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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本注重实践的教程，作者为我们揭示了 47 个鲜为人知的 CSS 技巧，主要内容包括背景与边框、形状、
视觉效果、字体排印、用户体验、结构与布局、过渡与动画等。本书将带领读者循序渐进地探寻更优雅的解决方案，
攻克每天都会遇到的各种网页样式难题。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前端工程师、网页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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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赞誉
“这本书是为新一代 CSS 所写的新一代 CSS 图书。也许从前的 CSS 只会让你联想到浏览器里的各种
小把戏，但如今 CSS 已经成为一门功能强大、具备完整生态、涉及 80 多项 W3C 规范的复杂语言。在我
所知的技术专家中，没人比 Lea Verou 更能领会新一代 CSS 的精髓，没人能像她那样透彻地给出问题解决
之道。”
——Jeffrey Zeldman，
《网站重构》作者
“极少有哪本书能像 Lea Verou 的这本《CSS 揭秘》一样囊括如此之多的实用技巧。它针对常见的网
页设计难题提出了数不胜数的解决方案，手到擒来、高效可靠，堪称 CSS 智慧与技巧的集大成之作。哪
怕你自认是 CSS 领域的专家，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
——Vitaly Friedman，Smashing Magazine 联合创始人兼总编
“每当我读到 Lea Verou 的文章时，总能收获新技能。这本《CSS 揭秘》也不例外。这本书经过了精心
编排，把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分解为一篇篇的短文，易读易懂。尽管书中的部分内容颇具前瞻性，但大多数
知识还是极为实用的，我在自己的项目中就用到了很多。”
——Jonathan Snook，网页设计师兼开发者
“Lea 的这本书棒极了。她对 CSS 的运用已臻化境，我敢说即便是 CSS 规范的作者也无法想像！这本
书的每个章节各具特色，呈现了各式各样的技巧，它将教会你用多种思路来达成各式各样的设计效果。不
久之后，你在工作中就会不由自主地念念有词：‘嗯，这个效果可以用 Lea 的方法来完美实现！’甚至在
不知不觉之中，你的网站都不怎么需要用到图片了，因为你已经把所有图形效果都写成了易于维护的 CSS
组件。最重要的是，她的表达方式生动活泼，注重实效但又不失奇趣！”
——Nicole Sullivan，资深软件工程师，OOCSS 项目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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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 Verou 的这本《CSS 揭秘》不只是一套 CSS 技巧的合集，更是一本注重实效的 CSS 经典教科书。
在每篇攻略中，她不仅讲授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会深入解析背后的思路，从而教会你如何自行探索更多的
CSS 奥秘。千万不要错过第 1 章引言，那里有你不可不知的 CSS 最佳实践。”
——Elika J. Etemad（网名 fantasai）
，W3C CSS 工作组特邀专家
“Lea 在全球各地的技术会议上所作的演讲早已成为不可错过的学习素材。作为她多年经验的提炼与
升华，这本《CSS 揭秘》为各种网页设计顽症提供了优雅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 CSS 解决
问题的方式和思路。这绝对是每位前端设计师和开发者必读的一本书。”
——Dudley Storey，设计师、开发者、作家、Web 教育专家
“我一直以为我对 CSS 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层次了，直到我读到了 Lea Verou 的这本书。如果你
希望把自己的 CSS 技能提升到一个新的段位，那这本书正是不二之选。”
——Ryan Seddon，Zendesk 团队负责人
“《CSS 揭秘》是迄今为止我在这个领域里读到的最具专业性的书。或许你曾以为 CSS 这门语言简单
无奇，但 Lea 已将它的疆域拓展为如此广袤的一片天地，令人叹为观止。这本书显然不适合初学者，但我
会强烈推荐给每一位自信精通 CSS 的开发者。”
——Hugo Giraudel，前端开发者，Edenspiekermann 公司工程师
“我一直觉得 CSS 就像是一种魔法：寥寥数行的代码就可以让你的网页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在
《CSS 揭秘》中，Lea 将这种魔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她就像是一位 CSS 魔法大师，带领我们在这
个充满魔力的世界里自由翱翔。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无数次地脱口而出：
‘这简直帅呆了！’这
本书唯一的问题在于，在读完它之后，我已对其他事情兴趣全无，终日沉溺在 CSS 的魔幻之中无法自
拔。”
——Elisabeth Robson，WickedlySmart.com 联合创始人，《深入浅出 JavaScript 编程》联合作者
“《CSS 揭秘》值得被每一位网页开发者收入囊中。这本书将传授给你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帮助你实现
那些你原以为不可能用 CSS 完成的任务。最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对于每一个困扰我多年的网页样式难题，
作者居然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止一种简洁优雅的解决方案。”
——Robin Nixon，网页开发者、在线讲师、多本 CSS 书籍的作者
“Lea Verou 是一位网页设计和开发领域的大师，她的书跟她的代码一样富有美感、饱含智慧。不论你
对 CSS 是否精通，也不论你对 CSS3 的种种细节是否了解，这本书总有适合你的地方。”
——Estelle Weyl，开放 Web 布道师，《CSS 权威指南》联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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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我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小调查，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测——大约有 30%
的读者是几乎不看译者序的。于是我就脑洞大开了：我在纸质书中把译者序
的篇幅压缩到最短→节省了一页纸→凑巧减少了一个印张→成本下降→售价
降低→销量大增。这岂不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蝴蝶效应谁知道呢！
因此，这篇译者序将只包含致谢环节。（当然，我知道还有 50% 的朋友
是必看译者序的。请放心，我会在网上为你们准备一篇超长完整版。）
感谢原作者 Lea Verou 女士，感谢您为全球的 CSS 开发者带来了这本充
满智慧的 CSS 图书。我的书架有个位置已经空了近十年，如今终得圆满。
感谢贺师俊（Hax）老师把这本书推荐给我，并把我推荐给了图灵公
司；同时，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鼓励和帮助。
感谢李松峰老师对我的信任，把这本书交给了我翻译。感谢图灵公司的
朱巍、岳新欣、杨琳等编辑老师为这本书付出的心力。
感谢我的多年好友、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严泽群老师担任英语顾问。
感谢挚友赵锦江（勾三股四）先生担任部分章节的技术审校。
感谢 GitHub、微博、微信上的众多网友对本书翻译工作的支持、鼓励
和反馈。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列出你们的名字，但你们就在这里。
感谢百姓网各位小伙伴的支持和鼓励。百姓网是工程师的天堂——回顾
我职业履历的各个阶段，只有现在的我才有可能完成这项挑战。
感谢我的妻子，是你的支持和监督保障了翻译工作的如期完成。
感谢每一位读者——也就是此时此刻手捧这本书的你。这是一本难得的
好书，而你的潜心研习与融会贯通将会令它的价值更加深远。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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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为所有看完译者序的朋友准备了一件礼物：我正在为这本书
编写注解，尽我所能解答关于这本书的所有疑问。所有注解都将以开源的方
式发布到 http://book.cssmagic.net 网站，在那里你还可以与我以及万千读者
交流探讨、携手共进。
此外，你也可以通过微信与我联系，请关注“CSS 魔法”微信公众号。
祝阅读愉快！

CSS 魔法
2015 年 11 月 16 日于百姓网

前端进阶•你我同行
“CSS 魔法”微信公众号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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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啊，过去的日子多美好啊！回想上个世纪，我们只有两款支持 CSS 的
浏览器，而且它们所实现的也只是一套非常有限的规范的一个非常有限的子
集，因此你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立一幅完整的图景，标记出什么
好用、什么不好用。这幅图景包含各个浏览器实现中的各种 bug，因为这些
实现其实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和疏忽，有些地方甚至错得离谱。唉，有些 bug
还涉及非常基础的层面，以致于各浏览器的布局行为完全不兼容，这迫使我
们想出对策，反过来利用浏览器自身的解析器 bug 来变相地纠正这些不一致
的行为！
慢着。过去那些日子其实糟透了。所幸它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最近这几年，CSS 领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好转。（绝大多数）浏览
器已经在兼容性上逐渐趋同，它们不兼容的地方几乎都是因为某一家支持了
某个特性，而另一家还没支持——这比两家都支持但效果不一样要强多了。
规范不仅推动了兼容性的进步，还增加了新的特性，用更加简洁的新方法取
代了以前繁琐的技巧。CSS 拥有了比以往多得多的特性、强得多的能力；不
过我们都知道，功能越强大，复杂度也会越高。这种复杂度甚至并不是有意
为之：当你把足够多的工作部件组合到一起之后，不管单个部件看起来有
多简单，这个组合体也一定会产生有趣的结果。（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多内容，
请看《乐高大电影》。）
正是由于在无意之中产生的复杂度，CSS 获得了种种我们从未期望或
设计过的神奇特性，不断带给我们惊喜。在属性与属性的交错之间，在值与
值的混合之下，有很多秘密有待发现。你可以通过渐变图案来挖出凹角，让
元素产生动画，扩大可点击区域，甚至创建饼图……如今，CSS 已经拥有了
我多年前梦寐以求的强大功能，它带来的可能性已经远远超越了我当初的想
像。很多我原以为绝不可能以简洁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功能，现在也已成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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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CSS 的一部分（比如动画）。CSS 已经进化得如此强大，令我坚信它仍然
有很多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或许某天你也会有所斩获。
眼下，很多炫酷的技巧已经被世人所发掘，但极少有人能像 Lea Verou
那样善于探索、乐于分享。从她的博客文章到她的开源贡献，再到她在全
球各地所做的生动演讲，Lea 在 CSS 领域已经建立了令人钦佩的知识储备。
这本书正是这些知识储备的完美升华。你手里的这本书由这个领域内最顶
尖的一位智者精心打造，她将带你领略 CSS 所能达成的最有趣、最神奇、
最实用的技巧。Lea 在这本书里为你准备的内容将令你感到充实、愉悦、甚
至惊喜。
向前冲，努力探索，别再让这些精湛的技艺沦为失传的秘密！

——Eric A. Meyer，《CSS 权威指南》作者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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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几年里，CSS 经历了一场巨变，正如 JavaScript 在 2004 年前
后所经历的那场革命。它从一门极度简单、功能有限的样式语言，发展成为
一项由 80 多项 W3C 规范（含草案）所定义的复杂技术，并建立起了独有
的开发者生态圈、专属的技术会议、专用的框架和工具链。CSS 已经如此
壮大，以致于一个普通人已经无法把它完整地装进自己的头脑了。甚至在
W3C 专门定义这门语言的工作组中，也没人敢说自己是精通 CSS 所有方面
的专家，甚至连接近这个程度都非常困难。实际上，大多数工作组成员只专
注 CSS 的某个特定细节，可能对其他部分知之甚少。
大约在 2009 年之前，评判一个人的 CSS 专业程度并不是看他对这门语
言的了解有多深。对当时的 CSS 行业来说，这或多或少就是现实：一个人
能否称得上 CSS 高手，往往要看他能记住多少个浏览器 bug 和相应的对策。
一转眼就到了 2015 年，现在的浏览器都是以 Web 标准作为设计基准的，过
去那些针对特定浏览器的脆弱 hack 早已风光不再。当然，某些不兼容的情
况仍然无法避免，但是迭代速度已经非常之快（尤其是因为现在的浏览器几
乎都已经实现自动更新了），把这些不兼容的情况记录在书中完全是在浪费
时间和空间。
我们在现代 CSS 中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在于如何绕过这些转瞬即逝的
浏览器 bug。如今的挑战是，在保证 DRY1①、可维护、灵活性、轻量级并且
尽可能符合标准的前提下，把我们手中的这些 CSS 特性转化为网页中的各
种创意。这正是这本书将要呈现的内容。
① DRY 是 Don’t Repeat Yourself 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不应该重复你已经做过的事。它是一种
广为流传的编程理念，旨在提升代码某方面的可维护性：在改变某个参数时，做到只改尽量
少的地方，最好是一处。强调 CSS 代码的 DRY 原则是一个贯穿本书的主题。DRY 的反面
是 WET，它的意思是 We Enjoy Typing（我们喜欢敲键盘）或 Write Everything Twice（同样
的代码写两次）。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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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有很多书，其内容就是以字母顺序记载一些 CSS 特性。你手里
的这本书并不在其列，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本书的目的在于，在你
已经熟悉了那些参考书的内容之后，帮你填补知识断档。它会让你接触各种
全新的方法，充分发挥那些你已经熟悉的特性所具备的无穷威力；同时也让
你明白，某些你不熟悉而且看似不起眼的 CSS 特性可能同样威力无穷、不
可小觑。总的来说，本书最核心的目的是教你如何用 CSS 解决难题。
本书也不是一本“菜谱书”（cookbook）。每篇“攻略”并不是即开即用
的菜谱——死板地套用某些步骤就可以达成特定的效果。实际上，我努力把
每个技巧背后的思考都尽量细致地描述出来，因为我相信理解发现解决方案
的过程比解决方案本身更有用。即使你认为某项技巧跟你的工作没有直接关
联，学会如何摸索并得出解决方案仍然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帮你处理完全
不同的问题。长话短说，本书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让你一
辈子不会为“没鱼吃”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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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要感谢亲爱的你们——正在阅读我首本书的读者！感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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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 年就放手让我为雅典经济贸易大学设计 Web 开发课程，这
段经历让我对教学有了更深的理解（编写一本技术书本质上就是一
种教学）。
 感谢 CSS 工作组中每个投票同意我成为特邀专家的人，这件事从根
本上改变了我对于 Web 技术的理解，尤其是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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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纠正了书稿中实际存在的错误，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反馈，
帮助我把枯燥的部分写得深入浅出。
 感谢 Eric Meyer。我现在仍然难以相信，你竟然会答应为我的书写
推荐序。
 感谢我的研究顾问 David Karger。当我到达麻省理工学院时，早就
应该写完这本书了，你却对我没有完成表示了理解。如果不是你一
直以来的宽容大度，这本书的命运可能会完全不同。
 感谢我的父亲 Miltiades Komvoutis 在很早就教会了我艺术和审美。
如果没有你，我很可能根本不会对设计和 CSS 感兴趣，而这本书可
能就是关于另外一个主题了，比如 C++ 或者内核编程。
 感谢我的舅舅 Stratis Veros，以及可爱的舅母 Maria Brere。感谢你
们容忍我在写这本书时的烦躁情绪。同样也感谢你们的孩子 Leonie
和 Phoebe，你们是世上最可爱的小姑娘；没有你们，这本书或许能
早一个月完成。
 感谢我已故的母亲 Maria Verou，并将本书献给你。在我们共同生活
的 27 年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大的支持者。你的一生对我来说
就是巨大的鼓舞：20 世纪 70 年代你就搬到地球另一边的麻省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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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希腊女性几乎不可能考进大学。你教导我上进、善良、正直、
独立、思想开放。最重要的是，你教会了我如何笑对人生。我无比
地思念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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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他们，恐怕本书中每个示例的图片都得请出我家的猫咪了（不过有些
地方还是会有它的身影）。下面列出了我使用的 CC 照片及其来源。
“House Made Sausage from Prairie Grass Cafe, Northbrook”，kurman
Communications, Inc.
http://www.ﬂickr.com/kurmanphotos/7847424816

“Cats that Webchick Is Herding”，Kathleen Murtagh
http://www.ﬂickr.com/ceardach/4549876293

“Stone Art”，Josef Stuefer
http://www.ﬂickr.com/josefstuefer/598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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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怎样炼成的

通俗地说，这本书在技术上是自产自销的。它完全用 HTML5 写成，
并 用 到 了 一 些 由 O’Reilly 的 HTMLBook 标 准（http://oreillymedia.github.io/
HTMLBook）定义的 data- 属性。这意味着你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每样东西
（包括布局、图片、颜色等）都是由 CSS 渲染出的 HTML。大量图片是由
SVG 生成的，或者是由 SCSS 函数生成的 SVG data URI。书中为数不多的数
学公式是在 LaTeX 中写成的，然后转换成 MathML。有一点可能会让你意想
不到，书中的所有页码、章节号、攻略编号都是由纯粹的 CSS 计数器生成的。
目 前 O’Reilly 出 版 的 绝 大 多 数 图 书 都 是 以 这 种 方 式 制 作 出 来 的。
O’Reilly 专门为这件事搭建了一个叫作 Atlas（http://atlas.oreilly.com）的系
统。Atlas 最美好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只是供 O’Reilly 官方专用的，对公众
也开放。
不过这本书并不能算是 Atlas 的典型案例。实际上，在将 CSS 用于书
籍排印这件事上，这本书将这种可能性推到了极致——据我所知，还没有其
他书做到这个程度。它帮助我们发现了 Atlas 和 Antenna House（Atlas 采用
的 PDF 渲染器）中的许多 bug；甚至 CSS 规范自身也有很多与排印有关的
问题暴露出来，我将这些问题都递交给了 CSS 工作组。
你可能会问：“使用 Web 技术来打造这样一本书究竟要花费多少代
码？”让我们来看一些（正式出版前的）统计数据。
 这本书的样式动用了 4700 行 SCSS 代码，编译成 CSS 后有 3800 行。
 大约 10 000 行出头的 HTML 代码。
 在整本书用到了 322 张插图，但只有 140 张是图片文件（包括 SVG 图
片和屏幕截图）
，绝大多数插图都只是一系列加了 CSS 样式的 div 标签
而已。
（这些用于插图的样式占到全书 CSS 和 SCSS 代码量的 65% ！）

xviii 本书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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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了（除了 Atlas 之外）制作本书所用到的工具。
 Git 用于版本控制。
 SCSS 用于 CSS 预处理。
 整本书都是在 Espresso（http://macrabbit.com/espresso）这款文本编
辑器中写成的。
 CodeKit 用于把 SCSS 编译成 CSS。
 Dabblet（http://dabblet.com）用于存放在线演示，有一部分插图截取
自这些在线演示页面。
 那些 SVG 格式的插图并不是手工写成的，而是在 Adobe Illustrator
中创建的。
 在必要时用到了 Adobe Photoshop 来处理屏幕截图。
本书是在一台 13 英寸的 MacBook Air 上写成的，它在写作过程中随我到
了很多国家，包括希腊、肯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智
利、巴西、美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威尔士、波兰、加拿大和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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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这本书适合谁
这本书的主要目标读者是正在由中级向高级进阶的 CSS 开发者。我们
将跳过基础入门部分，直接探索现代 CSS 特性所针对的更高级的应用场景，
并将它们融会贯通。不过在此之前，亲爱的读者朋友，我假设你已经具备了
以下条件。
 假设你已经彻底掌握了 CSS 2.1，并有数年的实践经验。你不需要
费劲地猜测定位的原理是什么。在增强网页设计效果时，你会使用
生成性内容，而不是依赖冗余的标签和图片。你不会在代码中到处
使用 !important 来打补丁，因为你已经深入理解了选择符优先级、
继承和层叠机制。你知道盒模型中的各个部分都是什么，而且不会
为外边距重叠头疼不已。你对各种长度单位了如指掌，而且清楚它
们分别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你已经在书里或在网上了解过最流行的 CSS3 特性都有哪些，并且
已经亲手尝试过——哪怕只是在自己的小项目里。即使还没有深入
地研究过它们，你也已经知道如何生成圆角、加上投影或生成一个
线性渐变图案。你玩过基本的 2D 变形（transform），并通过简单的
过渡和动画来增强交互体验。
 你知道 SVG，以及它的用途，即使你还不太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写。
 你可以读懂简单的、原生的 JavaScript 代码，比如创建元素，操作
它们的属性，把它们添加进文档，等等。
 你听说过 CSS 预处理器，并且知道它们可以做什么，即使你决定一
个也不用。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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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数学应该难不倒你，比如平方根、勾股定理、三角函数、对
数等。
尽管如此，为了让不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读者也可以愉快地阅读本书，
在每篇攻略的开头，我都会准备一个“背景知识”提示框，简要地列出读懂
当前攻略所必需的 CSS 知识以及前面相关的攻略（不过 CSS 2.1 的内容就不
列出了，否则这个提示框会撑爆的）。这个提示框如下所示：

背景知识
box-shadow，基本的 CSS 渐变，
“自适应的椭圆”

这样一来，哪怕你暂时还没有掌握这些基础知识，也可以在补好课之后
再回来阅读。只要你具备了某篇攻略所要求的背景知识，就可以直接学习它
了，不用在乎顺序。不过，还是建议你按照书中的顺序来阅读，因为我花了
很多心思才把这些章节调整到最佳顺序。
请注意，上面列出的条件中写明的是“CSS 开发者”，并没有要求任
何“设计能力”。一定要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本关于设计的书。虽然我们会不
可避免地涉及一定的设计原理，阐述一些用户体验的改进方式，但这本书的
初衷和核心价值是帮助你用代码解决问题。CSS 会产生视觉上的输出结果，
但它仍然是代码，就好比 SVG、WebGL/OpenGL 或 JavaScript 里的 Canvas
API——它们都是代码，而不是设计。编程要求我们具备条理性的思维，想
要写出合理的、灵活的 CSS 代码同样如此。如今，绝大多数 CSS 开发者都
在使用 CSS 预处理器，他们会用到变量、数学计算、条件判断和循环，因
此写 CSS 看起来已经像是在编程了。
这并不是说不鼓励设计师们读这本书。只要具备足够的 CSS 编写经验，
任何人都可以从本书中受益；而且有很多才华横溢的设计师可以写出非常出
色的 CSS 代码。总之，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本书的目标并不是教大家如何
改进网站的视觉设计或可用性，即使它在这些方面会起到间接的帮助。

本书的格式和约定
这本书包含了 47 篇攻略，并根据主题的不同收入 7 章之中。这些攻略
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可以按照任意顺序阅读——只要你掌握了各篇攻
略所需的背景知识。在每篇攻略中出现的演示案例并不是完整的网站，甚
至连网站的片断都算不上。这些案例有意设计得尽量简短，以便降低理解负
担。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出设计创意，而是给出创意的实现方案。
每篇攻略分为两个或多个部分。第一部分叫作“难题”，会引入一项常
见的 CSS 挑战，需要我们去解决。这个部分有时会列出一些广泛流行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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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完美的解决方案（比如，需要添加大量的结构标记，需要死写数值，等
等），而且往往会以类似“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这样的问题作为结尾。
在引入问题之后，会给出一个或多个解决方案。本书的灵感来源于我在
各种技术会议上的 CSS 演讲，因此我尝试在书中尽可能保持那种互动式的
风格。每种解决方案都会配以多幅插图，把每个能产生视觉变化的步骤都用
图片演示出来。由于所有插图不一定都能紧贴着对应的段落，我给它们编上
了号，这样就可以在正文中引用这些插图。你可以在图 P-1 看到一个插图的
示例，而且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引用插图的示例。
图 P-1
这是一个插图的示例。图中是伟
大的 Sir Adam Catlace

行内代码采用等宽字体来表示，颜色值也是如此。颜色值前面通常还会
加一个小的预览色块（比如

#f06）
。代码块是这样的：

background: url("adamcatlace.jpg");

或这样的：

!

这 是 一 个 警 告。 它 的 作 用
是警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为你指出一些常见的误区，或提
醒你哪些地方容易出错。

<figure>
<img src="adamcatlace.jpg" />
<figcaption>Sir Adam Catlace</figcaption>
</figure>

HTML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只有当代码块的语言不是 CSS 时，语言类型才会在
右上角标记出来。同样，为简洁起见，当示例代码只涉及单个元素、不涉及
伪类或伪元素时，通常就不再把选择符和花括号写出来了。
本书中的所有 JavaScript 示例都是原生的 JavaScript，不需要依赖任
何类库或框架。我们只会用到一个工具函数——$$() 。它可以让我们更容
易地获取和遍历所有匹配特定 CSS 选择符的 DOM 元素。这个函数的定
义如下：
function $$(selector, context) {
context = context || document;
var elements = context.querySelectorAll(selector);
return Array.prototype.slice.call(elements);
}

小花絮

JS

随便聊两句

书页底部的“小花絮”段落会扯得稍微远一些，比如介绍某个 CSS 特性背后历史性的或技术性的趣闻。
它们对使用和理解正文内容没有直接作用，但读者或许会在这里发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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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攻略至少会附上一个在线示例，URL 都在 play.csssecrets.io 域名
下，而且都很简短易记。这些在线示例的链接是这样展示的：
试一试 play.csssecrets.io/polka
强烈建议你打开这些“试一试”示例，尤其是当你对文中所述的技巧不
那么清楚时，或者当你在读到某个地方卡住了的时候。
该表扬就表扬：当文中提到的技巧是某人在社区中首次提出时，我们都
会在类似本段这样的“致敬”环节向他发出谢意，同时也会给出相关链接。
如果把这些链接都放在全书末尾的“参考资料”中，查起来会很不方便，因
此我们将采用就近注解的方式。

致

敬

在每篇攻略的末尾，你还会发现一份相关规范的清单，就像下面这样：

 CSS 背景与边框
http://w3.org/TR/css-backgrounds

相关规范

 选择符
http://w3.org/TR/selectors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
http://w3.org/TR/SVG
这份清单列出了当前攻略所述技术所对应的各项技术规范。不过，跟前
面提到的“背景知识”提示框一样，这份清单也不再列出 CSS 2.1（http://
w3.org/TR/CSS21）的内容。这意味着，少数几篇只讨论 CSS 2.1 的攻略就根
本没有“相关规范”这个段落。

关于未来

未来的解决方案

“关于未来”段落（通常安排在书页的最底部并配以深色背景）会介绍一些已经被列入规范草案的技术，
但在编写本书时可能还没有浏览器实现。你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别忘了再次查证这些特性是否已经可用，
因为当本书出版后，浏览器可能已经实现了。考虑到这些特性的草案可能还很不稳定，浏览器兼容性查询
网站可能还没有包含它们，因此这个段落同样也会提供一个测试性的示例页面，以便读者自行查验。这些
测试页面的 URL 同样也很简短易记，会以下面这样“测一测”的形式标注出来。这些测试通常是这样设
计的——绿色阴影表示当前浏览器已经支持某个特性，而红色阴影反之。在测试代码的注释中，也提供了
明确的说明。
测一测 play.csssecrets.io/test-conic-gradient

关于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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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支持与回退机制
本书的最大创举可能就是完全不提供浏览器兼容性表格。这是一个经过
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以当前浏览器的更新速度来看，这些信息必定在书还
没有上架时就已经过时了。我认为，不准确的浏览器支持信息极具误导性，
还不如干脆没有。

不完全支持

尽管如此，书中大多数攻略要么已经在浏览器中获得了良好的支持，要
么可以做到平稳退化。万一某项技术在目前的支持程度下特别不理想，我会
在相关段落处设置一个“不完全支持”的警告图标，比如本段旁边就有一个
示例。它应该足以提醒你在正式使用这些技术之前不要忘了查证一下浏览器
的支持情况，并且要特别注意做好回退机制。
有很多优秀的网站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浏览器兼容性信息。推荐如下：
 Can I Use...?（http://caniuse.com）
 WebPlatform.org（http://webplatform.org）
 Mozilla Developer Network（http://developer.mozilla.org）
 维基百科上的“浏览器排版引擎对比（CSS 兼容性）”词条（http://
en.wikipedia.org/wiki/Comparison_of_layout_engines_(Cascading_
Style_Sheets)）
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某个特性已经得到浏览器支持了，但不同浏览器的
表现可能还有着细微的差异。比如说，它可能需要一个浏览器前缀 2①，或者
在语法上存在细微的差别。我们的示例代码中只会包含符合标准的、无前缀
的语法。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都可以同时使用各种不同的语法，并且
通过层叠机制来确保哪条声明最终生效。出于这个原因，你应该把标准语法
排在最后。举例来说，要得到一条从黄色到红色的垂直渐变色，本书只会列
出标准语法：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90deg, yellow, red);

但是如果你想要支持那些较早的浏览器，可能得把代码写成这样才能
奏效：
background:
background:
background:
background:

-moz-linear-gradient(0deg, yellow, red);
-o-linear-gradient(0deg, yellow, red);
-webkit-linear-gradient(0deg, yellow, red);
linear-gradient(90deg, yellow, red);

这种差异的局面跟浏览器兼容性的局面一样，时刻处在变化之中。因
此，当你在使用某项 CSS 特性之前，不要忘记这方面也是你要做好的功课，
① 关于浏览器前缀的更多信息，比如它们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如何在代码中把它们抽象出来，
你可以在“冰与火之歌：浏览器前缀”一节中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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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就不再为此花费过多篇幅了。
还有一些内容我们也不再赘述。提供回退机制通常是一种很好的做
法，这样可以确保你的网站不会在低版本浏览器中挂掉，只是看起来没有
那么炫而已。当这些后备机制很明显的时候，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因为
你应该已经很清楚样式声明的层叠机制了。举例来说，当我们像上面那样
指定一个渐变色作为背景的时候，应该在前面添加一行实色背景的声明。
添加实色的一个好方法是取渐变色的平均色值（比如在这个例子中是
rgb(255, 128, 0)）
。
background:
background:
background:
background:
background:

rgb(255, 128, 0);
-moz-linear-gradient(0deg, yellow, red);
-o-linear-gradient(0deg, yellow, red);
-webkit-linear-gradient(0deg, yellow, red);
linear-gradient(90deg, yellow, red);

不过，有些时候不太可能只通过样式的层叠就提供完善的回退样式。这
时 别 忘 了 你 还 有 一 招， 可 以 使 用 Modernizr（http://modernizr.com/） 这 样
的工具来给根元素（<html>）添加一些辅助类，比如 textshadow 或 notextshadow 等。这样你就可以针对支持或不支持某些特性的浏览器来分别
编写样式了，就像这样：
h1 { color: gray; }
.textshadow h1 {
color: transparent;
text-shadow: 0 0 .3em gray;
}

如果你想尝试使用的某个 CSS 特性非常新，还可以试试用 @supports
规则来实现回退，可以将其视作浏览器“原生”的 Modernizr。比如说，上
面的代码还可以这样写：
h1 { color: gray; }
@supports (text-shadow: 0 0 .3em gray) {
h1 {
color: transparent;
text-shadow: 0 0 .3em gray;
}
}

但在眼下，还必须慎用 @supports。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想要的文本
投影效果只会在那些支持 text-shadow 且同时支持 @supports 规则的浏览
器中生效。这个范围明显比我们所期望的要窄。
最后，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你不打算使用 Modernizr，也可以自己
写一小段 JavaScript 代码来实现相同的功能——做一些特性检测然后给根元
素加一些辅助类。如果要检测某个样式属性是否被支持，核心思路就是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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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素的 element.style 对象上检查该属性是否存在：
var root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 // <html>

JS

if ('textShadow' in root.style) {
root.classList.add('textshadow');
}
else {
root.classList.add('no-textshadow');
}

如果我们需要检测多个属性，也可以很容易地把上述代码改造成一个
函数：
function testProperty(property) {
var root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

JS

if (property in root.style) {
root.classList.add(property.toLowerCase());
return true;
}
root.classList.add('no-' + property.toLowerCase());
return false;
}

如果我们想要检测某个具体的属性值是否支持，那就需要把它赋给对应
的属性，然后再检查浏览器是不是还保存着这个值。很显然，这个过程会改
变元素的样式，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隐藏元素：
var dummy = document.createElement('p');
dummy.style.backgroundImage = 'linear-gradient(red,tan)';

JS

if (dummy.style.backgroundImage) {
root.classList.add('lineargradients');
}
else {
root.classList.add('no-lineargradients');
}

这段代码同样也可以被很容易地改造成一个函数：
function testValue(id, value, property) {
var dummy = document.createElement('p');
dummy.style[property] = value;

JS

if (dummy.style[property]) {
root.classList.add(id);
return true;
}
root.classList.add('no-' + id);
return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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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检测选择符和 @ 规则的支持情况，则会稍稍复杂一些。不过原
理也很简单，在解析 CSS 代码时，浏览器总会丢弃它自己无法识别的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动态地应用样式并检查它是否生效，以此来判断浏览器是否可
以识别某个特性。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浏览器可以解析某个 CSS
特性并不代表它已经实现（或正确实现）了这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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