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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发明HTML时，它是基于文档对象模型(Document Object Model，DOM)的，
DOM是一种将网页中的所有不同元素分离为离散对象的工具，其中每个对象都具有自
己的属性和值。自然而然产生了样式表，使网页的内容与样式完全分开。使用样式表可
以更加容易地使用诸如JavaScript的语言修改HTML文档，并提供动态用户交互 。
由于网页使用DOM，因此可以通过CSS轻松地设置网页的各个部分。每个标题都
会放置在一对标签中 ，例如 <H1> ... </ H1>。因此一个CSS指令就可以对文档中的所有
标题进行风格样式设置，例如改变使用的字体、大小或者字体装饰等。
可以在不改变HTML的情况下彻底改变网页的设计。一些样式设置甚至可以为页面
元素带来动态效果，例如在鼠标滑过时改变颜色或者其他属性，甚至可以使用专属浏览
器扩展来创建过渡效果。

3.1

文档对象模型的工作原理

DOM将HTML文档的不同部分分离为一个对象体系，其中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属
性。术语“property”用来指代对象的某个性质，例如所包含的HTML、宽度和高度等。
window对象可能是该体系结构中最外层的对象，它可以是当前浏览器窗口、tab、
iframe或者弹出窗口。window对象下面是document对象，其中可以包含多个document对
象(例如在网页的不同iframe中加载多个文档)。文档内部还可以包含其他对象，例如网
页中的head和body。
head内部可以包含其他对象，例如title和meta对象， 而body对象内部可以包含其他
许多对象，包括heading、anchor和form等。 例如，图3-1是一个示例文档的DOM表示，
其中head部分包含文档标题“Hello”和一个meta标签，body部分包含3个HTML元素(链
接、表单和图片)。

图 3-1

显示head和body部分的一个DOM示例

当然与图3-1中的网页相比，最简单的网页将会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这里仅用来
说明DOM的运行机制；从最外面的window开始，接着是window内部的一个文档，文档
内部包含多种元素或者对象，这些元素或者对象之间互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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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3-1中，属性值使用较暗的背景以及斜体表示。例如，值robots是属性name的值，
而属性name是meta的一个属性。虽然没有在图中显示，但是meta标签应该包含另外一个叫
做content的配对属性，该属性应该包含一个字符串用来指定哪一个robots可以访问该网页。
其他属性包括href和title，href的值为http://google.com(href本身是a的一个属性)，
title的值为Hello。其他所有的条目是对象或者对象参数名。如果将图3-1进一步向下并
且向两侧进行扩展，那么其他对象和属性将映入眼帘。图中type和name部分下面分别有
一条虚线，上述所有没有显示的对象和属性都位于这两个位置。
将图3-1表示为HTML代码，其head部分的结构如下所示：
<head>
<meta name="robots" content="index, follow" />
<title>Hello</title>
</head>

HTML中的body部分如下所示：
<body>
<img src="/images/welcome.jpg" />
<a href="http://google.com">Visit Google</a>
or enter your username and password to continue. . .
<form id="login" method="post" action="login.php">
<input type="text" name="name" />
<input type="password" name="password" />
<input type="submit" />
</form>
</body>

请注意，上述两个部分属于同一个HTML文档，可以将它们组合在一个<html>标签
中，如下所示：
<html>
<head>
<meta name="robots" content="index, follow" />
<title>Hello</title>
</head>
<body>
<img src="/images/welcome.jpg" />
<a href="http://google.com">Visit Google</a>,
or enter your username and password to continue. . .
<form id="login" method="post" action="login.php">
<input type="text" name="name" />
<input type="password" name="password" />
<input type="submit" />
</form>
</body>
</html>

当然，所有的网页都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与上面的网页具有相同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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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修正 HTML结构

为了遵循推荐的HTML结构，并且确保文档能够最大限度地被浏览器和其他客户端
读取，标签中的参数应该包含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中，如<a href='http://yahoo.com'>所
示，但是几乎所有的浏览器都允许忽略单引号或者双引号，如<a href=http://yahoo.com>
所示。
应该以正确的顺序关闭每个标签。例如，不能将</html>放置于</body>的前面来关
闭一个文档，因为这两个标签的倒序放置破坏了正确的标签嵌套规则，正确方法是将</
body> 放置于</html>的前面。
此外，出于同样的原因，应该自我结束任何没有结束版本的标签，例如<img src=". . ." />
(没有匹配的</ img>标签)，需要在最后的“>”之前添加一个“/”来正确结束标签。同
样，<br> 变为<br />等。
只要遵循以上规则，您的文档将会更加容易地被程序理解，也更容易转换为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是一个严格的标记语言，用
来处理诸如RSS的数据。

3.3

关于层叠样式表

使用CSS可以将样式应用在网页中，使网页按照要求精确显示。这是由于CSS被连
接至DOM，因此能够快速简单地为任何元素重新定义样式。例如，如果不喜欢<h1>、
<h2>或其他标题标签的默认外观，则可以为其分配新的样式以覆盖默认设置使用的字
体和大小或指定是否设置加粗字体或者斜体，也可以改变更多的属性。
可以为某个网页添加样式，方法之一是在网页head中的<head>和</ head>标记之间
插入必要的声明。例如，如果希望改变<h1>标签的样式，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
<style>
h1 { color:red; font-size:3em; font-family:Arial; }
</style>

在HTML页面内部，其形式如下所示(见图3-2)：
<html>
<head>
<style>
h1 { color:red; font-size:3em; font-family:Arial; }
</style>
</head>
<title>Hello World</title>
<body>
<h1>Hello there</h1>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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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h1>标签设置样式，小窗口中为<h1>原来的样式

导入样式表

如果想为整个网站而不是某个单一的页面提供样式，那么管理样式表的更好方法是
将它们从您的网页中完全移除，并存储为单独的文件，然后导入所需要的样式文件。这
样可以为不同的布局(例如Web和打印)提供不同的样式表，而不用更改HTML。
实现上述功能的方法有多种，其中第一个是使用CSS 中的@import指令，如下
所示：
<style>
@import url("/css/styles.css");
</style>

该语句告诉浏览器需要从/ css文件夹中获取名为styles.css的样式表。@import命令非
常灵活，利用它可以从其他样式表中提取并创建自己的样式表等。只要保证任何外部样
式表中都没有<style> 或</style>标签，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
从HTML内部导入CSS
也可以在HTML<link>标签中包含一个样式表，方法如下：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css/styles.css" />

上述语句与@import指令效果相同，但是<link>标签是HTML特有的标签且不是有
效样式指令，所以不能用来从一个样式表提取到另一个样式表，并且也不能放置在一对
<style> . . .</style>标签内部。
正如可以在CSS中使用多个@import指令包括多个外部样式表一样，也可以在
HTML中使用多个<link>声明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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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本地样式设置

现在已经准备好对当前页面进行个人设置或者覆盖特定样式了，可以视具体情况在
HTML内部直接插入样式声明，如下所示(标签内的文本以斜体蓝色显示)：
<div style="font-style:italic; color:blue;">Hello</div>

但应当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该方法，因为它破坏了内容和布局的分离。

3.3.3

使用Id

为元素设置样式的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在HTML中为其分配一个ID，方法如下所示
(记住，通常可以交替使用成对的单引号和双引号)：
<div id='iblue'>Hello</div>

这样做的目的是声明对ID为“iblue”的div内容应用样式，该样式在“iblue”的样
式设置中定义，与其相匹配的CSS声明如下：
#iblue { font-style:italic; color:blue; }

请注意符号#的使用，该符号指定只有ID为“iblue”的标签才能应用该语句的
样式。

3.3.4

使用类

如果希望为多个元素应用相同的样式，不必为每个元素指定一个不同的ID，因为可
以指定一个类来管理所有这些元素，如下所示：
<div class="iblue">Hello</div>

这样做的目的是声明该元素(或任何其他使用该类的元素)的内容应该应用“iblue”
类中定义的样式。一旦应用某个类，那么可以使用下面的样式对类的样式进行设置，可
以在页面头部或者某个外部样式表中：
.iblue { font-style:italic; color:blue; }

类声明前需要放置一个“.”符号，而不是使用为ID保留的符号“＃”。

专家问答
问题：CSS中使用的分号是必需的吗？或者它与JavaScript中的分号一样是可选的吗？
答案：答案既肯定又否定。为了将同一行中的多个CSS声明语句分开，必须在其中

使用分号。但是如果在一行中只有一条声明语句(或者是在HTML标签内部的内置样式
设置中)，那么可以省略分号，如同一组声明语句中的最后一句那样。
为了防止难以发现的CSS错误，您可能更喜欢在每一条CSS规则之后总是使用分
号，那样的话您可以复制粘贴这些规则，另外还可以改变属性，不需要担心在那些没有
严格要求使用分号的地方删除分号，或者不得不在需要的地方添加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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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规则

CSS规则中的每个声明语句都以一个选择器开始，该选择器指明规则影响的元素。例
如，在下面的声明语句中，h1是选择器，该选择器下的所有字体大小均比默认值大240％：
h1 { font-size:240%; }

为选择器的font-size属性提供一个新值，确保所有<h1> … </h1>标签中的内容以相
当于默认字体大小的240%进行显示。这主要通过在选择器之后的符号{和}中放置一个
或多个赋值来实现(在上例中，实现形式为：font-size:240%;)。符号：(冒号)之前的部分
是属性，冒号后面的部分是赋予该属性的值。
最后，语句以一个；(分号)结束。在上例中，分号不是必要的(如果同一行中包含另
一个赋值语句，那么必须放置一个分号)。在本书中为了避免错误，即使分号不是必须
的，也总是包含分号。

3.4.1

多属性赋值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创建多属性赋值。 首先，可以将它们连接于同一行，如下所示：
h1 { font-size:240%; color:blue; }

上面的示例增加了第二个赋值语句，将所有<h1>标题的颜色修改为蓝色。也可以
将每个赋值语句单独放置在一行中，如下所示：
h1 { font-size:240%;
color:blue; }

或者也可以将赋值语句放置于另外一行，每一行赋值语句都位于同一列中，如下所示：
h1 {
font-size:240%;
color:blue;
}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每组新规则的开始之处，因为选择器位于第一列，随后的
赋值语句排列整齐，所有属性值都以同样的水平偏移开始。在上面的示例中，两个分号
都不能省略，但是如果希望将这些声明语句连接在同一行中的话，那么可以借助分号，
这样完成起来非常快速。
排列CSS的方法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是建议至少保持每个CSS块内部一致，因
为这样可以一目了然。

3.4.2

注释

为CSS规则添加注释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即使只对主要的声明语句组添加注释，而不
是全部或者大部分语句。添加注释的方法有两种。首先，可以将注释放置在一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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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中，如下所示：
/* This is a CSS comment */

或者可以将注释扩展至多行中，如下所示：
/* A Multi
line
comment */

警告
如果使用多行注释，请注意不能在注释中嵌入多个单行(或其他)注
释，否则将会导致不可预知的错误。

3.5

样式类型

CSS提供了多种样式类型，首先是浏览器建立的默认样式(以及您已经应用的用户
样式)，其次是内联或嵌入式样式及外部样式表。每种类型中定义的样式都具有从低到
高的优先等级。

3.5.1

默认样式

样式优先级中最低级的样式是Web浏览器提供的默认的样式。当网页没有任何样式
时，这些样式才会作为备选。这些默认样式是一组通用的样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合
理地显示网页内容。
默认样式是指那些只应用于文档的样式，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被网页改变(例如
字体、颜色、大小以及少数元素大小参数)。

3.5.2

用户样式

用户样式的优先级比默认样式稍高。大多数现代浏览器都支持用户样式，但是每
种浏览器执行用户样式的方式不同。如果想学习创建属于自己的默认样式，那么可以
打开某个搜索引擎并且键入浏览器的名称以及“user styles”(例如键入“firefox”、
“mozilla”、“opera”或者“ ie”并且在其后添加“user styles”)，就会查询到相
关内容。图3-3显示的是应用于微软公司的Internet Explorer的用户样式表。可以选择
Tools | Internet Options并且单击General 选项卡上的Accessibility按钮，之后将会打开
Accessibility对话框。
如果分配的用户样式已经被浏览器定义为默认样式，那么该用户样式将会覆盖浏览
器的默认设置。用户样式表中没有被定义的样式都将会保持浏览器设置的默认样式。

第3章

CSS介绍 59

图 3-3 为IE8应用一个用户样式表

3.5.3

外部样式表

另外一种类型的样式是从某个外部样式表中分配的样式。这些设置将会覆盖所有用
户或者浏览器分配的样式。推荐使用外部样式表来创建您的样式，因为可以针对不同目
的设计样式表——例如针对通用Web应用程序、屏幕较小的移动浏览器、打印等等，然
后为每种类型的媒体应用合适类型的样式表。

3.5.4

内部样式

内部样式在<style>…</style>标签内部创建，内部样式的优先级比以上所有的样式
类型都要高。此时，您开始打破样式与内容的分离关系，因为任何与内部样式表同时载
入的外部样式表都具有较低的优先级别。

3.5.5

内联样式

内联样式可以向某个元素直接分配属性。在所有样式类型中，它具有最高的优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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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其使用方式如下：
<a href="http://google.com" style="color:green;">Visit Google</a>

在本例中，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样式表，为其应用何种默认或者其他颜色设置，不论
是直接对该链接进行设置或者对所有链接进行设置，该链接都将显示为绿色。
使用内联样式将会破坏布局与内容之间的分离关系，因此建议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
才使用内联样式。

3.6

选择器

访问一个或多个元素的方式被称为选择，CSS规则中实现选择的部分被称为选择器
(Selector)。选择器的类型有多种。

3.6.1

类型选择器

类型选择器运行于HTML元素中，如<p>或者<i>。下面的规则使<p>...</p>标签中
的所有文本都能够两端对齐：
p { text-align:justify; }

3.6.2

descendant 选择器

descendant选择器可以为包含在其他元素中的元素应用样式。例如，下面的规则仅当
文本位于<p>...</p>标签(如<p><b>Hello</b>there</p>)中时才会将<b>...</b>标签中的所有
文本设置为红色：
p b { color:red; }

descendant选择器可以继续无限次地内嵌使用，因此下面是一个完美有效的CSS规
则，该规则设置某个非排序列表中的列表元素中的文本以加粗字体和蓝色显示：
ul li b { color:blue; }

3.6.3

child选择器

child选择器类似于descendant选择器，但是当样式被应用时child选择器的限制更
多，只会选择某个元素的直接子元素。例如，下面的代码使用descendant选择器，
将会改变段落中的所有粗体文本为红色，即使粗体文本本身位于斜体标签中(例如：
<p><i><b>Hello</b> there</i></p>)。
在上面的示例中，单词“Hello”显示为红色。然而，当不需要这种通用类型的选择行
为时，可以使用child选择器缩小选择范围。例如，下面的child选择器仅当元素是某个段落
的直接子元素时才会设置粗体文本为红色，而不是在其本身被其他元素包含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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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b { color:red; }

现在单词“Hello”不会改变颜色，因为它不是该段落的直接子元素。

3.6.4

ID选择器

如果为某个元素赋予ID名(例如<div id='mydiv'>)，那么就可以使用如下方式从CSS
中直接访问该元素，下面的示例将div中的所有文本改变为斜体：
#mydiv { font-style:italic; }

重新使用ID
在某个文档中ID只能使用一次，因此仅仅在第一次发现时才会接收CSS规则分配的
新的属性值。但是在CSS中可以直接引用具有相同名称的任何ID，只要这些ID出现在不
同的元素类型中，例如：
<div id='myid'>Hello</div>
<span id='myid'>Hello</span>

由于ID通常只应用于某个唯一的元素，下面的规则仅仅为第一个ID为myid的元素
应用下划线：
#myid { text-decoration:underline; }

然而，也可以对上面的两个标签应用CSS规则，方法如下：
span#myid { text-decoration:underline; }
div#myid { text-decoration:underline; }

或者更简洁的方式(见本章稍后的“按组选择”部分)如下：
span#myid, div#myid { text-decoration:underline; }

警告
如果使用这种选择方式，那么请注意，任何同样需要访问这些元素的
JavaScript都不能用如上方式简单实现，这是因为常用的getElementByID()
函数仅仅返回具有该ID的第一个元素。为了得到其他元素，程序员必须遍
历文档中的整个元素列表，这种方法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3.6.5

类选择器

如果希望为页面中的多个元素应用相同的样式，那么可以为这些元素分配一个相同
的类名(例如<span class='myclass'>)，然后创建规则就可以立即修改所有这些元素，下面
的规则将使用类名“myclass”的所有元素设置为距离左边距10个像素。
.myclass { margin-left:10px; }

在现代浏览器中，HTML元素同时可以使用不止一个类名，只需要使用空格将各个
类名隔开，例如<span class='thisclass thatclass otherclass'>。老的浏览器只允许一个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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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类范围
您可以缩小某个类的作用范围，方法是指定该类名所要应用元素的类型。例如，下
面的规则只对使用类名“main”的段落应用设置：
p.main { text-indent:30px; }

在本例中，只有那些使用类名“main”的段落才会接受新的属性值。任何使用该类
名的其他类型的元素(例如<div class="main">)都将被忽略。

3.6.6

属性选择器

许多HTML标签支持属性，属性选择器可以帮您引用这些属性，而不必使用ID或者
类。例如，可以直接以如下方式引用属性，将属性类型为“submit”的所有元素的宽度
设置为100像素。
[type="submit"] { width:100px; }

如果希望缩小选择器的选择范围，例如仅对具有该属性的表单输入元素进行设置，
那么可以使用如下规则进行代替：
form input[type="submit"] { width:100px; }

提示
属性选择器也可以在ID和类上进行工作，例如[class="classname"]与
ID选择器.classname(后者有更高的优先级)的执行方式完全相同。同样，
[id="idname"]与使用类选择器.idname是相同的。可以将以“#”或者“.”开始
的类选择器和ID选择器看成属性选择器的简写，但它具有更高的优先等级。

3.6.7

通用选择器

通用(或者叫做通配符)选择器对所有元素进行匹配，因此下面的规则将会对整个文
档的所有元素设置为绿色边框：
*{ border:1px solid green; }

因此不太可能单独使用通用选择器，而将其与其他选择器组合使用将会变得非常强
大。例如，下面的规则与前一个示例应用相同的样式，但是只针对那些ID为boxout元素
的段落的子元素，同时必须是非直接子元素：
#boxout * p { border:1px solid green; }

现在，紧接着#boxout的第一个选择器是符号*，因此它指代boxout对象中的所有元
素。接下来的p选择器缩小了选择范围，改变选择器使其只应用于段落(由p定义)，这些
段落是*选择器返回元素的子元素。因此，这条CSS规则执行下面的动作(其中我交替使
用术语object和element来指代同一个对象)：
(1) 查找ID为boxout的对象。
(2) 查找步骤1返回对象的所有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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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找步骤2返回对象的所有p子元素，由于这是组中的最后一个选择器，所以会
查找步骤2返回对象的所有p子元素和孙子元素(以此类推)。
(4) 对步骤3返回对象应用大括号中的样式。
最终结果是仅为段落应用绿色边框样式，而段落必须是主元素的孙子(或者是曾孙
子元素，以此类推)元素。

3.6.8

按组选择

在CSS中通过使用逗号将选择器分隔开来，可以同时为多个元素、类或者任何其他
类型的选择器应用规则。例如，下面的规则将会在所有段落、ID为idname的元素和类名
为classname的所有元素下放置一条橙色的虚线：
p, .idname, #classname { border-bottom:1px dotted orange; }

3.7

层叠

CSS属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层叠放置，这也是该技术被称为层叠样式表的原因，但
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层叠是解决浏览器支持的不同类型样式表之间潜在冲突的方法，并且按照样式表创
建者、用来创建样式的方法和所选择的属性类型优先等级应用这些样式表。

3.7.1

样式表创建者

所有现代浏览器都支持的样式表类型有3种。按照优先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
(1) 文档作者创建的样式表
(2) 用户创建的样式表
(3) 浏览器创建的样式表
上述3种类型的样式表按照倒序进行处理。首先，Web浏览器中的默认样式表被应
用于文档。如果没有默认样式表，那么没有使用样式表的网页看起来将会非常糟糕。默
认样式表包括字体、字体大小、颜色、元素间隔、表边框及间距以及用户希望的其他标
准文档特性。
其次，如果用户创建样式来代替标准样式，那么将会应用这些样式，从而代替与其
冲突的浏览器提供的默认样式。
最后，当前文档作者创建的任何样式都将会被应用，用来代替原先浏览器创建的默
认样式或者用户创建的样式。

3.7.2

样式表方法

有3种不同的方法或者方式创建样式表，按照优先等级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
(1) 作为内联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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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嵌入式样式表中
(3) 作为外部样式表
另外，这些创建样式表的方法按照优先级逆序排列的顺序被应用。因此，首先处理
所有的外部样式表，将其样式应用于文档。
其次，处理嵌入式样式(在<style>...</style>标签内部)，任何与外部规则冲突的样式
都具有较高的优先等级并且会覆盖外部规则。
最后，任何作为内联样式直接应用于元素(例如 <div style="...">...</div>)的样式都具
有最高的优先等级，将会覆盖上文中的所有赋值属性。

3.7.3

样式表选择器

选择需要应用样式的元素有3种不同的方法。按照优先等级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
(1) 通过个别ID引用
(2) 通过类引用某个组
(3) 通过元素标签引用(例如<p> 或者 <b>)
根据受某个规则影响的元素数量和类型处理选择器，这与上面的解决冲突的两个方
法稍有不同。这是因为在某一时刻，规则不仅仅应用于某个类型的选择器，相反可以引
用多个不同的选择器。因此，需要一个方法决定规则的优先等级，这些规则可以包含选
择器的组合。这主要通过按照动作范围从最宽到最窄进行排序，计算每条规则的特异性
来实现。
1. 计算规则特异性(优先权)
规则特异性的计算方法为：基于上面的数字列表中的选择器类型创建一个三部分的
数字。这些组合数字以[0, 0, 0]的形式开始。当处理一个规则时，每个指代ID的选择器
都将第一个数增大1，因此组合数字变为[1, 0, 0]。如果在某个特殊的规则中包含3个ID
引用，那么组合数字应该为[3, 0, 0]。
然后引用某个类的选择器的数字被放置于组合数字的第二部分中。如果有5个选择
器，那么组合数字变为[3, 5, 0]。
最后，所有引用元素标签的选择器都会被计数，该数值被放置于组合数字的最后一
部分中。如果有两个这种类型的选择器，那么最终的组合数字变为[3, 5, 2]，这对于比
较两个规则之间的特异性是必需的。
如果在一个组合数字中每个类型的数目为9个或者少于9个，那么可以将其直接转换
为十进制数，本例为352。比该数字小的规则优先级要低，比该数字大的规则具有较高
的优先级。如果两个规则共享同样的值，那么最近应用的规则胜出。
2. 使用不同的数字进制
如果某个类型的数字大于9，那么必须在更高的数字进制基础上进行工作。例如，
组合数字[11, 7, 19]不能简单的连接3个部分并且转换为十进制数。可以将该数字转换为
更高的数字进制基础，例如20(如果某个类型的数字大于19，那么还需要更高的数字进
制基础)。
将3个部分分别与20进行1到若干次相乘，并将结果相加，如下所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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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 2800
= 88000
= 91180

不同的数字进制基础都可以替换左边的20，然后将所有的值进行相加，这样就将该
进制转换成十进制的数字。这样就非常容易辨别规则的优先级。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都由CSS代为处理了，但是理解其中的工作原理有利于构建
CSS规则和设定优先级。
提示
如果这样的优先级计算听起来非常复杂的话，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应用这
个简单的法则：“一般，需要修改的要素越少，其对应的优先级就越高。”

3.7.4

特殊优待的规则

当两个或多个样式规则完全相同时，则最后处理的规则优先级更高。但是可以通
过!important强制设定某个样式规则优先级高于其他相同优先级的规则，如下所示：
p { color:#ff0000 !important; }

作了如上设定后，以前相同优先级条件的规则都会被忽略(即使是前面也通
过!important作了设定的规则)。举例来说，通常下例中第二个样式规则会有更高的优先
级，但是由于设置了!important，因此第二个样式规则会被忽略：
p { color:#ff0000 !important; }
p { color:#ffff00 }

专家问答
问题：用户能在默认浏览器样式表里使用！important关键字么？
回答：可以。如果用户自己也应用了！important关键字，那么用户样式的优先级要

高于当前网页设定的属性。但是使用CSS 1的老版本的浏览器不支持该项特性。

3.8

Divs和Spans的区别

divs和spans都是容器的类型，但是它们具有不同的特性。默认情况下，div没有宽
度限制(至少延伸至浏览器边缘)，为某个div提供边框可以看到它的宽度，例如：
<div style="border:1px solid green;">Hello</div>

而span的宽度仅仅与其所包含文本的宽度相等。因此，下面的HTML只显示了单词
“Hello”周围的边框，不会扩展到浏览器的右边缘：
<span style="border:1px solid green;">Hello</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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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spans会将文本或者其他对象环绕起来，因此会有一个较复杂的边界。
举例来说，在下面的网页中，使用CSS将所有div的背景颜色设置为黄色，将所有span的
背景颜色设置为青色，并且两者都添加了边框，然后创建了若干个spans和divs：
<html>
<head>
<title>Div and span example</title>
<style>
div, span { border:1px solid black; }
div
{ background-color:yellow; }
span
{ background-color:cyan;
}
</style>
</head>
<body>
<div>This text is within a div tag</div> This isn't.
<div>And this is again.</div><br />
<span>This text is inside a span tag.</span> This isn't.
<span>And this is again.</span><br /><br />
<div>This is a larger amount of text in a div element that
wraps around to the next line of the browser</div><br />
<span>This is a larger amount of text in a span element that
wraps around to the next line of the browser</span>
</body>
</html>

图3-4显示了在Web浏览器中该页面的外观。虽然该图仅仅使用灰度(而非彩色)打
印，但是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div扩展到了浏览器的右边缘，并且迫使紧接着的内容
在其下面第一个可用位置的开始处进行显示。

图 3-4

不同宽度的一系列div和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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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同时显示span仅仅占据能够容纳其内容的空间——而不是强制接下来的内容在
其下面显示。例如，在图中底部的两个示例中，可以看到当div环绕屏幕边缘时，仍然
能够保持矩形形状，但是span只是在其内部简单的接着文本流(或者其他内容)。

专家问答
问题：相对于<span> 标签，在<div>标签中最适合放置什么类型的内容？
答案： 由于<div>标签只能是矩形，所以它们更适合包含诸如图片、boxouts、

quotations等对象，而<span>标签最适合用来放置文本或者其他按照逐行排列的属性，
可以从左到右流动排列。

3.9

度量单位

CSS支持多种度量单位，可以使用户对网页的设计精确到特定值或相对尺寸。我通
常使用(我相信您也会发现该度量单位是最有用的)像素、点、ems以及百分比，下面将
要对上述几种以及其他度量单位进行介绍：
● Pixels
像素(px)的大小取决于用户显示器的尺寸以及像素深度。由于1个像素
等于屏幕上单个点的宽度和高度，所以这种度量方式最适合于显示器。
示例：#classname { margin:5px; }
● Points
一个点(pt)的大小等于1英寸的1/72。这种度量方式来源于打印-设计背
景，最适合于媒体，但同样广泛应用于显示器中。
示例：#classname { font-size:14pt; }
● Inches
一英寸(in)等于72个点，是最适合于打印的度量方式。
示例：#classname { width:3in; }
● 厘米 厘米(cm)是另外一种特别适合于打印的度量方法，一厘米大约等于28个点。
示例：#classname { height:2cm; }
● Millimeters
一毫米(mm)等于1/10厘米(或者大约3个点)。毫米同样是非常适合
于打印的度量方法。
示例：#classname { font-size:5mm; }
● Picas
pica(pc)是另外一种打印度量单位，它等于12个点的长度。
示例：#classname { font-size:1pc; }
● Ems
em(em)等于当前字体大小，因此是CSS中最有用的度量单位之一，em用
来描述相对尺寸大小。
示例：#classname { font-size:2em; }
● Exs ex (ex)同样与当前字体大小相关；与小写字母x的高度相等。Ex的使用范围
较窄，最常用的方式是作为近似值使用，用来帮助设置包含文本的盒子的宽度。
示例：#classname { width:20ex; }
● Percent
该度量单位(%)与em相关，这是因为Percent是em的100倍大小(在用于
字体时)。1 em等于当前的字体大小，同样的大小在百分比中为100。在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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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时，Percent与属性被访问的容器的大小有关。
示例：#classname { height:120%; }

3.10

字体

使用CSS可以对4种主要的字体属性进行设计：名称、样式、大小和粗细。在它们
中间可以对文本在网页中或打印时的外观显示进行微调。

3.10.1 字体族
该属性指定使用的字体。并且支持将大量字体按照优先级顺序从左到右进行排列，
在用户没有安装喜欢的字体时，可以从容地选择字体。例如，可以使用下面的CSS规则
设置段落的默认字体：
p { font-family: Verdana,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

如果某个字体名是由两个或多个单词组成的，必须将其放置于双引号中，如下所示：
p {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Georgia, serif; }

技巧
因为字体名应该在所有浏览器和操作系统上可用，网页中使用最安
全的字体是Arial、Helvetica、Times New Roman、Times、Courier New和
Courier。下面的字体在Mac或者PC上使用是安全的：Verdana、Georgia、
Comic Sans MS、Trebuchet MS、Arial Black以及Impact fonts，但在其他
操作系统上可能不支持，例如Linux。其他经常使用但是安全性稍差的字
体包括：Palatino、Garamond、Bookman以及Avant Garde。如果使用这些
安全性稍差的字体，请务必确保在CSS中提供一个或者多个备用的安全字
体，如果浏览器没有希望使用的字体，那么网页将会自行选择。

3.10.2 字体样式
使用该属性可以选择以下方式显示字体：正常显示、斜体显示或倾斜显示。下面的
规则创建3个类(normal、italic及oblique)，应用这些类可以创建以上3种效果的字体：
.normal { font-style:normal; }
.italic { font-style:italic; }
.oblique { font-style:oblique;

3.10.3 字体大小
如前所述，改变字体大小的方式有多种。但是这些方法最终都归结为两种主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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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固定大小和相对大小。固定设置如下面的规则所示，该规则设置段落的字体大小为
14个点：
p { font-size:14pt; }

另外，您可能希望对当前默认的字体大小进行处理，用来样式化多种类型的文本例
如标题。在下面的规则中，对许多标题的相对大小进行了定义，<h4>标签的字体大小
比默认字体大20%，每种较大的字体都比前一个字体大40%：
h1
h2
h3
h4

{
{
{
{

font-size:240%;
font-size:200%;
font-size:160%;
font-size:120%;

}
}
}
}

3.10.4 字体粗细
可以使用该属性选择字体的粗细程度。该属性支持多个值，但主要有normal和bold
两种类型，如下所示：
.bold { font-weight:bold; }

3.11 管理文本样式
除了上述字体属性，还可以通过设置文本的装饰、间隔以及对齐方式进一步改变文
本的显示效果。在文本和字体属性之间具有一个交叉，例如斜体或者粗体文本通过fontstyle 和font-weight属性实现，其他例如下划线需要text-decoration属性。

3.11.1 装饰
通过text-decoration属性可以为文本应用如下效果：下划线、贯穿线、上划线以及闪
烁。下面的规则创建一个名为over的新类，该类为文本应用上划线(上划线、下划线及
贯穿线的粗细与字体相匹配)装饰效果：
.over { text-decoration:overline; }

3.11.2 间隔
可以通过多个属性改变行、字符以及字母之间的间隔。例如，下面的规则改变段落
的行间距，方法是将lineheight属性增大25%，设置word-spacing属性为30个像素，并且
将letter-spacing设置为3个像素：
p {
line-height: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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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spacing:30px;
letter-spacing:3px;

3.11.3 对齐方式
CSS共有4种类型的文本对齐方式可用：left、right、center和justify。在下面的规则
中，默认的段落文本被设置为垂直对齐：
p { text-align:justify; }

3.11.4 变换
共有4种可用的变换文本属性：none、capitalize、uppercase及lowercase。下面的规
则创建一个叫做upper的类，该类在使用时能确保所有文本以大写字母显示：
.upper { text-transform:uppercase; }

3.11.5 缩进
使用text-indent属性可以将文本块的首行文本以指定量进行缩进。下面的规则将每
个段落的首行缩进20个像素，当然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度量单位或者百分比：
P｛text-indent:20px;｝

3.12

颜色

可以为使用color和background-color属性(或者是background属性提供的一个单独的
参数)的文本或对象应用前景色和背景色。指定的颜色可以是下列中的一种：命名颜
色、由十六进制的RGB创建的颜色(例如#ff0000或者#0000ff)，或者是使用rgb()CSS函数
创建的颜色。
W3C (w3.org)标准组织定义的16种标准颜色名包括：aqua、 black、 blue、 fuchsia、
gray、 green、 lime、 maroon、 navy、 olive、 purple、 red、 silver、 teal、 white以及
yellow。下面的规则使用其中的某个颜色名设置ID为object的对象的背景颜色：
#object { background-color:silver; }

下面的规则中，所有div中文本的前景色都被设置为黄色(因为在计算机显示中，
十六进制的红色ff、绿色ff与蓝色00合并创建黄色)：
div { color:#ffff00; }

如果不想在十六进制下工作，那么可以使用rgb()函数指定颜色值，下面的规则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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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档的背景颜色改变为浅绿色：
body { background-color:rgb(0， 255， 255); }

技巧
如果您不喜欢按照256级颜色等级来选择颜色，可以在rgb()函数中使
用百分比来代替，其值从0～100，从主色的最低值0开始直到最高100，如
rgb(58%、 95%、 74%)所示。也可以使用浮点数值用以获得更好的色彩控
制，如rgb(23.4%、 67.6%、 15.5%)所示。

简短颜色字符串
同时还有一种简短形式的十六进制数字字符串，仅仅使用每个2字节对的第一个
字节表示颜色。例如，相对于颜色赋值#fe4692，您使用#f49，省略了每对中的第二个
十六进制数字。这几乎可以产生完全相同的颜色，在那些不需要颜色特别精确的地方特
别有用。6位字符串和3位字符串的区别在于前者支持16 000 000种不同的颜色，而后者
仅支持4 000种颜色。
不管您打算在什么地方使用诸如#803060(其中每个颜色对的第二个数字都是0)的颜
色，颜色#836与#803060是一样的(简短版本中隐藏了0)，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创建完
全相同的颜色。
在本书中，根据需要会选择使用其中一种类型的颜色字符串。

3.13

定位元素

网页中的元素会在文档中的某个位置，但是可以通过将该属性从默认的static变为
absolute、relative或fixed来移动元素。
如果从文档中删除某个具有绝对位置的元素，那么任何其他元素都将会流入该元素
释放的空间。可以使用top、right、bottom或 left属性将元素放在文档中任何您喜欢的位
置，然后该元素就会在其他元素的顶部(或者底部)位置。
例如，如果希望将ID为object的元素移动至距文档开始处100个像素以下、距离左侧
200像素的位置，那么可以为其应用下面的规则(也可以使用CSS支持的任何其他的度量
单位)：
#object {
position:absolute;
top:100px;
left:200px;
}

同样地，也可以在文档流中按照相对位置移动对象。例如，如果希望将对象分别向
下向右移动10个像素，可以使用下面的规则：
#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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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relative;
top:10px;
left:10px;

最后，位置属性设置可以移动对象至一个绝对位置，但是仅限于当前浏览器视口。
当滚动文档时，该对象仍然保持其位置不变，其下的主文档滚动——可以利用这个特点
创建dock bar以及其他相似的设备。如果希望将对象定位于浏览器窗口的左上角，可以
使用下面的规则：
#object {
position:fixed;
top:0px;
left:0px;
}

图3-5是一个简单的dock bar，该dock bar使用固定值的position属性创建，将图标排
列在屏幕底部。通过使用少量的JavaScript或者特定的CSS转换，在鼠标经过时可以重新
设置图标的大小，如图3-5中第二个图标所示。读者可以分别参考我的书籍Plug-in CSS
和Plug-in JavaScript(McGraw-Hill)，使用CSS和JavaScript插件处理这类问题，同时还有
很多有趣的功能。

图 3-5 使用position属性创建一个简单的功能栏

3.14

伪类

许多选择器和类仅仅可以在样式表中使用，在HTML中没有任何对应的标签或者属
性。它们只能是通过特征给元素进行分类，而不是使用无法从文档树中推断的名称、属性
或者内容来给元素进行分类。这包括一些伪类，例如first-line、 first-child以及 first-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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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类使用字符：(冒号)与元素分开。例如，如果希望创建一个叫做bigfirst的类，该
类强调某个元素的第一个字母，可以使用如下规则：
.bigfirst:first-letter {
font-size:400%;
float:left;
}

当类bigfirst应用于元素时，第一个字母将会放大显示，剩下的文本仍然在其后按照
正常大小显示(由于float属性)，这样看起来首字母像是某个图片或者其他对象。
其他伪类包括hover、 link、 active以及visited，所有这些伪类在应用于锚点元素时
特别有用，例如在下面的规则中，第一个规则将所有链接的默认颜色设置为蓝色，第二
个规则将已经被访问过的链接的默认颜色设置为浅蓝色：
a:link
{ color:blue;
}
a:visited { color:lightblue; }

下面的规则特别有趣，因为它使用了伪类hover，因此仅当鼠标置于元素上方时才
会应用这些规则。在本示例中，链接被改变为红背景加白文本显示，并且提供了一个动
态效果，通常需要使用JavaScript代码实现这些动态效果。
a:hover {
color:white;
background:red;
}

这里为属性background提供了一个参数，用来代替更长的background-color属性。
伪类active也是动态的，因为在使用鼠标按下或释放之间，链接会发生变化，下面
的规则将链接的颜色改变为深蓝：
a:active { color:darkblue; }

另外一个有趣的动态伪类是focus，该伪类仅仅在元素获得焦点时才被应用，用户
通过鼠标或者键盘选择元素使其获得焦点，下面的规则使用通用选择器，在当前获得焦
点的对象周围总是放置一条2像素宽的半灰色的点划线：
*:focus { border:2px dotted #888888; }

3.15

缩写规则

为节省空间，相关的CSS属性可以连接为一个单独的缩写赋值语句。例如，我已经
使用缩写规则多次创建边框，例如前一节中的focus规则，这其实是下面规则集的缩写
连接：
*:focus {
border-width:2px;
border-style:dotted;
border-color:#888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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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缩写规则时，只需要将属性应用至希望改变值的地方。因此可以使用下面的规
则设置边框的宽度和样式，而不是颜色：
*:focus { border:2px dotted; }

警告
缩写规则中属性的放置顺序非常重要，放错位置是一个常见的错误，
将会导致意外结果。由于本章中太多的属性需要详细介绍，如果您希望使
用缩写CSS，那么您需要利用CSS手册或者搜索引擎查询默认属性以及它
们的应用程序顺序，建议您查询网页dustindiaz.com/css-shorthand。

3.16

盒子模型

影响页面布局的最基本CSS属性都是基于盒子模型，即围绕某个元素的一系列嵌套
属性，如图3-6所示。

图 3-6

嵌套的CSS盒子模型

事实上所有元素都具有(或者能够具有)这些属性，包括文档主体，可以使用如下规
则删除文档主体的页边空白：
body { margin:0px; }

一旦掌握了盒子模型，将会非常容易地创建具有专业布局的网页，这些单独的属性
将会组成您的页面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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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1 Margin 属性
盒子模型最外层的属性是margin。Margin属性将各个元素分离开来，其用法非常灵
活。比如，假定已经对一系列元素赋予默认的margin为10像素。当某个元素放置于另外
一个元素上面时，由于两个边的宽度会相加，它们之间的空白将会是20个像素。
然而为了解决这个潜在的问题，当两个拥有边框的元素直接上下放置时，其间隔仅仅
是两个margin中稍大的那一个。如果两个margin宽度相等，那么只使用其中一个宽度，这样
会得到您希望的结果。但是应该注意绝对位置或者内联元素的margin不会重叠。
某个元素的边缘空白可以根据margin属性进行全部更改，或者使用margin-left、
margin-top、 margin-right以及margin-bottom更改其中某一个。设置margin属性时，可以
提供1至4个参数，这些参数的效果如其中的注释所示：
margin:1px;
margin:1px 2px;

/* 设置所有的边缘空白为1像素宽
*/
/* 设置顶部和底部的边缘空白为1像素，
左侧和右侧的页面空白为2像素宽
*/
margin:1px 2px 3px;
/* 设置顶部边缘空白为1像素，左侧和右侧
为2像素，底部为3像素宽
*/
margin:1px 2px 3px 4px; /* 设置顶部边缘空白为1像素，右侧为2像素，
底部为3像素，左侧为4像素
*/

3.16.2 Border属性
盒子模型的border层与margin非常相似，唯一不同之处是没有重叠。用来更改边框
的主要属性包括：border、 border-left、 border-top、 border-right以及border-bottom，其
中每个属性都可以包含其他子属性，这些子属性由前缀加上属性名组成，例如–color、
–style以及 –width。
访问margin属性的4种单个属性设置方法同样适用于border-width属性，因此下面的
规则都是合理的：
border-width:1px;
border-width:1px 2px;
border-width:1px 2px 3px;
border-width:1px 2px 3px 4px;

/*
/*
/*
/*

所有边框
上/下和左/右
上、 左/右,和下
上、右、下,和左

*/
*/
*/
*/

3.16.3 Padding属性
盒子模型中最里面的属性是padding，该属性在border和/或Margin空白内部应用。
改变padding的主要属性包括：padding、 padding-left、 padding-top、 padding-right and
padding-bottom。
访问margin以及border属性的4种单个属性设置方法同样适用于padding属性，因此
下面的规则都是合理的：
padding:1px;
padding:1px 2px;
padding:1px 2px 3px;
padding:1px 2px 3px 4px;

/*所有边框
/*上/下和左/右
/*上、 左/右,和下
/*上、右、下,和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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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4 元素内容
盒子模型位于中心位置的是元素，该元素可以使用本章介绍的所有方法对它应用样
式，并且可以包含子元素，子元素还可以包含子元素，以此类推，每个子元素都具有自
己的样式和盒子模型。

3.17

本章小结

虽然本章仅仅涉及CSS的小部分内容(CSS涉及的知识相当广泛，一章内容难以对其
进行详细介绍)，但是本章的目的是带给读者一个学习CSS的完美开始，而不是大量的
CSS知识。
第4章将要使用本章所学内容，并且向读者展示如何使用CSS3中的新知识，这些新
知识支持转换、动画、更多字体、圆角边框、阴影以及其他许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