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初识 Windows 8

Windows 8 为我们带来不少应用程序开发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开发者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
是否继续使用 WPF、Silverlight、Windows Forms 和 / 或 DirectX 来构建 Windows 桌面应用程序；
同样，开发者也可以继续使用 ASP.NET、HTML 和 JavaScript 去构建网站；另外，如果你还想
使用 Silverlight 或 XNA，构建以触摸交互为核心的 Windows Phone 应用程序，也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怎样去构建一种新型的应用程序，这种应用程
序可以说混合了上面提到的三种现有的应用程序——它就是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Windows Store app）。与网站不同，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其实和安装在计算机上的桌
面应用程序是一样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却又像网站一样，可
以使用 HTML5、JavaScript 和 CSS 来构建。只是，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不必像网站
一样在服务器端生成 UI，开发者利用其所使用的 JavaScript 框架和底层的 Windows Runtime
（Windows 运行时，WinRT），可以构建出拥有客户端状态、离线存储、控件、模板、绑定以
及各种其他服务等新特性的应用程序。此外，由于 Windows 8 既是一个桌面操作系统，又是
一个平板操作系统（tablet OS），所以按理来说，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既可以通过触摸
来操作（就像 Windows Phone 应用程序一样），也可以通过键盘和鼠标来使用（如同传统的桌
面应用程序那样）。当然，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最大特性是，开发者可以把它们提
交到新的 Windows 应用商店中，这是新的 Windows 8“开始”屏幕中最为出彩的地方。
简而言之，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能够运行在不同的设备上，发挥出每一种设备的最
大优势，并且把桌面、网络和移动应用程序中最为出色的部分全部整合在单一的用户体验和开
发者体验中，而所有的一切，用户均可以通过 Windows 应用商店而得到。在这一章，我们要同
时深入开发者体验和用户体验之中，当然，我们关注的是前者，因为这是一本讲述编程的书。
对于编程的书籍，我喜欢从编程开始，我们马上动手吧！

1.1

第一个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要使用 HTML、JavaScript 和 CSS 构建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得先从一个 HTML

文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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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 Web 浏览器中加载这个 HTML 文件，那绝对会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网页。
而且，简单的一个网页（或者说一系列的网页、样式、代码、资源等），也并非就是一个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不仅包括了这些，还包含了下面列
举的元数据（metadata）和资源，以此来定义 Windows 8“开始”屏幕。
● 清单文件（manifest ﬁle），用于对应用程序进行描述，其中包括应用程序的名称、描
述信息、启动页面等内容。
● 一组大小不等的 logo 图片，用于在“开始”屏幕上显示。
● 应用商店徽标（store logo），用于在 Windows 应用商店中显示。
● 初始屏幕（splash screen）图片，用于在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显示。
清单文件是一个名为 appxmanifest.xml 的 XML 文件，最精简的清单文件类似这样：

1.1

第一个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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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清单 中包含了以下内容：
1 名称、描述以及徽标图片的引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应用
程序启动页面对应的 HTML 文件的名称（在这个例子中是 default.html）。
有了清单以及支持文件，如果要在系统中注册这个超级激动人心的应用，最基本的方
法就是使用 PowerShell 。2我们可以从“开始”屏幕访问 PowerShell 和它的 appx 模块。在
Windows 8 的 PowerShell 里面，appx 模块提供了若干命令来管理安装在计算机上的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3微软用 appx 这个术语来表示打包的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因为
它们的扩展名都是 .appx 。4
如果要对应用程序进行打包和签名，以便把它提交到 Windows 应用商店中，可以使
用 MakeAppx.exe 和 SignTool.exe 这两个命令行工具（均包含在 Windows 应用商店开发者工
具中）；但如果只是想简单地在自己的机器上安装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appx 模块中的 AddAppxPackage PowerShell 命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添加一个 appx 文件并在添加后进行校验

要 了 解 appxmanifest.xml 文 件 的 格 式， 请 参 阅：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windows/apps/br211474.
aspx（http://tinysells.com/164）。
PowerShell 是内置在 Windows 中的下一代的命令行 Shell 程序。
要查看 appx 模块的命令完整列表，请参阅：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hh856045.aspx（http://
tinysells.com/158）。
appx 文件是一种开放数据包约定（Open Packaging Conventions，OPC）格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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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执行了 App-AppxPackage 命令之后 ，
5 可以使用 Get-AppxPackage 命令检查应用程序
是否已经正确安装了，正如图 1.1 所示。令人激动的是，应用程序现在已经出现在了“开始”
屏幕 上面，如图 1.2 所示。6

图 1.2

安装到“开始”屏幕上的示例应用程序

除了我们新的 hello 磁贴，可以注意到“开始”屏幕上还有各种带有静态和动态信息的
大小不一的磁贴（我告诉过 Brandon，波特兰可不是每天都是阴天！）。关于磁贴的信息，可
以阅读第 10 章。
这时，随便运行一下这个应用程序，就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了鼓舞人心的消息——
“ Hello and welcome to Windows Store apps for JavaScript ！”
（实在太无聊，我就不截图了）。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会一直占据着屏幕的可用空间——也就是说，Windows 应用商
店应用程序的窗口是不会重叠的。不过，应用程序仍然需要针对不同的设备和“模式”
（比如纵
向、横向、贴靠和填充等各种模式）在各种分辨率上运行，这些内容都可以在第 3 章中学到。
了解了构建和安装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所需的最简单的文件、工具及步骤之
后，你可能希望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创建、编辑、打包、启动和调试应用程序，它就是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2。
如果是首次进行开发，需要使用 Show-WindowsDeveloperLicenseRegistration 命令，申请一个“开发者许
可证”并成功安装后，App-AppxPackage 命令才能正常执行。——译者注
要进入到“开始”屏幕，可以按下键盘上的 Windows 键，或者按 Ctrl+Esc；或者单击屏幕左下角；也可以
把鼠标移到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再单击“开始”按钮；还可用手指从屏幕的右手边扫过，再按“开始”
按钮；或者按下 Win+C，然后单击“开始”按钮。这么多方法，微软真的是想让大家能够随时“开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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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Studio 2012 入门

◆

Visual Studio 2012 入门
Visual Studio 是微软开发者构建 Web 和 Windows 应用程序的首选工具。这个工具已经

发布很长时间了，它提供的项目管理功能可以把应用程序的源文件组织在一起；还集成了生
成、部署和启动支持等功能；可以进行 HTML、CSS、JavaScript、图形和 Windows 应用商店
应用程序清单的编辑与调试；另外还包括许许多多其他的功能。Visual Studio 有好几种版本，
但我们在本书中使用的版本是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2 Express for Windows 8（在书中又
称为 VS）。这个版本可以免费获得 ，并且包括了生成、打包和部署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
程序所需的全部功能。7
为了展示 Visual Studio 2012 的实际作用，我们找点更有趣的东西，构建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不只是显示静态的消息（不管刚刚那个应用程序是多么鼓舞人心）。对于刚刚进入任何一个平
台的开发者，似乎都要从开发一些典型的应用程序来入手：比如计算机科学系的学生开发文本
编辑器，而编译器的作者开发 Pascal 编译器，Web 程序员开发的则是博客，等等。出于某种原
因，移动平台的开发者通常会开发新闻阅读器。所以，我们自己来开发一个小型的简易信息聚
合（RSS）阅读器，从我最喜欢的模板开始：导航布局应用程序（Navigation App）
，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在 Visual Studio 2012 中创建一个 Windows 应用商店导航布局应用程序

Visual Studio 2012 提供的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项目模板包含了以下几类。
● 空白应用程序（Blank App）：这几乎是用清单和图形文件能够构建的最小的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了，其中包含了 Windows Library for JavaScript（又称为 WinJS）。
如果想要从头开始打造一个应用程序，这是个不错的模板。
● 网格应用程序（Grid App）：这是一个很简单但十分完整的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
序，它带有三个页面、导航支持以及 Windows 8 的观感。如果想以一个完整的应用程
序为起点，再进行一些修改，这是一个很好的模板。
可以从以下网站下载 Visual Studio 2012 for Windows 8，阅读相关文档，浏览示例代码并就一些问题进行
咨询：http://dev.windo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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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分布局应用程序（Split App）：这个模板和网格应用程序差不多，但它只有两个不同
的页面。
● 固定布局应用程序（Fixed Layout App）：和空白应
用程序模板差不多，只是这种模板能够以固定大小
的区域来构建一个应用程序，比如说一个固定大小
为 1024×768 的休闲游戏，并且能够让 Windows 基
于可用的布局空间，对它进行缩放调整。
● 导航布局应用程序（Navigation App）：这个模板是
网格应用程序模板和拆分布局应用程序模板二者的
核心，它使用一个单独的空白页面替代了一组全功
能的页面。这个模板提供了经常需要在应用程序中
使用到的导航支持，同样，也可以使用这个模板从
头开始搭建一个更大的应用程序。
运 行 导 航 布 局 应 用 程 序 模 板， 就 会 生 成 一 个 Visual
Studio 2012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 JavaScript 项目
文件（.jsproj），其中还有一些和我们创建第一个示例几乎
一样的文件，如图 1.4 所示。
package.appxmanifest 文件的格式和内容就像我们已经看
到的 .appxmanifest.xml 文件一样，但是扩展名为 .appxmanifest

图 1.4

Visual Studio 2012 Windows
应用商店导航布局应用程序
项目模板生成的文件

的文件在 Visual Studio 2012 中有一个定制的编辑器，如图 1.5 所示。

图 1.5

Visual Studio 2012 清单设计器（manifest designer）

1.2

Visual Studio 2012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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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 XML 文件，以使文件中的所有尖括号都不出错误，使用清单
编辑器可以更容易地对应用程序相关的元数据进行编辑。
项目中添加的另一个有趣的东西（artifact）是对 Windows Library for JavaScript SDK 的
引用。它在项目中添加了对 WinJS 的引用和一组微软制作的同时带给 Web 平台的 JS 库；也
就是说，HTML5、JavaScript 和 CSS，连同 WinRT 一起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应用程序框架，
为开发者提供了使用 JavaScript 构建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能力。在本书中，WinJS
和 WinRT 这两个词经常会出现，但为了入门，我们暂时不管那么多，先来看看导航布局应用
程序模板生成的 default.html 文件是什么样的。

<!-- WinJS 引用 -->

<!-- RssReader 引用 -->

在这个 HTML 文件的 head 部分，可以注意其中的 link 和 script 元素，它们引用了样式
文件和 JS 文件，这些文件提供了 WinJS 的功能。其中有部分功能用于解析这个 HTML 文件
底部的 contenthost div 中的 data-win-control 和 data-win-options 属性。
data-win-control 和 data-win-options 8属性能够在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中使用声明
式的控件，实际上是把 HTML 中的 div 元素转化为一个 PageControlNavigator 控件的实例，
该控件定义在项目中的 RssReader 命名空间下。其中的 data-win-options 属性是一个简单的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对象，在运行时作为构造函数参数传递给该控件。这种声
明性的语法可以让程序员使用 Visual Studio 2012 中的文本编辑器轻松对控件进行布局，当然
也可以使用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可视化工具。
至于 PageControlNavigator 控件，实质上 default.html 文件中只不过就是一个或多个逻辑
HTML5 规范留下了 data-* 属性，建议作为特定的库和应用的扩展点，而 WinJS 可以利用一些 JavaScript
库进行处理，比如 Kendo UI、jQuery 和 KnockoutJ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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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的承载，当用户在页面之间进行导航时，这些逻辑页面就会加载。可以看到，在这个控
件的选项中，加载的第一个页面是 homePage.html ，这个页面也是由导航布局应用程序模板
所生成的：9

<!--WinJS 引用 -->

<!-- 将被加载并显示的内容 -->

homePage.html 中的 HTML 代码比起 default.html 稍微有点复杂，因为其中提供了一个
“返回”按钮、一个标题和一个节（section），微软建议开发者把内容放在这个节里面，可以
让页面变得非常整洁。此外，生成的这段 HTML 代码还引入了 homePage.js 文件，10该文件就
是放置处理逻辑的地方，对应用程序主页的运行进行控制。生成的主要代码如下：

Visual Studio2012 正式版是 home.html，下同。——译者注
应当是 home.js，下同。——译者注

1.2

Visual Studio 2012 入门

◆

一旦用户导航到该页面，该函数即被调用
使用应用程序数据生成页面元素
TODO: 在此处初始化该页面

homePage.js 中的代码被封装在一个自执行的匿名函数中，这是一种 JavaScript 的技巧，可
以阻止函数中的所有东西泄露到全局范围中，相当于提供了 JavaScript 的私有模块。
“use strict”
字符串可以让 JavaScript 在运行时对错误进行额外的检查，这是另一种好的实践方法 。11
在这个模块中，主干代码根据 ready 函数以及页面所关联的 HTML 文件的路径，实现
了页面控制的定义。一个 WinJS 控件是 UI 和行为的一个可复用集；而一个页面控制是围绕
HTML 的逻辑页面所创建的控件。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模板中提供的导航支持，其实
就是当用户在页面间进行导航时，处理页面控制的加载与卸载。
ready 事件会在页面控制被添加到 HTML 文档对象模型（DOM）时触发，对于我们的
RSS 阅读器来说，恰好可以在此处放置一些代码，用于显示订阅源的列表：

定义订阅源

显示订阅源

要特别说明的是，“use strict ”是 ECMAScript 5 的特性，而 ECMAScript 5 是最新的 JavaScript 的标准版本
（参见 http://ecmascript.org/）。如果有 .NET 开发的背景，但对 JavaScript 的基本情况不是太熟悉的话，建议
先阅读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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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 函数通过 element 参数，得到了在 HTML DOM 中代表页面的 div，所以可以在
此处查询 section 元素，以便在其中保存我们的订阅源列表。ready 函数中的代码是标准的
HTML DOM 操纵代码（manipulation code），使用了在 ready 函数之前定义的全局订阅源数据。
运行应用程序，就会出现一个全屏的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如图 1.6 所示。

图 1.6

导航布局应用程序模板项目中的订阅源标题列表

开发这个功能比较简单的应用程序时，如果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2012 进行调试，只要选择“调试”（Debug）|“启动调试”（Start Debugging）就可以，
这个功能将提供以下这些调试工具。
● 调试器（Debugger）：可以用来设置断点，使用各种单步调试器命令，监视 JavaScript
数据和行为。
● JavaScript 控制台（JavaScript Console）：在命令行中和 JavaScript 对象进行交互。
● DOM 资源管理器（DOM Explorer）：对 HTML DOM 进行挖掘并可按照元素查看样式。
● 调用栈（Call Stack）：进入当前的 JavaScript 调用栈中进行查看。
● 异常对话框（Exception dialog）：可以在其中选择当 JavaScript 运行时抛出异常需要中
断的情况。
除了在本地计算机调试应用程序之外（这是默认的情况），还有两种其他的选择：远程计
算机和模拟器。你可以通过选择“项目”（Project）|“属性”（Properties），然后选择要启动的
调试器（debugger to launch）来改变这些选项，如图 1.7 所示。

图 1.7

不在本地计算机上进行调试，而是选择在模拟器或远程计算机上调试

1.3

Blend 的控件、绑定与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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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程计算机上调试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可以在一台高性能的开发用机上进行开发，但
选择一台更加合适的消费级的计算机进行调试，例如一台平板电脑。这样做可以很容易保证
应用程序在目标型号的计算机上也能正常运转。
对于“模拟器”选项，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创建一个远程桌面会话，连接回到
已经运行的计算机上，并且提供一个框架，可以模拟各种分辨率、横向 / 纵向旋转、触摸（即
便使用的是一台不具备触摸功能的设备）。图 1.8 展示了我们的示例应用程序运行在模拟器中
的样子。

图 1.8

在模拟器中运行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而 且 这 样 似 乎 也 还 不 够， 如 果 安 装 了 Visual Studio 2012 Express for Windows 8，
Visual Studio 2012 并不是唯一可以使用的工具。对于应用程序的可视化部分，如果想要
得到所见即所得的设计体验，还可以使用 Microsoft Blend for Visual Studio 2012（又称为
Blend）。

1.3

Blend 的控件、绑定与样式
以前版本的 Blend 关注的是 XAML 开发者，而 Blend 的 Windows 8 版增加了对 HTML

的支持，允许开发设计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特别是 Blend 还具有以下特性：
● 与 Visual Studio 深度集成：可以在 Visual Studio 2012 和 Blend 中同时加载同一个项
目。事实上，对于正在 VS 中工作的项目，可以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Solution
Explorer）中右击该项目，选择“在 Blend 中打开”（Open in Blend），从而在 Blend 中
把它打开。
● 项目模板：Visual Studio 2012 和 Blend 拥有相同的项目模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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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HTML 提供 WYSWYG（所见即所得）的设计：应用程序在运行时的每一个页面都
按照之前看见的方式呈现，因为 Blend 在实际运行应用程序时会精确地根据编辑时的
样子来显示。
● 交互模式：从页面间导航定位时，可以在 Blend 中拨动一个开关，以便用交互模式运
行应用程序；之后如果要对某一页面进行编辑，可以再次把开关拨回去，就可以在当
前的视图中对页面上的元素进行设计 。12
● HTML 工具面板：工具面板和属性编辑器中包含了所有可用控件和选项的集合。
● 布局模拟器：和 VS 提供的设备模拟器一样，Blend 允许以各种尺寸和旋转方向来运
行和编辑应用程序。
图 1.9 显示了 Blend 在 RSS 阅读器示例中的实际应用。

图 1.9

Microsoft Blend for Visual Studio 2012

在图 1.9 中，可以注意到，即便是在 Blend 当中，我们的 JavaScript 代码也仍然在执行，
它生成了订阅源的标题列表。Blend 执行 HTML、JavaScript 和 CSS，是因为它要对发生的变
化进行检测，以确保用户确实是在编辑应用程序的“现场”版本。虽然有时候会有点儿混乱，
不过我们可以手动去解决它，使用设计界面的右上角的“刷新”按钮就可以。
为了利用这一功能，我们要在 Blend 里面做点儿事情。现在这些 JavaScript 代码生成了
一堆 div 元素，而没有使用为 Windows 应用商店开发提供的控件。而我们在这里要专门使用
一个 ListView 控件来显示那些订阅源标题。不过在此之前，要在 Blend 里面（通过左上角的
“项目”（Projects）选项卡）或者 Visual Studio 2012 里面（确保先进行保存，当 Blend 询问的
时候让它重新加载）打开 home.js 文件，去掉 ready 函数中的代码：

这是在所有平台中出现过的最令人惊奇的开发特性之一，强烈推荐。

1.3

Blend 的控件、绑定与样式

◆

定义订阅源

让 ListView 显示订阅源

在上面的代码中，除了把 ready 函数中为订阅源的标题生成 div 元素的代码去掉之外，
还要在 ready 函数之前的代码中把订阅源的数据封装在一个 WinJS.Binding.List 对象的实例
中，让 ListView 可以通过数据绑定来使用该对象。
一旦更新了 home.js，Blend 就没有可以用来显示订阅源数据的元素了。
（如果看起来不是这
样，使用设计界面右上角的“刷新”按钮即可正常显示。
）如果没有更新，它就会显示段落元素
告诉大家，
“内容在这儿呢。
”这时可以通过两次单击来把它删除——第一次是选中 default.html
中的 contenthost 元素，然后还要选择放在 home.html 文件中的段落——之后再按下 Delete 键。
要查看 WinJS 的控件集，以便添加一个 ListView 控件，可以单击左上方的“ Assets ”
（资
产）选项卡，选择 JavaScript 控件。图 1.10 展示了 Assets 选项卡和 ListView 控件。

图 1.10

使用 Blend 把 ListView 控件添加到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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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ListView 之前，要确保先定位到我们要在其中放置所选内容的 section（节），使之
成为主要目标。最简单的办法是，进入左下方的 Live DOM 中并找到它，如图 1.10 所示。然
后就可以把 ListView 从“ Assets ”
（资产）选项卡中拖动到 Live DOM 中的 section 标签或者设
计界面上，这完全取决于你。
在 DOM 中放入了 ListView 之后，就可以在右侧编辑它的 HTML 属性和 CSS 属性了，
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使用 Blend 把 ListView 绑定到数据列表上

HTML 属性选项卡中的“ Windows App Controls ”（Windows 应用程序控件）部分（如
图 1.11 所示），是针对一个特定的控件可设置所有选项的地方。对于 ListView，我们要设
置 itemDataSource 属性，以将它绑定到之前在 home.js 中生成的订阅源数据。所以这里比
较特别，我们要把 itemDataSource 设置为 feeds.dataSource，后者是我们前面创建的 WinJS.
Binding.List 对象的一个属性，专用于列表控件的绑定。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 ListView 自
己立即进行了更新，显示出数据来，如图 1.11 所示，有些混乱。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对订阅源列表中的数据进行分离，分成
需要显示的指定部分（标题）以及不想显示的部分（url）。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需要为
ListView 提供一个模板。
模板是一个可重用的 HTML 块，其作用是对项
进行绑定，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实现的功能。要实现这
一 目 标， 最 简 单 的 方 法 是 单 击 在 itemDataSource 属
性下方的 itemTemplate 属性，选择“ < 新建模板 > ”
（Create new template）选项，会出现一个创建新模板
的对话框，如图 1.12 所示。
为新的模板起好名称之后，可以看到显示效果已
经有了一些变化，如图 1.13 所示。

图 1.12

使用 Blend 创建数据模板

1.3

图 1.13

Blend 的控件、绑定与样式

◆

使用 Blend 检验数据模板的内容

从 ListView 中选择一个项，可以看到该项的 textContent 被绑定到每个对象整体上，单
击 textContent 字段旁边的小方块并选择“编辑数据绑定”（Edit Data Binding）就可以看到。
“ Binding value ”对话框显示绑定的值是 this，我们只想绑定到每一个对象的 title 属性上，而
不是绑定到整个对象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把绑定的值设置为 text，而非 this 。13单击一
下“刷新”
（Refresh）按钮，就可以精确地看到修改后的情况了，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使用 Blend 修改数据模板的内容

HTML 里面关于绑定和控件的一些重要内容，可
以在第 2 章中学习。
除了对 HTML（特别是 HTML5，与 WinJS 在一起
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进行编辑以外——Blend 在管理
CSS 样式方面同样是非常出色的。要查看我们的项目的
样式集，单击左上方的“ Style Rules ”
（样式规则）选项
卡，如图 1.15 所示。
如果我们要增加订阅源标题的大小，使其在视觉上
此处应该是设置为 title。——译者注

图 1.15

使用 Blend 管理项目中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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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明显，首先要做的就是创建一个新的样式，这可以在 home.css 上单击右键，选择“添加
样式规则”（Add Style Rule），然后输入新样式的选择器来实现，例如，输入 .feedTitle（包括
前面的点号）。要把新的 CSS 类和订阅源标题关联起来，可以在设计界面上选择一个订阅源
标题，然后把 HTML 选项卡中的 class 属性设置为新的类，例如 feedTitle（没有前面的点号）。
图 1.16 显示了修改之后的样子。

图 1.16

使用 Blend 把类和模板中的一个项关联起来，让模板中的所有项和该类进行关联

把 feedTitle 类和列表中的一个订阅源标题进行关联，实际上就是对所有的标题进行
了设置，因为订阅源标题来源于一个重复的模板，而 Blend 是知道这一情况的。从“ CSS
Properties”
（CSS 属性）选项卡中的“Applied Rules”
（应用的样式规则）列表中选择 .feedTitle，
可以看到这一结果，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在 Blend 中选择一条 CSS 规则，显示应用了该规则的所有元素

图 1.18 中订阅源标题四周的方框清楚地表明了 CSS 属性发生改变时，有些什么元素
会受到影响。现在，可以很容易地一次性为所有的订阅源标题设置宽度以及字体的大小，
如图 1.18 所示。
Blend 允许在应用程序运行的时候交互式地对它进行编辑，这样在设计应用程序的外观
和基调的时候，设计与查看的来回周转时间会非常的短。想要更全面地了解在 Windows 应用
商店应用程序中使用 CSS 可以实现什么效果，以及 Blend 对样式化和视图模式的支持情况，
可以在第 3 章中阅读相关内容。
现在，我们的订阅源的标题已经变得很吸引人了，只不过还没有什么互动性。当用户调
用这些项的时候（无论是使用键盘、鼠标还是手指），我们想把用户带到另一个页面，显示该

1.4

导航

◆

订阅源对应的所有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进行导航。

图 1.18

1.4

使用 Blend 交互式地改变 CSS 属性

导航
在页面之间导航不是新的概念，事实上，这就是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中的超文本

部分。当用户点击链接（或者带有 onclick 处理程序的 HTML 元素）时，我们通常要为用户
呈现一个充满了数据、控件、图片等元素的全新页面。在浏览器中，这种情况下我们绝大多
数时候都会下载一个全新的页面，把屏幕和所有的当前状态清空；而我们在 Windows 应用商
店应用程序中进行导航的方式和浏览器也是一样的，但通常更喜欢使用 WinJS 中内置的导航
服务，这样在页面间移动的时候对 UI 可以有更出色的控制，并且还可以让我们一直保持所
构建的应用程序状态，就像订阅源的列表那样。
但是，不管我们想要导航到哪，都需要先确定导航的目的地。为此，必须在 Visual
Studio 中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Solution Explorer）里面，找到项目并在“ pages ”目录
上单击右键，选择“添加”
（Add）|“新建文件夹”
（New Folder）来为页面添加一个新的目录，
命名为 postsPage。这个目录将存放所有新页面的文件，要添加文件到其中可以在目录上单击
右键，选择“添加”
（Add）|“新建项”
（New Item），然后从 JavaScript “
| Windows 应用商店”
（Windows Store）类别中选择“页面控制”
（Page Control）项。如图 1.19 所示。

17

18

◆

第1章

初识 Windows 8

图 1.19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 Add New Item（添加新项）对话框

无 论 选 择 Windows 应 用 商 店 类 别 下 的 哪 一 个 模 板 项， 都
会 生 成 三 个 文 件： 一 个 HTML 文 件、 一 个 CSS 文 件 和 一 个
JavaScript 文件，它们构成了适用于 WinJS 导航的页面控制。“页
面控制”模板创建了一个空白的页面控制，而其他的三个模板可
以帮助实现 shell 协定，这方面的内容参见第 9 章。
输入名称，例如 postsPage.html，按下“添加”（Add）按钮，
为页面控制创建三个新的文件，如图 1.20 所示。
这就是让一个页面成为导航目标需要做的全部事情——问
题是，我们如何执行导航呢？在 ListView 的例子中，我们要让
ListView 知道，如果其中有某一项被调用时，就要给我们发送通
知，下面的代码就实现了这一功能。

图 1.20

添加到 Windows 应
用商店应用程序中
的新的页面控制

1.4

导航

◆

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在 Blend 里面把 ListView 控件添加到设计界面上的吗？是在添加
了 div 并设置了 data-win-control 和 data-win-options 属性的时候。div 代表 HTML DOM 中的
WinJS 控件，而 WinJS.UI.ListView 则是 JS 构造函数的名称（这些内容可以在第 2 章中学到），
其中还有我们在 Blend 的属性面板中设置的 itemDataSource 和 itemTemplate 设定项。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使用 Blend 来对这些属性进行编辑，使用你最喜爱的文本编辑器也完
全可以做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需要把“选择模式”
（selection mode）设置为 none（我们不
需要选择，只想调用），我们要设置用户打开某一项时需要调用的处理程序的名称。这一处理
程序是在相应的 JavaScript 文件中实现的：

为了声明性的用法，把事件处理程序标记为安全的
导航到页面以显示订阅源文章

feedInvoked 处理程序被封装在 eventHandler 函数中，表明从 home.html 文件中的 datawin-options 使用它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安全措施，保证从 Internet 上下载的 HTML 代码不会
对应用程序进行劫持。
feedInvoked 处理程序的实现过程是，在 event 对象的 detail 属性中找出被调用的项的索
引，这个 feed 对象会通过 navigate 方法被传递给 postsPage；之后，WinJS 的导航服务会加载
postsPage，并且通过 options 参数把 feed 对象传递给 ready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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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在 ListView 上设置了一个调用的处理程序，在主页（图 1.21）上单击一个
订阅源的标题，就会把我们带到之前构建的显示订阅源文章的页面上（图 1.22）。

图 1.21

图 1.22

在 ListView 控件上触发调用事件

使用 WinJS 导航服务导航到一个页面控制上

现在你也许会注意到，虽然“返回”按钮元素出现在 home.html 中，却没有出现在图 1.21
当中，但出现在了图 1.22 所示的 postPage.html 中。这是因为模板提供的导航支持足够智能，
知道主页没有可以返回的历史页面，所以它只会在有“返回”的地方显示“返回”按钮。此
外，虽然无法看到，但模板同样支持浏览器上所支持的“返回”和“向前”的键盘快捷键（如
Alt+ 左箭头和 Alt+ 右箭头）。
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把页面写成页面控制并且进行对象的传递，而让模板的导航支持去处
理那些比较难的部分。
当然，对于我们的 RSS 阅读器，现在仍是连基本的功能都没有实现，因为我们仍然没有
从选中的订阅源去下载文章。要实现这一功能，我们还得写一小段网络连接的代码。

1.5

WinJS 和 WinRT 中的网络访问
大部分的客户端应用程序都需要通过 Web 获取提供的数据，比如 e-mail、相片浏览、社

交网络、音乐播放、文档同步以及多人游戏等。如果要提名一个过去十年最受欢迎的应用的
话，肯定会有利用网络进行数据访问的应用。为此，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具备多种通
过网络访问数据的方法，其中最基本的一种就是利用 XMLHttpRequest 对象。

1.5

WinJS 和 WinRT 中的网络访问

◆

XMLHttpRequest（XHR）是一个对象的名称，14该对象在 2005 年的时候引发了 AJAX 和
Web 2.0 革命（尽管该对象在 1999 年发布的 Internet Explorer 5.0 中就已经存在了） 。15该对象
使用 HTTP 下载数据，而 WinJS 提供的 xhr 函数是 XMLHttpRequest 的封装，只需要使用要
获取的数据的 URL 即可：

下载订阅源

使用 XMLHttpRequest 进行下载，创建承诺并在完成时告诉其该做什么

冗长的方式

简洁的方式（推荐）

在下载订阅源数据之前，我们先把 feed 对象存放到一个和这个 postsPage 页面控制实例
相关联的属性当中，然后使用订阅源的标题来设置页面的标题，并且使用一个进度条来指示
下载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要让用户知道我们正在下载东西，是因为我们不用告诉用户实际下
载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此外，在调用 xhr 函数时，把订阅源的 URL 传递进去，但结果并没有
同步返回给我们，在数据从互联网上某一随机的服务器上蜿蜒而回之前，UI 的更新会一直是
阻塞的。相反，从 xhr 的返回结果是一个承诺（promise）。
事实上，WinJS（和 WinRT）中所有的异步函数所返回的都是 WinJS.Promise 的一个实例，
表示将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提供函数的返回结果。Promise 对象公开了 done 方法，该方法可以
接受三个函数作为可选的参数：一个用于成功时调用，一个用于失败时调用，还有一个用于
执行过程中调用。
异步的 JavaScript 和 XML，是由 Jesse James Garrett 在 2005 年创造出来的新词。
Brandon 想表明他在 AJAX 流行之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也就是说远在使用 XHR、ASP 3.0、VB6 和 COM
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使用这项技术，不过我们可没有找到任何人可以证明他的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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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执行成功，那么我们的 processPosts 方法就会被调用：
使用 XMLHttpRequest 处理
清除进度指示器

解析 RSS

这段代码是非常标准的 HTML DOM 操作代码和 XML 处理代码，对于每一个有经验的
JavaScript 程序员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像这一章的前面一样我们创建了 div 元素。对
于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来说，唯一特别的事情就是对 toStaticHTML 方法的调用。这
种调用方法是专门用于处理从未知来源获取的任意的 HTML 代码。默认情况下，设置一个元
素的 HTML 代码时，HTML 引擎如果发现有动态 HTML 代码段，比如像 script 标签，它就
会抛出一个异常。而 toStaticHTML 方法会去除它找到的任何动态 HTML 代码段，对不能接
管应用程序的内容进行渲染 。16
在发现错误的处理事件中，我们要提醒用户：

有了这些代码，并且在 postsPage.css 中添加一些样式之后，我们的应用程序终于开始动
起来了，如图 1.23 所示。

如果想要更多地了解安全引入外部的 HTML 代码到应用程序中还有些什么选择，参见第 8 章。

1.5

图 1.23

WinJS 和 WinRT 中的网络访问

◆

使用 WinJS.xhr 显示 RSS 订阅源的内容

目前处理网络连接的代码中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瑕疵，例如，Brandon 把他的文章摘要
放在订阅源的描述区域中，而我的网站却把全部的内容都放在一起（这两种情况都是合理
的）。同样，我们所编写的 XML 解析代码只专门针对 RSS ，
17但最近大部分的博客支持的却是
Atom 。
18还好，因为 RSS 和 Atom 在互联网上都是比较流行的，所以 WinRT 提供了一组类型，
用来处理这两种聚合格式的订阅源：

使用 WinRT 下载

在这段代码中，我们使用 WinRT 的 SyndicationClient 方法和 Uri 类型替代了 xhr 函数，
二者分别源于 Windows.Web.Syndication 和 Windows.Foundation 命名空间。和 xhr 函数一样，
retrieveFeedAsync 函数是异步的，返回的是一个承诺，就像 WinJS 或 WinRT 中所有其他的
异步函数的作用一样。在成功执行的处理程序中，我们对文章的列表进行了操作，而非原始
RSS 格式是一种 XML 语言，用于发布以内容为导向的数据的更新。
Atom 聚合格式是 RSS 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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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XML：
使用 WinRT 处理
清除进度指示器

逐项进行迭代

更新后的网络访问代码在处理 Brandon 的内容的时候会更加智能，如图 1.24 所示。

图 1.24

使用 WinRT 的 SyndicationClient 方法来显示 RSS 订阅源的内容

不只是 WinRT 能够智能地处理 Brandon 的订阅源、RSS 以及 Atom，Visual Studio 2012
对于 WinRT 也同样是智能的，我添加 WinRT 引用或者做其他别的事情，特别是访问 WinRT
类型或命名空间的时候，几乎不用花什么时间。实际上，在 Visual Studio 2012 中只要一输入
“ Windows ”，可以看到开发环境知道关于 Windows 的一切东西，如图 1.25 所示。

图 1.25

Windows Studio 2012 能够识别出 WinRT

在整本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 WinRT 的内容，我鼓励大家自己深入地挖掘一下
Windows 命名空间，里面确实有不少好东西。

1.6

1.6

拆分布局应用程序模板

◆

拆分布局应用程序模板
更进一步来说，Visual Studio 2012 不仅了解 WinRT 命名空间和类型，也同样能够了解

Windows 8 用户体验的风格指南。正如我所提到的，空白应用程序、固定布局应用程序和导
航布局应用程序项目模板都可以产生基本上是空白的应用程序，可以作为应用程序构建的良
好基础。不过，使用网格应用程序和拆分布局应用程序的项目模板，则意味着我们也可以设
计出活灵活现的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这样的应用程序不折不扣地遵循着 UX 指南，
有助于尽可能轻松地构建出极为出色的 Windows 8 应用程序。
举例来说，如果使用拆分布局应用程序项目模板，不作任何改变运行该程序，就会得到
一个拥有两个页面的应用程序，如图 1.26 和图 1.27 所示。

图 1.26

拆分布局应用程序项目模板中的 itemsPage.html 页面，显示了分组的内容

图 1.26 所展示的主页起着分组的作用，例如运动员队伍、人员组，或者像我们这个例子
一样，是新闻报道的订阅源。单击其中的某一分组，得到的页面如图 1.27 所示，代表的是一
个分组中的项目列表。例如，一个队伍中的队员、一个组中的人员或者来源于一个特定的订
阅源的新闻报道。简而言之，拆分布局应用程序对我们的 RSS 阅读器应用程序来说是一种非
常好的选择。现在这些数据全部都是在 data.js 中硬编码进去的样本数据，但是使用动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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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拆分布局应用程序项目模板中的 itemsPage.html 页面，显示项的列表

来替换静态数据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TODO: 请用真实数据替代该数据
在异步源可用时可添加来自其中的数据

1.6

拆分布局应用程序模板

◆

下载订阅源

为每一项创建文章

让 list 知道每一篇文章

data.js 文件的最上方是一条注释，让我们用真实的数据去替换其使用的示例数据。在这
里，就像本章开头那样，我们对 feeds 数组进行迭代访问，异步下载我们的文章。而构建这
个完整的 RSS 阅读器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编写一些代码去获取数据，将数据和分组模型
以及应用程序其余部分假设的条目数据进行匹配。在这一章中我们通过亲自动手，逐渐完成
了该应用程序的构建，如图 1.28 和图 1.29 所示。
正如图 1.29 所示，拆分布局应用程序的第二个页面（即 splitPage 页面控制）比我们所构
建的更加精美。它使用 CSS 网格进行布局，根据用户在左边所选择的项去改变用户在右边看
到的内容。内置的拆分布局应用程序和网格布局应用程序模板具备的另一个主要特性是它们
支持视图状态的改变，当用户在横向、纵向、填充和贴靠模式间进行变换的时候，这种状态
就会发生变化。图 1.30 展示了在贴靠模式下闪闪发亮的全新的 RSS 阅读器（进入该模式最简
单的办法是按下 Win+ 句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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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拆分布局应用程序项目模板中的 itemsPage.html 页面，展示真实的数据

图 1.29

拆分布局应用程序项目模板中的 splitPage.html 页面，展示真实的数据

1.8

图 1.30

学习进度

◆

拆分布局应用程序项目模板内置支持贴靠模式

在第 3 章中，可以了解到有关视图状态的所有内容。

1.7

其余内容
别走开！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 如果要添加对 Channel 9 订阅源提供的媒体附件的支持，可以从第 5 章中学到相关知识。
● 用户在页面间导航的时候，若想添加非常酷的动画支持，请阅读第 6 章。
● 要记录用户在应用程序的每次会话期间所读过的文章，或者让用户选择想要阅读的订
阅源，可以阅读第 7 章。
● 要让用户在撰写文章的时候附上当前位置的 GPS 坐标，或者在摇动平板电脑的时候
刷新订阅源数据，可以阅读第 11 章。
● 如果需要使用以 C++ 编写的原生代码来扩展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实现一些
高强度的任务，比如计算 pi 值的 10 000 位，就要深入学习第 12 章。
● 最后，要学习如何部署应用程序、运用试用模式或者在每一篇文章的底部附上广告，
请阅读第 13 章。

1.8

学习进度
这 一 章 可 谓 是 一 次 走 马 观 花 之 旅， 全 章 整 体 介 绍 了 相 关 的 工 具、 方 法 以 及 使 用

JavaScript 为 Windows 8 构建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有关技术，这些技术均是借助
Visual Studio 2012 和 Blend 实现的。这一章的内容看起来虽然比较多，但真的还只是触及皮
毛而已。继续往下读，我们才刚刚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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