有复杂性，原因是它们需要使用正确的MIME类型(前身为多
用途Internet邮件扩展，但是单词 “Mail”已经被替换为“Media”)来配置一个Web服务
器，以便为理解Web 应用程序的浏览器使用该特性，并且获取它需要的文件。出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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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同时也由于Internet Explorer不支持Web应用程序，本书将忽略该特性，并提供一
个简单的替代方法用来创建一个可以作为本地应用程序运行的Web应用程序。

2.7

其他HTML5标签

还有一些其他的新HTML5标签，但是浏览器还没有支持这些特性，因此我将不做
介绍(特别是因为它们的规格可能会改变)。然而考虑到完整性，这里将会列举这些标
签：<article>、<aside>、<command>、<details>、 <figcaption>、<figure>、<footer>、
<header>、<hgroup>、<keygen>、<mark>、<meter>、<nav>、<output>、<progress>、
<rp>、<rt>、<ruby>、<section>、<summary>、<time>和<wbr>。可以在网站dev.w3.org/
html5/markup上得到所有这些标签的信息。

2.8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读者需要知道的关于HTML5的知识，现在就可以使用HTML5(至少一部
分)。然而，HTML5规范可能会不断演变，直到2012年或者2013年，其中一些细节可能
会改变，当然也会逐步纳入一些标签和属性，这些标签和属性现在没有(或者仅部分)被
所有浏览器支持。
现在，您已经知道HTML5能够做什么，第3章将介绍层叠样式表(CSS)。如果您已
经使用过这项技术，那么建议简单浏览第3章作为该知识点的复习，在第4章中将会介绍
新的CSS3标签。如果CSS对您来说是全新的，您会发现从第3章中能够学到很多CSS入
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