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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计理念
jQuery 是一款革命性的 JavaScript 库，秉承着“以用为本”的设计理念，倡导“写更少

的代码，做更多的事”
（write less, do more），极大地提升了 JavaScript 开发体验。
jQuery 的核心特性可以总结为：
兼容主流浏览器 ，支持 IE 6.0+、Chrome、Firefox 3.6+、Safari 5.0+、Opera 等。1

具有独特的链式语法和短小清晰的多功能接口。

具有高效灵活的 CSS 选择器，并且可对 CSS 选择器进行扩展。

拥有便捷的插件扩展机制和丰富的插件。


1.2

总体架构
jQuery 的模块可以分为 3 部分：入口模块、底层支持模块和功能模块，如图 1-1 所示，

图中还展示了模块之间的主要依赖关系。
来看看图 1-1 中各个模块的功能和依赖关系。
在构造 jQuery 对象模块中，如果在调用构造函数 jQuery() 创建 jQuery 对象时传入了选
择器表达式，则会调用选择器 Sizzle 遍历文档，查找与之匹配的 DOM 元素，并创建一个包
含了这些 DOM 元素引用的 jQuery 对象。
选择器 Sizzle 是一款纯 JavaScript 实现的 CSS 选择器引擎，用于查找与选择器表达式匹
配的元素集合。
工具方法模块提供了一些编程辅助方法，用于简化对 jQuery 对象、DOM 元素、数组、
对象、字符串等的操作，例如，jQuery.each()、.each()、jQuery.map()、.map() 等，其他所有
的模块都会用到工具方法模块。
本书基于 jQuery 1.7.1 编写。在本书写作期间发布的 jQuery 2.x 不再支持 IE 9.0 以下的浏览器，请参见
http://jquery.com/browser-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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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jQuery 的模块分类和主要依赖关系

浏览器功能测试模块提供了针对不同浏览器功能和 bug 的测试结果，其他模块则基于这
些测试结果来解决浏览器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在底层支持模块中，回调函数列表模块用于增强对回调函数的管理，支持添加、移除、
触发、锁定、禁用回调函数等功能；异步队列模块用于解耦异步任务和回调函数，它在回调
函数列表的基础上为回调函数增加了状态，并提供了多个回调函数列表，支持传播任意同步
或异步回调函数的成功或失败状态；数据缓存模块用于为 DOM 元素和 JavaScript 对象附加
任意类型的数据；队列模块用于管理一组函数，支持函数的入队和出队操作，并确保函数按
顺序执行，它基于数据缓存模块实现。
在功能模块中，事件系统提供了统一的事件绑定、响应、手动触发和移除机制，它并没
有将事件直接绑定到 DOM 元素上，而是基于数据缓存模块来管理事件；Ajax 模块允许从服
务器上加载数据，而不用刷新页面，它基于异步队列模块来管理和触发回调函数；动画模块
用于向网页中添加动画效果，它基于队列模块来管理和执行动画函数；属性操作模块用于对
HTML 属性和 DOM 属性进行读取、设置和移除操作；DOM 遍历模块用于在 DOM 树中遍历
父元素、子元素和兄弟元素；DOM 操作模块用于插入、移除、复制和替换 DOM 元素；样式
操作模块用于获取计算样式或设置内联样式；坐标模块用于读取或设置 DOM 元素的文档坐
标；尺寸模块用于获取 DOM 元素的高度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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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看 jQuery 源码（jquery-1.7.1.js）的总体结构，如代码清单 1-1 所示，其中展示
了各个模块在源码中的位置。
代码清单 1-1

jQuery 源码（jquery-1.7.1.js）的总体结构

(function( window, undeﬁned ) {
// 构造 jQuery 对象
var jQuery = (function() {
var jQuery = function( selector, context ) {
return new jQuery.fn.init( selector, context, rootjQuery );
}
return jQuery;
})();
// 工具方法 Utilities
// 回调函数列表 Callbacks Object
// 异步队列 Deferred Object
// 浏览器功能测试 Support
// 数据缓存 Data
// 队列 Queue
// 属性操作 Attributes
// 事件系统 Events
// 选择器 Sizzle
// DOM 遍历 Traversing
// DOM 操作 Manipulation
// 样式操作 CSS（计算样式、内联样式）
// 异步请求 Ajax
// 动画 Effects
// 坐标 Offset、尺寸 Dimensions
window.jQuery = window.$ = jQuery;
})(window);

从代码清单 1-1 可以看出，jQuery 的源码结构还是相当清晰和有条理的，并不像源码那
般晦涩。

1.3

自调用匿名函数

从代码清单 1-1 中还可以看到，jQuery 的所有代码都被包裹在了一个立即执行的匿名函
数表达式中，这种代码结构称为“自调用匿名函数”。当浏览器加载完 jQuery 文件后，自调
用匿名函数会立即开始执行，初始化 jQuery 的各个模块。相关代码如下所示：
(function( window, undeﬁned ) {
var jQuery = ...
// ...
window.jQuery = window.$ = jQuery;
})(window);

上面这段代码涉及一些 JavaScript 基础知识和编码习惯，下面以提问的方式来逐一分析。
1）为什么要创建这样一个自调用匿名函数 ?
通过创建一个自调用匿名函数，创建了一个特殊的函数作用域，该作用域中的代码不
会和已有的同名函数、方法和变量以及第三方库冲突。由于 jQuery 会被应用在成千上万的
JavaScript 程序中，所以必须确保 jQuery 的代码不会受到其他代码的干扰，并且 jQuery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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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和污染全局变量以至于影响到其他代码。这一点是任何一个 JavaScript 库和框架所必须
具备的功能。
注意，在这个自调用匿名函数的最后，通过手动把变量 jQuery 添加到 window 对象上，
明确地使变量 jQuery 成为公开的全局变量，而其他的部分将是私有的。
另外，自调用匿名函数还可以有两种等价的写法，如下所示（注意加了底纹的圆括号的
位置）：
// 写法 1（常见写法，也是 jQuery 所采用的）
( function() {
// ...
} )();
// 写法 2
( function() {
// ...
}() );
// 写法 3
!function() {
// ...
}();

2）为什么要为自调用匿名函数设置参数 window，并传入 window 对象？
通过传入 window 对象，可以使 window 对象变为局部变量（即把函数参数作为局部
变量使用），这样当在 jQuery 代码块中访问 window 对象时，不需要将作用域链回退到顶
层作用域，从而可以更快地访问 window 对象，这是原因之一；另外，将 window 对象作
为参数传入，可以在压缩代码时进行优化，在压缩文件 jquery-1.7.1.min.js 中可以看到下
面的代码：
(function(a,b){ ... })(window);
// 参数 window 被压缩为 a，参数 undeﬁned 被压缩为 b

3）什么要为自调用匿名函数设置参数 undeﬁned ？
特殊值 undeﬁned 是 window 对象的一个属性，例如，执行下面的代码将会弹出 true：
alert( "undeﬁned" in window ); // true

通 过 把 参 数 undeﬁned 作 为 局 部 变 量 使 用， 但 是 又 不 传 入 任 何 值， 可 以 缩 短 查
找 undeﬁned 时 的 作 用 域 链， 并 且 可 以 在 压 缩 代 码 时 进 行 优 化， 如 前 面 代 码 所 示， 参 数
undeﬁned 会被压缩为 b。
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参数 undeﬁned 的值是 undeﬁned，因为
undeﬁend 有可能会被重写为新的值。可以用下面的代码来尝试修改 undeﬁned 的值，在各浏
览器中的测试结果见表 1-1。
undeﬁned = "now it's deﬁned";
alert( undeﬁned );

5

6

◆

第1章

总体架构

表 1-1 在浏览器中尝试修改 undeﬁned 的值
浏

览

器

测试结果

结

论

IE 6.0、IE 7.0、IE 8.0

now it's deﬁned

可以改变

IE 9.0、IE 10.0

undeﬁned

不能改变

Chrome 16.0.912.77

now it's deﬁned

可以改变

Chrome 17.0.963.56

undeﬁned

不能改变

Firefox 3.6.28

now it's deﬁned

可以改变

Firefox 4.0

undeﬁned

不能改变

Safari 4.0.2

now it's deﬁned

可以改变

Safari 4.0.4

undeﬁned

不能改变

Opera 11.52

now it's deﬁned

可以改变

Opera 11.60

undeﬁned

不能改变

4）注意到自调用匿名函数最后的分号（;）了吗？
通常在 JavaScript 中，如果语句分别放置在不同的行中，则分号（;）是可选的，但是对
于自调用匿名函数来说，在之前或之后省略分号都可能会引起语法错误。例如，执行下面的
两个例子，就会抛出异常。
例1

在下面的代码中，如果自调用匿名函数的前一行末尾没有加分号，则自调用匿名

函数的第一对括号会被当作是函数调用。
var n = 1
( function(){} )()
// TypeError: number is not a function

例2

在下面的代码中，如果未在第一个自调用匿名函数的末尾加分号，则下一行自调

用匿名函数的第一对括号会被当作是函数调用。
( function(){} )()
( function(){} )()
// TypeError: undeﬁned is not a function

所以，在使用自调用匿名函数时，最好不要省略自调用匿名函数之前和之后的分号。

1.4

总结
在本章的前半部分，对 jQuery 的总体架构进行了梳理，并对各个模块的分类、功能和主

要依赖关系做了简要介绍。通过这些介绍，读者已经对 jQuery 的代码有了整体上的认识。
在后半部分，则以提问的方式对包裹 jQuery 代码的自调用匿名函数进行了分析，扫除了
读者阅读 jQuery 源码的第一道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