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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前端开发或网页开发的朋友们肯定已经被 Vue.js 这个名词彻底“包围”了，因为它
太“火爆”了！本章的目的就是探索 Vue.js 的出现及流行的原因。
最早的软件都是运行在大型计算机上的，软件使用者通过“终端”登录到大型计算机
上运行软件。随着 PC 机的兴起，软件开始主要运行在客户端的 PC 平台上，而数据库这样
的软件运行在服务器端，这种 Client（客户端）/Server（服务器端）模式简称 C/S 架构。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发现 C/S 架构不适合 Web。简单而言，最基本的客户端软件
虽然安装和使用方便，但是其安装和手动升级成了很繁琐的事。而对于应用程序的逻辑和
数据都存储在服务器端的最大优点是：通过所有终端中带有的浏览器作为承载对象，直接
交由用户访问存储在服务器中的内容，所以 Web 应用程序的修改和升级非常便捷。而 C/S
架构需要每个客户端逐个升级桌面 App，因此 Browser（浏览器）/Server（服务器端）模
式开始流行，简称 B/S 架构。
在 B/S 架构下，客户端只需要有浏览器即可，而无须在意用户的使用终端。浏览器只
需要请求服务器获取 Web 页面，并把 Web 页面展示给用户即可。
同时，Web 构建的页面也具有极强的交互性和美观性，不用过于在意某种既定的 UI
规范，可以更快、更艺术化地表现内容和交互。并且，服务器端升级后，客户端无须做任
何部署或更新就可以使用最新的版本，非常适合企业的版本迭代和功能增加。

1.1

网页开发历史

简单来说，Web 是运行在互联网上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通过对数据的一些
可视化进行展现的一种工具。
网页开发的设计初衷是一个静态信息资源的发布媒介。通过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
描述信息资源；通过统一资源标识符（URI）定位信息资源；通过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请求信息资源。
HTML、URI（URL 地址是 URI 的一个特例）和 HTTP 这 3 个规范构成了 Web 的核心体系
结构，也是一个网页不可或缺的 3 种协议体系。用简单一点的话来说，用户通过客户端（浏览
器）的 URL 找到网站（如 www.baidu.com），同样此地址可以为 IP 的形式，通过浏览器发出
HTTP 请求，运行 Web 服务的服务器收到请求后返回此客户机 URL 中请求的 HTML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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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协议，Web 是基于 TCP/IP 协议的。TCP/IP 协议把计算机连接在一起，而
Web 在这个协议族之上进一步将计算机的信息资源连接在一起，形成现在社会中的万维
网。每一个运行着的 Web 服务都相当于在万维网中提供的相关功能和资源。
我们开发的 Web 应用就是提供信息或者功能的 Web 资源，成为 Web 这个全球超大规
模分布式系统中的一部分。
1991 年 8 月 6 日，Tim Berners Lee 在 alt.hypertext 新闻组贴出了一份关于 World Wide
Web 的简单摘要，标志着 Web 页面在 Internet 上的首次登场。最早的 Web 主要被一批科
学家们用来共享和传递信息。全世界的 Web 服务器也就几十台。第一个 Web 浏览器是
Berners Lee 在 NeXT 机器上实现的，其只能“跑”在 NeXT 机器上。苹果和乔布斯的粉丝
对 NeXT 的历史肯定耳熟能详。真正使得 Web 开始流行起来的是 Mosaic 浏览器，这便是
曾经大名鼎鼎的 Netscape Navigator 的前身。
Berners Lee 在 1993 年建立了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W3C），负
责 Web 相关标准的制定。浏览器的普及和 W3C 的推动，使得 Web 上可以访问的资源逐
渐丰富起来。这个时候 Web 的主要功能就是浏览器向服务器请求静态 HTML 信息。1995
年，马云在美国看到了互联网，更准确地说他其实看到的是 Web。阿里早先做的黄页就是
把企业信息通过 HTML 进行展示的 Web 应用。

1.1.1

传统网页开发

传统网页开发可称之为 Web 1.0 时代，非常适合创业型小项目，出产速度快。对于网
页而言，不分前后端，1~5 人可完成所有开发工作。页面上由 JSP、PHP 等语言直接生成
相关的数据和页面，在服务端生成后，直接通过浏览器展现，基本上是服务端给什么，浏
览器就展现什么。这种页面简单而且交互能力弱，对数据的处理和呈现方式也比较单一。
而网页的显示控制一般是在 Web 的服务层（Server）而不是交由独立的 View 层控制和
管理。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开发简单明快，只需要在服务器或者主机中启动一个 Tomcat 或
Apache 等类似的服务器就能开发相关的网页，甚至是生产环境。因为其逻辑和代码简单，
所以对于开发和调试同样简单、便捷，对于业务不复杂的情况可以进行快速迭代和功能新
增等，非常适合小型公司和个人创业等应用环境。
但是业务总会越变越复杂，这点是不可避免的，需求总是
没有止境的。业务复杂度的变化会让控制页面的服务层
（Service）越来越多，这造成了整个系统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同
样，开发团队的扩张也导致参与人员很可能从几个人快速扩展
到几十人，在这种情况下会遇到一些典型问题，如图 1-1 所示。
 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调用关系变得复杂，前端搭建本
地环境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同的个人提供的页面和 图 1-1 传统网页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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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提供的页面可能会有细节上的差异，即使考虑团队协作，往往最后呈现的页
面和想象中的也会有一些差距。
 前端的样式更新操作变得复杂且造成系统的不稳定。因为所有的页面都是基于后端
自动生成的，所以对于一些前端样式的更新和更改可能需要将整个代码逻辑重构，
甚至重新上线一个崭新的系统。这样使得系统能提供的服务变得不稳定且难度增
加，而单个页面的生成出错可能会导致所有的页面不可用。
 JSP 等代码的可维护性变差。随着一个项目的体量增大，其代码的维护一定会越来
越难。单一代码负责前台和后端的数据处理，导致职责不清晰，而且由于开发人员
的水平和书写习惯不同，以及各种紧急需求，揉杂大量业务代码和其他历史代码，
甚至意义不明的无用代码和注释，积攒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会带来大量的维护成本。
为了降低复杂度，以后端为出发点，就有了 Web Server 层的架构升级，对业务、显
示页面、数据的处理进行了逻辑分层，并且为了减少相关的重复，出现了一些后端框架，
如 Structs、Spring MVC 等，这就是后端出现的 MVC 时代。

注意：MVC 全名 Model

View Controller，是模型（Model）、视图（View）和控制器
（Controller）的缩写。它是一种软件设计典范，用一种业务逻辑、数据、界面
显示分离的方法组织代码，将业务逻辑聚集到一个部件里，在改进和个性化定制
界面及用户交互的同时，不需要重新编写业务逻辑。

这样的处理使得代码可维护性得到明显好转。MVC 是个非常好的协作模式，从架构
层面让开发者懂得什么代码应该写在什么地方。为了让 View 层更简单、便捷，适合后端
开发者的书写，还可以选择 Smarty、Velocity 和 Freemaker 等模板，限制在模板里使用 Java
代码，更符合工程化的思维。这样看起来虽然功能是变弱了，但正是这种限制使得前后端
分工变得更清晰。这个阶段的典型问题是：
（1）前端开发重度依赖开发环境。在这种架构下，前后端协作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前端写好静态页面（emo），等待页面完成后，让后端去套用该静态页面（模
板），这样的写法也是现在传统的网页开发常用的方式。淘宝、京东等几乎所有的
Web 服务提供商在早期及现在依旧有大量业务线是这种模式。其优点是 Web 服务
的测试版可以本地开发，并且可以在局域网中形成类似于自己的完整“开发环境”
和“测试环境”，很高效。当然缺点依旧存在：还需要后端套模板，其实相当于并
没有将所有的前后端逻辑分离。后端进行模板的套用后还需要前端确定，来回沟通、
调整的成本比较大，而且并不适合仅通过文档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开发工作。
 另一种协作模式是前端负责浏览器端的所有开发和服务器端的 View 层模板开发。
其优点是 UI 相关代码都是用前端去写，后端不用太关注。但其缺点依旧是前端开
发重度绑定后端环境，致使环境成为影响前端开发效率的重要因素。
（2）简单而言，还是由于前后端职责依旧纠缠不清而导致的问题。对于之前的小型应
用而言，追求极度的工程化思想是没必要且增加成本的，但是对于现阶段的大型应用或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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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用户体验的应用而言，前后端的分离是必要的。

说明：AJAX 正式提出后，加上 CDN 开始大量用于静态资源存储，于是出现了 JavaScript
的火热及之后的 SPA（Single Page Application，单页面应用）时代。
伴随着 JavaScript 技术的发展和浏览器、网速带宽等版本的更新，为了追求更佳的用
户体验和开发方式（类似 Spring MVC），则开始出现了浏览器端的分层架构。


首先是对于前后端接口的约定。如果后端的接口不够规范，且后端的业务模型不够
稳定，那么前端开发会很痛苦。因此应通过规定的接口规则等方式来编写相关的代
码，并严格遵守。经过实践和积累后的接口规则成熟后，还可以用来模拟数据，使
得前后端可以在约定接口后实现高效、并行开发。



其次是对前端开发复杂度的控制。SPA 应用大多数以功能交互型为主，大量的 JavaScript
代码进行前台的显示和用户操作的反馈，以及一部分对于数据的处理和简单的运算等。
但是对于大量 JavaScript 代码的组织及与 View 层的绑定等，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1.1.2

新前端网页开发

为了降低前端开发的复杂度，相继涌现出了大量框架，如 EmberJS、KnockoutJS 和
AngularJS 等，这些框架总的原则是先按类型分层，比如 Templates、Controllers 和 Models，
然后再在层内做切分，这种方式简称 SPA，如图 1-2 所示。

图 1-2

SPA 方式示意图

SPA 的好处很明显，例如：


前后端职责很清晰。前端工作在浏览器端，后端工作在服务端。清晰的分工可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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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并行，测试数据的模拟不难，前端可以本地开发；后端则可以专注于业务逻辑
的处理，以及输出 RESTful 等接口。


前端开发的复杂度可控。前端代码很重，但合理的分层能让前端代码各司其职。如简
单的模板特性的选择就有很多讲究，如限制什么，留下哪些，代码应该如何组织等。



部署相对独立，只要通过前后端接口的形式，无论是调试，或者是开发新功能都非
常方便。

但依旧有如下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


大量代码不能复用。比如后端依旧需要对数据做各种校验，校验逻辑无法复用浏览
器端的代码；如果可以复用，那么后端的数据校验可以相对简单化。



全异步，对 SEO 不利，无法获得相关的内容，往往还需要服务端做同步渲染的降
级方案。



性能并非最佳。大量的 JavaScript 方式会影响用户体验，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



SPA 不能满足所有需求，依旧存在大量多页面应用。URL Design 需要后端配合，
前端无法完全掌控。

1.2

MVVM 风格开发框架

MVVM（Model View ViewModel）是由微软的 WPF 带来的新技术体验，如 Silverlight、
音频、视频、3D 和动画等，使得软件 UI 层更加细节化、可定制化。
同时，在技术层面，WPF 也带来了更多更加易于使用的新特性和新的软件设计模式。
MVVM 框架是 MVP（Model View Presenter）模式与 WPF 结合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型
架构框架，它立足于原有 MVP 框架并且融入了 WPF 的新特性，以应对客户日益复杂的需
求变化。

1.2.1

为什么会出现 MVVM

MVVM 具体的设计功能如图 1-3 所示。它不只是简单的 MVC 分层模式，而是将 View
端的显示和逻辑分离出来，这种数据绑定技术非常简单实用，所以称为 Model View
ViewModel（MVVM）。
MVVM 模式跟经典的 MVP（Model View Presenter）模式很相似，需要一个为 View
量身定制的 Model，这个 Model 就是 ViewModel。ViewModel 中包含了一个项目文件使用
的 UI 组件的接口和相关属性，可以通过一个相关的视图绑定其属性，并可获得二者之间
的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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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在 ViewModel 中直接对显示的视图进行代码更新，但不仅仅是对
显示视图的更新。数据绑定系统还提供了标准化的方式对视图中显示的内容进行验证。

图 1-3

MVVM 的设计功能

视图（View）通常就是一个页面。在以前设计模式中由于没有清晰的职责划分，UI
层经常成为逻辑层的全能代理，而后者实际上属于应用程序的其他层。MVP 里的 M 其实
和 MVC 里的 M 都是指封装了核心数据和逻辑功能的模型；V 表示视图；P 表示封装了视
图中的所有操作和响应用户的输入、输出和事件等。P 与 MVC 里的 C 代表的意义差不多，
区别是 MVC 是系统级架构的，而 MVP 是用在某个特定页面上。也就是说，MVP 的灵活
性要远远大于 MVC，实现起来也极为简单。
相信 MVC 模式读者已经非常熟悉了，这里就不再赘述，这些模式也是依次进化而形
成 MVC→MVP→MVVM 的。

1.2.2

MVVM 架构的最佳实践

MVVM 模式和 MVC 模式一样，主要目的是分离视图（View）和模型（Model），有
下面几大优点。
 视图层低耦合。视图（View）可以独立于 Model 变化和修改，一个 ViewModel 可
以绑定到不同的 View 上，当 View 变化的时候 Model 可以不变，当 Model 变化的
时候 View 也可以不变。
 各种代码写成控件之后可重用。
可以把一些视图逻辑放在一个 ViewModel 里面成为
多重可以组合的控件，在具体的页面中进行整合和使用，让更多 View 重用这段视
图逻辑。
 可以交由前端工程师独立开发。开发人员可以专注于业务逻辑和数据的开发
（ViewModel），设计人员可以专注于页面设计，通过相应的接口规范可以简单地
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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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测试和部署。界面向来是比较难于测试的，而现在测试可以针对具体的页面控
件来写，也可以在不依赖于后端的基础上，直接通过工具或者假数据进行测试。

1.2.3

MVC、MVP 和 MVVM 开发模式对比

MVC、MVP 和 MVVM 这些模式是为了解决开发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它
们目前作为主流的几种架构模式而被广泛使用。
1．MVC（Model View Controller）模式
MVC 是比较直观的架构模式，即用户操作→View（负责接收用户的输入操作）→
Controller（业务逻辑处理）→Model（数据持久化）→View（将结果反馈给 View）。
MVC 使用非常广泛，比如 JavaEE 中的 SSH 框架（Struts+Spring+Hibernate）、ASP.NET
中的 ASP.NET MVC 框架。如图 1-4 所示为代表经典的 MVC 模式。

图 1-4

经典的 MVC 模式

2．MVP（Model View Presenter）模式
MVP 是把 MVC 中的 Controller 换成了 Presenter（呈现），目的就是为了完全切断
View 跟 Model 之间的联系，由 Presenter 充当桥梁，做到 View-Model 之间通信的完全
隔离。
例如，.NET 程序员熟知的 ASP.NET 中的 Web Forms（WF）技术即支持 MVP 模式，
因为事件驱动的开发技术使用的就是 MVP 模式。控件组成的页面充当 View，实体数据库
操作充当 Model，而 View 和 Model 之间的控件数据绑定操作则属于 Presenter。控件事件
的处理可以通过自定义的 iView 接口实现，而 View 和 iView 都将对 Presenter 负责。如图
1-5 所示为经典的 MV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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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 MVP 模式

3．MVVM（Model View ViewModel）模式
如果说 MVP 是对 MVC 的进一步改进，那么 MVVM 则是思想的完全变革。MVVM
是将“数据模型数据双向绑定”的思想作为核心，因此在 View 和 Model 之间没有联系，
而是通过 ViewModel 进行交互，而且 Model 和 ViewModel 之间的交互是双向的，因此视
图数据的变化会同时修改数据源，而数据源数据的变化也会立即反应到 View 上。
这方面典型的应用有.NET 的 WPF，以及 JavaScript 框架 Knockout 和 AngularJS，还
有本书介绍的 Vue.js 等。如图 1-6 所示为经典的 MVVM 模式。

图 1-6

1.3

经典的 MVVM 模式

Vue.js 来了

那么多的 JavaScript 框架，我们为什么选择 Vue.js？它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为了
更准确地描述 Vue.js，这里引用一段官方文字：
·9·

第1篇

背景知识

Vue.js（读音 /vjuː/，类似于 view）是一套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与其他重
量级框架不同的是，Vue.js 采用自底向上增量开发的设计。Vue.js 的核心库只关注视图层，
它不仅易于上手，还便于与第三方库或既有项目整合。另外，当与单文件组件和 Vue.js
生态系统支持的库结合使用时，Vue.js 也完全能够为复杂的单页应用程序提供驱动。
2016 年一项针对 JavaScript 的调查表明，Vue.js 有着 89%的开发者满意度。在 GitHub
上，该项目平均每天能收获 95 颗星，为 GitHub 有史以来星标数项目最多的第十个。

说明：可能有读者会疑惑 Vue 和 Vue.js 是否一样。二者其实是一样的，Vue 是它的名
称，因其是一个 JavaScript 库，所以有时会带上它的文件扩展名.js。
Vue.js 是由尤雨溪开发出的。他的思路是提取 Angular 中自己喜欢的部分，构建出一
款相当轻量的框架。Vue.js 最早发布于 2014 年 2 月，尤雨溪在 Hacker News、Echo JS 与
Reddit 的/R/JavaScript 版块上均发布了最早的版本，发布后的一天之内，Vue.js 就登上了
这 3 个网站的首页。之后 Vue.js 成为 GitHub 上最受欢迎的开源项目之一。
同时，在 JavaScript 框架/函数库中，Vue.js 所获得的星标数仅次于 React，高于
Backbone.js、Angular 2 和 jQuery 等项目。
2016 年 9 月 3 日，在南京的 JSConf China 大会上，Vue.js 作者尤雨溪正式宣布加盟阿
里巴巴 Weex 团队，并称他将以技术顾问的身份来做 Vue.js 和 Weex 的 JavaScript Runtime
整合，目标是让开发者能用 Vue.js 的语法跨三端（桌面、Web 和手机）进行开发。

1.4

Vue.js 的安装

使用过 jQuery 等 JavaScript 框架的读者，应该都已经熟悉这类 JavaScript 框架的安装
方式了，基本不出以下 3 种：


下载.js 文件用<script>标签引入；



不下载直接使用 CDN；



不下载直接使用 npm。

Vue.js 也是这 3 种安装方式，通过普通网页引入的形式或者是各种包管理的形式均可
以安装并使用 Vue.js。
但是对于不同的安装方法会存在不同的使用方式和项目的编写方式。
下面详细介绍每一种方式。

注意：本书并不涉及太多的网页开发基础知识，包括但不仅限于

HTML、CSS 及基本
的 JavaScript，如果读者完全不了解网页基础开发，可以通过阅读相关的书籍或
资料，进行深度的学习和练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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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独立版本

使用 Vue.js 可以通过引入<script></script>标签的方式进行引入，因为 Vue.js 同样也相
当于 JavaScript 中的一个库，其使用的方式和 jQuery 一样简单。
Vue.js 本身是不支持 IE 8 及其以下版本，因为其使用了不能被 IE 8 支持的 ECMAScript
5 特性。但是不用担心 Vue.js 的兼容性，如图 1-7 所示，现在所使用的大部分浏览器都已
支持 ES 5 并且支持 ES 6 的标准，绿色部分（即图 1-7 中颜色较深的部分）为完全支持，
可以看出，所有的流行浏览器均已完全支持 ES 5 语法。

图 1-7

浏览器对于 ES 5 的支持程度

注意：关于浏览器是否支持某种技术，可以通过 http://caniuse.com/来查询。
下面开始搭建 Vue.js 的开发环境。当以标签形式引入 Vue.js 时，官方提供了两种不同
的版本供用户和开发者选择：
 用于开发和测试环境的开发版；
 用于生产环境的最小压缩版，也就是 Mini 版。
和其他 JavaScript 插件的形式一致，使用.min.js 的版本为最小压缩版，直接使用.js 的
环境为正式版。

注意：开发环境不要用最小压缩版，因为对于此版本的压缩版而言，去除了所有的错误
提示和警告部分，可以使用开发版进行调试和开发。
（1）Vue.js 开发版本地址为 https://vuejs.org/js/vue.js，可以通过该地址将其下载至本地，
再在页面中通过<script></script>标签进行引入。
（2）打开此地址可以看到 Vue.js 中的所有代码，复制所有的代码，然后在本地新建 J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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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再将代码粘贴进去。或者直接打开相关下载软件，新建任务下载，如图 1-8 所示。
（3）下载后的开发版本即为开发所需要的 JS 库。新建一个.html 文件，这里命令为
index.html，具体的目录结构如图 1-9 所示。

图 1-8

新建下载任务

图 1-9

项目结构

（4）在 index.html 中通过<script></script>标签来引入 Vue.js。Vue.js 的核心是允许采
用简洁的模板语法声明将数据渲染进 DOM，所以这里的示例通过数据来展示。
【示例 1-1】引入本地 Vue.js。
这里声明一个节点 id 为 app，并且使用 Vue.js 将其绑定一个 message 变量，在 JavaScript
代码中将其赋值为 Hello Vue.js。完整的代码如下，具体语法解析会随着本书的深入再逐
步讲解。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script src="vue.js"></script>
<!--HTML 头部份-->
<title>Title</title>
</head>
<body>
<div id="app">
<p>{{ message }}</p>
</div>
<script>
// 逻辑部分代码，建立 Vue 实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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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pp=new Vue({
el: '#app',
// 逻辑部分代码，建立 Vue 实例
data: {
message: 'Hello Vue.js!'
}
})
</script>
</body>
</html>

本例网页打开后的显示效果如图 1-10 所示。

图 1-10

显示效果

注意：Vue.js

的核心功能仅仅是提供一个数据绑定的显示效果，所以可直接双击打开
index.html 页面，而非在服务器的条件下，其数据绑定功能依旧可以使用。

1.4.2

使用 CDN 安装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内容分发网络）其基本思路是尽可能避开互联网
上有可能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的瓶颈和环节，使内容传输得更快、更稳定，通过
在网络各处放置节点服务器，构成在现有的互联网基础之上的一层智能虚拟网络。
CDN 系统能够实时地根据网络流量和各节点的连接、负载状况，以及到用户的距离
和响应时间等综合信息，将用户的请求重新导向离用户最近的服务节点上。其目的是使
用户可以就近取得所需内容，解决 Internet 网络拥挤的状况，提高用户访问网站的响应
速度。
一般的网站利用 CDN 加速静态文件和资源，可能甚至引用的更多，这样将资源文件
与业务代码一锅炖的方式适用于小型的、应用服务器压力并不大的系统（如并发、带宽、
存储空间、资源等）。
CDN 方式的优点是开发省力、发布省力、对服务器要求小、省钱、没有具体公网接
入需求。许多小型、内部使用型的网站系统往往采取这种形式放置资源文件。
（1）有很多的网络服务或者是网站云主机商提供这类的服务，从收费到免费有各种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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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式，这里推荐一个国内常用的、免费的、前端开源的 CDN 加速服务，是由 BootStrap
中文网运作的，其地址为 http://www.bootcdn.cn/，主页如图 1-11 所示。
（2）在搜索框中搜索 Vue.js 后，这里会提供 Vue.js 及与 Vue.js 有关的开源 JavaScript
组件供开发者选择。

图 1-11

开源的 CDN 主页

（3）单击进入 Vue.js 的选项，这里提供了最新版本和所有的历史版本，并且提供了很
多相关的文件，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最新版本的 Vue.js

（4）本例暂时只需要 Vue.js 这个文件。为了方便用户的使用，BootCDN 提供了两种
复制方式：一种是复制链接地址，另一种是直接复制<script>标签。
【示例 1-2】引入 CDN 中的 Vue.js。
找到需要的 https://cdn.bootcss.com/vue/2.4.2/vue.js 标签，单击“复制<script>标签”按钮，
在新页面 index2.html 中粘贴标签，替代本地 Vue.js 引入标签的位置。完整的代码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TML 页面代码部分-->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title>
<!--引入需要的 Vue.js 等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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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src="https://cdn.bootcss.com/vue/2.4.2/vue.js"></script>
</head>
<body>
<!-- 定义显示的节点 -->
<div id="app">
<p>{{ message }}</p>
</div>
<script>
// 逻辑部分代码，建立 Vue 实例
var app=new Vue({
el: '#app',
data: {
// 定义相关的变量
message: 'Hello Vue.js!'
}
})
</script>
</body>
</html>

运行该 HTML 文件，浏览器中的显示效果如图 1-13 所示，其效果和示例 1-1 中引入
本地的 Vue.js 效果一致。

图 1-13

实现效果

说明：可能读者会有疑问，仅仅是为了在网页中显示一行简单的 Hello

Vue.js，却需要
如此烦琐的代码？Vue.js 不是为了显示一个静态信息而出现的库，它提供了一个
数据的双向绑定功能。也就是说，当动态更新 message 中的值时，并不需要刷新
网页或更新节点，此节点的值会随着 JavaScript 中代码值的变动而改变，这就是
Vue.js 的强大之处。我们会在 1.4.4 节中介绍使用 Chrome 浏览器测试 Vue.js 的
双向绑定，以此验证这个强大的功能。

1.4.3

“npm 大法”安装

npm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JavaScript 包管理工具，通过 npm 可以非常迅速地进行 Vue.js
的安装、使用和升级，而不用担心由此所造成的混乱。在用 Vue.js 构建大型应用时推荐使
用 npm 安装，它能很好地和 Webpack 或 Browserify 等模块打包器配合使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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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第 2 章会详细介绍 npm 的安装和基本用法，读者如果不熟悉而且还没有安装 npm，
可以跳过本节，不影响读者继续阅读本节内容。
（1）Vue.js 也提供了配套工具来开发单文件组件，在 Windows 中可以通过 Win+R 组
合键运行 CMD，Mac OS 系统或者 Linux 系统中需先打开终端，然后在打开的 CMD 中输
入以下命令安装相应的 Vue.js。
npm install vue

安装效果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CMD 安装

（2）这样 Vue.js 就安装在了相关的项目中，也可以使用--global 命令参数进行安装，
Vue.js 会自动全局安装。
（3）不仅如此，为了方便开发者开发相关的 Vue.js 大型应用，官方提供了一个非常方
便的 CLI 命令行工具，该工具可以使用 npm 进行安装：
npm install --global vue-cli

安装完成后的效果如图 1-15 所示。

图 1-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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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安装成功

注意：这里一定要进行全局安装，安装完成后，可以直接在
命令行中使用，如果不能使用，提示无效的命令，请将
其路径配置为全局路径。
（4）安装完毕后，使用以下命令进行测试：
vue –V

显示效果如图 1-16 所示，证明安装成功。

1.4.4

使用 Chrome 浏览器测试 Vue.js 的双向绑定

读者可以通过 Chrome 浏览器提供的调试功能来测试 Vue.js 提供的这个双向绑定功能。
（1）在 Chrome 浏览器中按 F12 键（苹果计算机需要在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检查”
命令），可以打开 Chrome 浏览器的控制台，选择 Console 选项卡，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Chrome 控制台

（2）控制台中提示需要安装 vue-devtools 调试工具，
并且已经给了相关的下载 GitHub 地址，可以单击此地址
进行下载。进入此地址后，可以看到其中提供的开源代
码和不同版本的安装文件，
拉至页面下方的 readme 部分，
单击 Get the Chrome Extension 链接，即为 Chrome 版本
的调试工具安装包，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vue-devtools 安装包
（3）进入 Google 商店后，单击“添加至 CHROME”
按钮，同意其安装，直到安装成功即可，如图 1-19 所示。
（4）安装完成后，会在 Chrome 的插件页面出现 Vue.js 标志，并且在打开之前 Vue.js
页面的 Chrome 控制台调试时，会显示如图 1-20 所示的界面。

注意：此安装会自动跳转至谷歌商店进行安装，如果网络环境不能访问的话，可以选择
其他方式进行安装，参见本书 2.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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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图 1-20

谷歌商店

安装 devtools 成功

（5）此时，可以进行 Vue.js 双向绑定的测试。通过改变 message 的值，界面显示的值
也会更改。在 Console 中输入以下代码后按 Enter 键。
app.message="Hello World"

此时浏览器中的显示效果如图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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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后的效果

就是这样，更新 JavaScript 中的对象，就会自动更新页面中的值和代码，这就是 Vue.js
的强大之处。

1.5

Vue.js 的主要特性

Vue.js 作为一个流行的 JavaScript 前端框架，旨在更好地组织与简化 Web 开发。Vue.js
所关注的核心是 MVC 模式中的视图层，同时，它也能方便地获取数据更新，并通过组件
内部特定的方法实现视图与模型的交互。本节将介绍 Vue.js 的 5 大特性。

1.5.1

组件

组件是 Vue.js 最强大的特性之一。为了更好地管理一个大型的应用程序，往往需要将
应用切割为小而独立、具有复用性的组件。在 Vue.js 中，组件是基础 HTML 元素的拓展，
可方便地自定义其数据与行为。
【示例 1-3】下面是 Vue.js 组件的一个示例。
<div id="app">
<!--定义显示的节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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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
</div>
<script>
//逻辑部分代码，建立 Vue 实例
var app = new Vue({
el: '#app',
data: {
//定义相关的变量
message: 'Hello Vue!'
}
})
</script>

注意：读者不用太在意是否能看懂此处的代码，此处的目的是让读者先适应这种写法，
之后本书会对技术进行逐章讲解。
代码的显示效果如图 1-22 所示。

图 1-22

显示效果

上述是一个简单的 Hello Vue 示例，只是通过一个简单的 bind 操作将 JavaScript 中的
内容绑定在<div></div>标签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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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4】如果开发者想要在所有的项目页面中都显示一条 Hello Vue 的提示，那么
需要将此处代码注册成一个全局组件。具体的代码如下：
<!--引入需要的 Vue.js 等相关的内容-->
<script src="https://unpkg.com/vue"></script>
<div id="app">
<!-- 定义显示的节点 -->
<my-component></my-component>
</div>
<script>
//注册
Vue.component('my-component', {
template: '<div>Hello Vue!</div>'
})
//创建根实例
new Vue({
el: '#app'
})
</script>

显示效果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以组件方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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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模板

Vue.js 使用基于 HTML 的模板语法，允许开发者将 DOM 元素与底层 Vue.js 实例中的
数据相绑定。所有 Vue.js 的模板都是合法的 HTML，所以能被遵循规范的浏览器和 HTML
解析器解析。
在底层的实现上，Vue.js 将模板编译成虚拟 DOM 渲染函数。结合响应式系统，在应
用状态改变时，Vue.js 能够智能地计算出重新渲染组件的最小代价并应用到 DOM 操作上。

注意：如果读者熟悉虚拟 DOM 并且偏爱 JavaScript 的原始力量，也可以不用模板，直
接编写渲染（render）函数，使用可选的 JSX 语法即可。

1.5.3

响应式设计

越来越多的智能移动设备（Mobile、Tablet Device）加入到互联网中，移动互联网不
再是独立的小网络，俨然成为了 Internet 的重要组成部分。响应式网络设计（RWD/AWD）
的出现，目的是为移动设备提供更好的体验，并且整合从桌面到手机的各种屏幕尺寸和分
辨率，用技术来使网页适应从小到大（甚至超大）的不同分辨率的屏幕。
响应式界面的 4 个层次：
 同一页面在不同大小和比例上看起来都应该是舒适的；
 同一页面在不同分辨率上看起来都应该是合理的；
 同一页面在不同操作方式（如鼠标和触屏）下，体验应该是统一的；
 同一页面在不同类型的设备（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上，交互方式应该是符合
用户习惯的。
而作为专注于显示前端效果的 Vue.js，其本身提供的大多数控件和内容都是基于响应
式的设计。不仅如此，为了方便众多的开发者便捷使用，Vue.js 衍生出了很多美观又简洁
的 UI 组件库，而这类 UI 组件库是完全支持响应式设计的。
所以说，作为一个合格的 Vue.js 程序开发者，在进行应用开发时，必须要考虑到其 UI
的响应式设计，让用户在不同尺寸和分辨率的屏幕及设备上能够拥有一致而优良的体验。

1.5.4

过渡效果

Vue.js 在插入、更新或者移除 DOM 时，提供了多种不同方式的应用过渡效果，包括
以下工具：
 在 CSS 过渡和动画中自动应用 class；
 可以配合使用第三方 CSS 动画库，如 Animate.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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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渡钩子函数中使用 JavaScript 直接操作 DOM；
 可以配合使用第三方 JavaScript 动画库，如 Velocity.js。
Vue.js 提供了 transition 的封装组件，在下列情形中，可以给任何元素和组件添加
entering/leaving 过渡。
 条件渲染（使用 v-if）；
 条件展示（使用 v-show）；
 动态组件；
 组件根节点。
简单来说，可以在用户进行操作或者和页面元素进行交互时，提供良好且适当的用户
体验效果。
【示例 1-5】页面交互举例。


<!--引入需要的 Vue.js 等相关的内容-->
<script src="https://unpkg.com/vue"></script>
<!-- 样式规定 -->
<style>
.fade-enter-active, .fade-leave-active {
transition: opacity .5s
}
.fade-enter, .fade-leave-to /*.fade-leave-active in below version 2.1.8 */ {
opacity: 0
}
</style>
<!-- 定义显示的节点 -->
<div id="app">
<!--在节点中定义 click 方法-->
<button v-on:click="show = !show">
click
</button>
<!-- 效果显示部分 -->
<transition name="fade">
<p v-if="show">hello Vue</p>
</transition>
</div>
<script>
// 创建根实例
new Vue({
el: '#app',
// 定义绑定在标签中的变量
data: {
show: true
}
})
</script>

其显示效果如图 1-24 所示。单击 click 按钮之后，Hello Vue 会渐变地消失，其实是因
为样式的更改，当再次单击之后，样式的 fade 会随着添加或者删除而产生渐变效果，以便
所有的用户操作或内容的显示不再是突兀地出现或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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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1.5.5

过渡效果

单文件组件

为了更好地适应复杂的项目，Vue.js 支持以.vue 为扩展名的文件来定义一个完整组件，
用以替代使用 Vue.component 注册组件的方式。开发者可以使用 Webpack 或 Browserify
等构建工具来打包单文件组件。该特性带来的好处主要是将来对于上线的引用，在通过压
缩工具和基本的封装工具之后，可能只有一个文件，这极大的减少了对于网络请求多个文
件带来的文件缓存或延时问题。

1.6
1.6.1

小结与练习

小结

本章的学习其实并不需要读者理解或者写出任何 Vue.js 程序，其只是相当于全书的引
言。通过对一些流行框架和设计模式的介绍和探索，让读者理解 Vue.js 本身只是对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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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层的操作。
本章通过对 Vue.js 的一些基本介绍，希望能让读者提高对 Vue.js 的兴趣。相比 React
或者其他 JavaScript 框架而言，Vue.js 本身可以说是非常接近传统的 HTML 化的 Web 开发
技术，开发人员可以快速上手。

1.6.2

练习

1．详细学习并理解 MVC、MVP 和 MVVM 这 3 种设计模式。
2．查阅不同设计模式的优点和缺陷，并对其作出相应的分析。如果读者之前使用过
某种设计模式或者是以此设计模式为基础的框架，可以结合实践进行探索。
3．了解 Vue.js 的发展历史和其几个简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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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章开始，就要进行真正的 Vue.js 学习了。本章重点是学习 Vue.js 的一些基本应用
和开发环境，希望读者能够了解一些常用的 Web 开发工具、基本的调试和运行环境，以
及 JavaScript 的最新进展和开发方式。
ECMAScript 6 语法的学习是本章的重点内容，如果读者已经有所了解，则可以跳过
本章内容，直接进入第 3 章的学习。

2.1

JavaScript 运行与开发环境

本节将学习适合 JavaScript 开发的各种 IDE（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集
成开发环境），以及调试用的浏览器、基本的安装环境等知识。

2.1.1

神奇的包管理器——npm

npm（Node Package Manager，Node 包管理器）是 Node.js
默认的用 JavaScript 编写的软件包管理系统，其 Logo 如图 2-1
所示。
npm 完全用 JavaScript 写成，最初由艾萨克·施吕特（Isaac Z.
图 2-1 npm 标志
Schlueter）开发。艾萨克表示自己已意识到“模块管理很糟糕”的
问题，并看到了 PHP 的 Pear 与 Perl 的 CPAN 等软件的缺点，于是编写了 npm。npm 可以
管理本地项目所需要的模块并自动维护依赖情况，也可以管理全局安装的 JavaScript 工具。
如果一个项目中存在 package.json 文件，那么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npm install 命令自动
安装和维护当前项目所需的所有模块。在 package.json 文件中，开发者可以指定每个依赖
项的版本范围，这样既可以保证模块自动更新，又不会因为所需模块功能大幅变化而导致
项目出现问题。开发者也可以选择将模块固定在某个版本之上。
接下来讲解 npm 的安装。
（1）若安装 npm 则先需要安装 Node.js，它是一个 JavaScript 运行环境（Runtime），
发布于 2009 年 5 月，由 Ryan Dahl 开发，实质是对 Chrome V8 引擎进行了封装。Node.js
对一些特殊用例进行了优化，提供替代 API，使得 V8 在非浏览器环境下运行得更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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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下载地址为 https://nodejs.org/en/，进入官网后如图 2-2 所示。

图 2-2

Node.js 官网

（2）系统会自动选择访问者适合的版本，有两种版本可以选择：一种是 LTS 版本，
另一种是 Current 版本。LTS 版本适用于长期稳定的更新，而 Current 版本可能会出现一些
意料之外的问题，但同时会有更多的支持和更新的功能。
选择合适的版本下载后，双击下载的文件开始安装，如果是 Windows 7 以上的操作系
统，需要右击文件，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以管理员方式”打开。开始安装界面图如
图 2-3 所示。

图 2-3

安装 Node.js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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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勾选 I accept the terms in the License Agreement 复选框，单击 Next 按钮进入下一
步，选择安装的地点和组件，再次单击 Next 按钮，开始安装。
（4）安装完毕之后，可以在 Windows 的命令提示符（cmd）中测试安装是否成功。查
看是否成功地安装了 Node.js 和 npm 的方式如下。
使用键盘的 Win +R 组合键打开运行框，输入 cmd 命令，弹出 Windows 命令提示符
（cmd）对话框，在其界面上输入如下命令后按 Enter 键。
node –v

如果成功安装，界面如图 2-4 所示。

图 2-4

Node.js 成功安装

（5）然后测试 npm 是否安装成功，输入如下命令后按 Enter 键。
npm –v

如果成功安装，界面如图 2-5 所示。

图 2-5

npm 成功安装

注意：如果命令提示符（cmd）中提示找不到该命令，若确定安装没有问题的话，可能
是由于权限不足或者是没有将其放置在全局变量中导致的，读者可以尝试手动配
置全局变量。
那么怎样使用 npm 呢？请读者不要着急，本书介绍的 Vue.js 或者读者后面将要学习
的其他技术，都将会使用 npm 进行安装和管理。

注意：如果读者在使用 npm 进行包管理的时候，因为网络问题而导致出现的一些安装
失败的情况时，可以切换为国内的源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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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推荐淘宝提供的 npm 源，其官方地址为 http://npm.taobao.org/。该网站中包含了
完整的 npmjs.org 镜像，开发者可以用其代替官方版本（只读），同步频率目前为 10 分钟
一次，以保证尽量与官方服务同步。
为了方便开发者的使用，淘宝提供了定制的 cnpm 命令行工具代替默认的 npm 进行操
作，其参数和使用方法与 npm 相同。
其安装方式等同于一个普通 npm 包的安装方法，使用命令代码进行安装。
npm install -g cnpm --registry=https://registry.npm.taobao.org

注意：本书中截图一般使用 cnpm 工具，但是为了使本书内容具有通用性，所以代码部
分和说明部分均使用 npm，后面不再赘述。
当然，也可以不使用 npm 进行安装，对于一些因为网络问题无法安装的包，可以通
过添加 alias 参数直接指定。
# 阿里 cnpm 的配置
alias cnpm="npm --registry=https://registry.npm.taobao.org \
--cache=$HOME/.npm/.cache/cnpm \
--disturl=https://npm.taobao.org/dist \
--userconfig=$HOME/.cnpmrc"
# zshrc 中指定别名
$ echo '\n#alias for cnpm\nalias cnpm="npm --registry=https://registry.
npm.taobao.org \
--cache=$HOME/.npm/.cache/cnpm \
--disturl=https://npm.taobao.org/dist \
--userconfig=$HOME/.cnpmrc"' >> ~/.zshrc && source ~/.zshrc

2.1.2

好用的浏览器——Chrome

Google Chrome 是由 Google 开发的免费网页浏览器。Chrome 是化学元素“铬”的英
文名称，过去也用 Chrome 称呼浏览器的外框。Chrome 相应的开放源代码计划名为
Chromium，因此 Google Chrome 本身是非自由软件，未开放源代码。
Chrome 浏览器的展示效果图如图 2-6 所示。
Chrome 代码是基于其他开放源代码软件所编写的，包括 Apple WebKit 和 Mozilla
Firefox，并开发出称为 V8 的高性能 JavaScript 引擎。Google Chrome 的整体发展目标是提
升稳定性、速度和安全性，并创造出简单且有效率的用户界面。
据 StatCounter 统计，截至 2016 年 6 月，Google Chrome 在全球桌面浏览器的网页浏
览器中的使用分布为 62%。
为什么推荐大家选择 Chrome 而不是 IE 或 Firefox 等浏览器呢？主要原因是 Chrome
使用的内核技术。
这里首先需要介绍一下 WebKit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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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Chrome 浏览器

WebKit 是一种用来让网页浏览器绘制网页的排版引擎，它被用于 Apple Safari，其分
支被用于基于 Chromium 的网页浏览器，如 Opera 与 Google Chrome。
众所周知，Chrome 本身是闭源的，也就是说其内部的代码是绝对的商业代码，但是
其本身是建立在 Google 另一个开源的浏览器 Chromium 之上的，所以它是一个稳定或者
说是商业的版本。
闭源：“除非法律明确允许或要求，或经谷歌明确书面授权，否则，您不得（而且不
得允许其他任何人员）复制、修改软件或软件的任何部分；对软件或软件的任何部分创作
衍生作品；进行反向工程、反编译；或者试图从软件或软件的任何部分提取源代码。”。
当然开发者也可以选择不贴牌的 Chromium，其采用的是 BSD 开源协议（Chromium
首页、文档和下载）。
而对于 Chromium 内核本身，现在在所有的浏览器中被广泛使用，其实，对于国内的
一些免费浏览器软件，除了傲游浏览器是直接基于 WebKit 开发的，其他的浏览器都是基
于 Chromium 开发的。部分 Chromium 内核浏览器如图 2-7 所示。
而 WebKit 也是 Apple iOS、Android、BlackBerry Tablet OS、Tizen 及 Amazon Kindle
的默认浏览器。WebKit 的 C++应用程序接口提供了一系列的 Class 以在视窗上显示网页
内容，并且实现了一些浏览器的特色，如用户链接点击、管理前后页面列表及近期历史
页面等。
Chrome 作为 WebKit 的佼佼者，为了方便开发和使用，优化了更多的细节和开发工具，
所以非常适合 Web 应用的开发。当然如果读者喜欢国产浏览器的话，请在急速模式下运
行，一般而言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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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浏览器界面上按 F12 键，则会打开 Chrome 特有的调试页面，该页面在将来的
开发和调试中极为重要，如图 2-8 所示。

图 2-7

图 2-8

部分浏览器

调试界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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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e.js 的调试神器——vue-devtools

所有的代码都无法一蹴而就，都是在不断调错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因为 Vue.js 本身是
打包到生产环境的 JavaScript 代码，对于调试工作而言并不是非常友善和方便，所以它提
供了 vue-devtools 插件，就是为了解决调试的问题。
前面在介绍 Vue.js 双向绑定测试的时候已经安装过该插件，读者可以通过谷歌商店添
加，也可以访问以下的 GitHub 地址来获得最新的开发者工具：
https://github.com/vuejs/vue-devtools#vue-devtools。

注意：GitHub 是一个面向开源及私有软件项目的托管平台，因为只支持 Git 作为唯一的
版本库格式进行托管，故名为 GitHub。GitHub 于 2008 年 4 月 10 日正式上线，
除了 Git 代码仓库托管及基本的 Web 管理界面以外，还提供了订阅、讨论组、
文本渲染、在线文件编辑器、协作图谱（报表）、代码片段分享（Gist）等功能。
目前，其注册用户已经超过 350 万，托管版本数量也非常多，其中不乏知名开源
项目 Ruby on Rails、jQuery、Python 等。
本节将介绍下载源代码自行编译打包安装的方法，主要
经过几个主要步骤：下载源代码，安装源代码所需要的依赖，
生成插件，添加插件到 Chrome，下面是详细步骤。
（1）在上述 GitHub 页面的 Readme 中，单击下载链接，
如图 2-9 所示。
（2）下载的是 GitHub 中提供的 Vue.js 的源代码压缩包，
需要用户使用系统中安装的解压缩软件进行解压，解压后的
文件结构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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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目录结构与 Vue.js 的工程文件结构有些相似之处，其根目录包含 package.json
文件。也就是说，源码本身也是一个 JavaScript 工程。接下来，就需要使用 npm 命令安装
依赖了。
（4）使用 CMD 或者 Shell 工具进入该解压目录下，使用 npm 命令安装依赖（安装过
程稍长，可能需要几分钟）：
npm install

注意：由于网络因素，如果使用淘宝提供的 npm 源请使用 cnpm 命令进行安装，与 npm
命令安装方式无任何区别，本书默认以 npm 命令安装为例。
（5）安装所有的依赖项成功后，使用以下命令即可成功运行该工程，其效果如图 2-11
所示。
npm run build

图 2-11 打包 build

注意：此时已经将该源代码打包成为了可以被 Chrome 使用的插件格式，其生成的文件
位于当前目录的 shells/chrome 下。
（6）打开 Chrome 浏览器，输入地址 chrome://extensions/或者选择“更多工具”|“扩
展程序”命令进入插件管理页面，此时需要勾选“开发者模式”，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开启开发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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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选中开发者模式中的“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选项，选择项目中的 shells/
chrome 文件夹，单击“确定”按钮，即成功地安装了 Vue.js 插件，其安装效果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2.1.4

安装成功

非常智能的 IDE——WebStorm

众所周知，开发环境中重要的一环就是面向开发者的代码编辑器，一个好用的代码
编辑器可以极大的提高开发者编写代码时的流程感，提高用户的工作效率甚至是工作时
的心情。
一般而言，编辑器可分为以下两类：
（1）一类是提供基本的文字输入和显示，或者只是简单的代码高亮等基本功能的笔记
本式的代码编辑器，这类编辑器的代表就是 Vim、Notepad 等系列。其优点如下：
 编辑器的软件较小，启动迅速，占用内存小；
 并非针对某一种语言或特定使用环境；
 像 Vim、Vi 等软件可以直接通过终端等修改远程服务器中的代码。
但正是因为这一类的编辑器过于简洁和追求速度、体量，所以很多工程化编写代码的
功能并没有提供，这也造成了用这样的代码编辑器编写一些大型软件或者系统时，可能会
存在难以使用的情况。
（2）另外一类就是集成开发环境，也就是 IDE。
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是用于提供程序开发环境
的应用程序，一般包括代码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和图形用户界面等工具，是集成了代
码编写功能、分析功能、编译功能、调试功能等一体化的开发软件服务套。所有具备这一
特性的软件或者软件套（组）都可以叫集成开发环境，如微软的 Visual Studio 系列，Bo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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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 Builder、Delphi 系列等。IDE 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和其他程序并用，多被用于开
发 HTML 应用软件。例如，许多人在设计网站时使用 IDE（如 HomeSite、Dreamweaver
等），因为很多项任务会自动生成。
作为一个开发者，选择一个合适而且好用的 IDE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虽然在庞大的开
发者团队中，每个人的爱好和使用习惯有所不同，但总会有一些常用的 IDE 是受到大众认
同的。

注意：这里并非说 IDE 是完美无缺的，其实对于 IDE 而言，大量的内存及处理器占用，
很可能对于一个老旧的主机而言根本无法使用。
对于 Vue.js 开发，也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集成开发环境，那就是出自 JetBrains 的
WebStorm，其下载地址为 http://www.jetbrains.com/WebStorm/，主页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WebStorm 主页

（1）单击 DOWNLOAD 按钮，浏览器会自动调用下载的状态，如图 2-15 所示。
（2）下载完毕后，双击下载的软件，弹出安装界面对话框，如图 2-16 所示。

图 2-15

下载

图 2-16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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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 Next 按钮，选择下一步，如图 2-17 所示，用户可以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
这需要有足够的硬盘空间。
（4）再次单击 Next 按钮，选择建立快捷方式的类型和打开的默认代码文件，如图 2-18
所示。

图 2-17

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

图 2-18

选择快捷方式

（5）安装完毕后，如果勾选了快捷方式，系统会自动在桌
面上建立 WebStorm 的快捷方式，如图 2-19 所示。

注意：这里的快捷方式，32 位和 64 位均可选择，具体的
版本可以参照用户系统及内存大小，其功能上并无
区别。
图 2-19

安装完毕后即可以使用 WebStorm 这样强大的 IDE 作为
JavaScript 的开发环境继续学习了，如图 2-20 所示为开发环境界面。

图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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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ECMAScript 6（ES 6）

1995 年 12 月，升阳公司与网景公司一起引入了 JavaScript。1996 年 3 月，网景公司
发表了支持 JavaScript 的网景导航者 2.0 说明。由于 JavaScript 作为网页的客户端脚本语言
非常成功，微软于 1996 年 8 月引入了 Internet Explorer 3.0，该软件支持一个“约”与
JavaScript 兼容的 JScript。1996 年 11 月，网景公司将 JavaScript 提交给欧洲计算机制造商
协会进行标准化。ECMA-262 的第一个版本于 1997 年 6 月被 Ecma 组织采纳，这也是
ECMAScript（简称 ES）的由来。

2.2.1

ES 6 的前世今生

ECMAScript 是一种由 Ecma 国际（前身为欧洲计算机制造商协会）通过 ECMA-262
标准化的脚本程序设计语言，该语言在万维网上应用广泛，往往被称为 JavaScript 或
JScript，但实际上后两者是 ECMA-262 标准的实现和扩展。
至今为止有 7 个 ECMA-262 版本发布，代表着一次次的 JavaScript 更新，具体的版本
和详细更新内容参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版

本

ECMASoript版本更新

发表日期

与前版本的差异

1

1997年6月

首版

2

1998年6月

格式修正，以使得其形式与ISO/IEC16262国际标准一致

3

1999年12月

强大的正则表达式，更好的词法作用域链处理，新的控制指令，异常处理，
错误定义更加明确，数据输出的格式化及其他改变

4

放弃

由于关于语言的复杂性出现分歧，第4版本被放弃，其中的部分成为了第5
版及Harmony的基础

5

2009年12月

新增“严格模式（strict mode）”，在该版本中提供更彻底的错误检查，
以避免因语法不规范而导致的结构出错。澄清了许多第3版本中的模糊规
范，and accommodates behaviour of real-world implementations that differed
consistently from that specification。增加了部分新功能，如getters及setters，
支持JSON以及在对象属性上更完整的反射

6

2015年6月

多个新的概念和语言特性。ECMAScript Harmony将会以ECMAScript 6发布

6.1

2016年6月

多个新的概念和语言特性

ECMAScript 第 6 个版本（简称 ES 6）是对语言的重大更新，是自 2009 年 ES 5 标准
化以来语言的首次更新，有关 ES 6 语言的完整规范，请参阅 ES 6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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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不使用 ES 7 的原因主要是还存在大量的浏览器仅支持 ES 6 或者 ES 5 版本，
所以对于很多新的特性如果存在向下兼容的情况下，一定要使用 ES 5 语法或者
相关的库将 ES 6 以上的语法转化为向下兼容的语法。

2.2.2

为什么要使用 ES 6

ES 6 是一次重大的版本升级，与此同时，由于 ES 6 秉承着最大化兼容已有代码的设
计理念，过去编写的 JS 代码还能正常运行。事实上，许多浏览器已经支持部分 ES 6 特性，
并在继续努力实现其余特性。这意味着，在一些已经实现部分特性的浏览器中，开发者符
合标准的 JavaScript 代码已经可以正常运行，可以更加方便的实现很多复杂的操作，提高
开发人员的效率。
以下是 ES 6 排名前十位的最佳特性列表（排名不分先后）：
 Default Parameters（默认参数）in ES 6；
 Template Literals（模板文本）in ES 6；
 Multi-line Strings（多行字符串）in ES 6；
 Destructuring Assignment（解构赋值）in ES 6；
 Enhanced Object Literals（增强的对象文本）in ES 6；
 Arrow Functions（箭头函数）in ES 6；
 Promises in ES 6；
 Block-Scoped Constructs Let and Const（块作用域构造 Let and Const）；
 Classes（类）in ES 6；
 Modules（模块）in ES 6。

2.3

ES 6 的一些常用语法

本节将会介绍一部分简单的 ES 6 语法，仅供原来使用过老版本 JavaScript 的开发者
参考。如果读者对 ES 6 并不了解或者之前没有接触过 JavaScript，完全可以跳过本节进
行后面内容的学习，本节对全书的学习或 Vue.js 的入门并没有任何影响，仅仅作为 ES 6
的介绍。

注意：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用于讲解 ES 6 或 JavaScript 的书，仅供读者参考和简单了解。
2.3.1

Default Parameters（默认参数）

JavaScript 定义默认参数的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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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 JavaScript 原先定义方式
var link = function (height, color, url) {
var height = height || 50;
var color = color || 'red';
var url = url || 'http:// baidu.com';
...
}

但在 ES 6 中，可以直接把默认值放在函数声明里：
// 新的 JavaScript 定义方式
var link = function(height = 50, color = 'red', url = 'http://baidu.com ')
{
...
}

2.3.2

Template Literals（模板文本）

在其他语言中，使用模板和插入值是在字符串里输出变量的一种方式。因此在 ES 5
中，开发者可以这样组合一个字符串：
// ES6 之前方式只能使用组合字符串方式
var name = 'Your name is ' + first + ' ' + last + '.';
var url = 'http://localhost:3000/api/messages/' + id;

在 ES 6 中，可以使用新的语法$ {NAME}，并将其放在反引号里：
// 支持模板文本
var name = `Your name is ${first} ${last}. `;
var url = `http://localhost:3000/api/messages/${id}`;

2.3.3

Multi-line Strings（多行字符串）

ES 6 的多行字符串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在 ES 5 中，我们不得不使用以下方法来
表示多行字符串：
// 多行字符串
var roadPoem =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 '日出江花红胜火，'
+ '春来江水绿如蓝。'
+ '能不忆江南？'
+ '忆江南·江南好';

然而在 ES 6 中，仅仅用反引号就可以解决了：
// 支持多行文本的字符串
var roadPoem =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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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江南·江南好`;

2.3.4

Destructuring Assignment（解构赋值）

解构可能是一个比较难以掌握的概念。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赋值讲起，其中 house 和
mouse 是 key，同时 house 和 mouse 也是一个变量，在 ES 5 中是这样的：
var data = $('body').data();
house = data.house;
mouse = data.mouse;

// data 拥有两个属性 house 和 mouse

在 Node.js 中用 ES 5 是这样的：
var jsonMiddleware = require('body-parser').jsonMiddleware ;
var body = req.body;
// body 两个属性 username 和 password
username = body.username;
password = body.password;

在 ES 6 中，可以使用以下语句来代替上面的 ES 5 代码：
var { house, mouse} = $('body').data();
var {jsonMiddleware} = require('body-parser');
var {username, password} = req.body;

这个同样也适用于数组，是非常赞的用法：
var [col1, col2] = $('.column'),
[line1, line2, line3, , line5] = file.split('n');

2.3.5

Enhanced Object Literals（增强的对象文本）

使用对象文本可以做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通过 ES 6，我们可以把 ES 5 中的 JSON
变得更加接近于一个类。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 ES 5 对象文本，里面有一些方法和属性：
// 文本对象
var serviceBase = {port: 3000, url: 'baidu.com'},
getAccounts = function(){return [1,2,3]};
var accountServiceES 5 = {
port: serviceBase.port,
url: serviceBase.url,
getAccounts: getAccounts,
toString: function() {
return JSON.stringify(this.valueOf());
},
getUrl: function()
{return "http://" + this.url + ':' + this.port},
valueOf_1_2_3: getAccounts()
}

如果开发者想让它更有意思，可以用 Object.create 从 ServiceBase 继承原型的方法：
var accountServiceES 5ObjectCreate = Object.create(serviceBase)
var accountServiceES 5ObjectCre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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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Accounts: getAccounts,
toString: function() {
return JSON.stringify(this.valueOf());
},
getUrl: function() {return "http://" + this.url + ':' + this.port},
valueOf_1_2_3: getAccounts()
}

其实对于以上两种 accountServiceES 5ObjectCreate 和 accountServiceES 5 并不是完全
一致的。Object.Create()方法创建一个新对象，其是使用现有的对象来继承创建一个新的对
象，而 accountSerivce ES 5 并且继承现有对象。
为了方便举例，我们只考虑它们的相似处。所以在 ES 6 的对象文本中，既可以直接
分配 getAccounts: getAccounts，也可以只需用一个 getAccounts。此外，可以通过__proto__
（并不是通过 proto）设置属性：
var serviceBase = {port: 3000, url: 'baidu.com'},
getAccounts = function(){return [1,2,3]};
var accountService = {
__proto__: serviceBase,
getAccounts,

另外，可以调用 super 防范，以及使用动态 key 值（valueOf_1_2_3）：
toString() {
return JSON.stringify((super.valueOf()));
},
getUrl() {return "http://" + this.url + ':' + this.port},
[ 'valueOf_' + getAccounts().join('_') ]: getAccounts()
};
console.log(accountService)

对于旧版的对象来说，ES 6 的对象文本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3.6

Arrow Functions（箭头函数）

CoffeeScript 就是因为有丰富的箭头函数所以让很多开发者所喜爱。在 ES 6 中，也
有丰富的箭头函数。比如，以前我们使用闭包，this 总是预期之外地产生改变，而箭头
函数的好处在于，现在 this 可以按照你的预期使用了，身处箭头函数里面，this 还是原
来的 this。
有了箭头函数，我们就不必用 that = this 或 self = this、_this = this、.bind(this)那么麻
烦了。例如，下面的代码用 ES 5 就不是很优雅：
var _this = this;
$('.btn').click(function(event){
_this.sendData();
})

在 ES 6 中则不需要用_this = this：
$('.btn').click((ev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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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sendData();
})

但并不是完全否定之前的方案，ES 6 委员会决定，以前的 function 的传递方式也是一
个很好的方案，所以它们仍然保留了以前的功能。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通过 call 传递文本给 logUpperCase()函数，在 ES 5 中：
var logUpperCase = function() {
var _this = this;
this.string = this.string.toUpperCase();
return function () {
return console.log(_this.string);
}
}
logUpperCase.call({ string: 'ES 6 rocks' })();

而在 ES 6 中并不需要用_this 浪费时间：
var logUpperCase = function() {
this.string = this.string.toUpperCase();
return () => console.log(this.string);
}
logUpperCase.call({ string: 'ES 6 rocks' })();

注意：在 ES 6 中，“=>”可以混合和匹配老的函数一起使用。当在一行代码中用了箭
头函数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表达式，其将暗中返回单个语句的结果。如果结果超
过一行，将需要明确使用 return。
在箭头函数中，对于单个参数，括号()是可省略的，但当参数超过一个时就需要括号()了。
在 ES 5 代码中有明确的返回功能：
var ids = ['5632953c4e345e145fdf2df8', '563295464e345e145fdf2df9'];
var messages = ids.map(function (value, index, list) {
return 'ID of ' + index + ' element is ' + value + ' ';
});

在 ES 6 中有更加严谨的版本，参数需要被包含在括号里并且是隐式地返回：
var ids = ['5632953c4e345e145fdf2df8','563295464e345e145fdf2df9'];
var messages = ids.map((value, index, list) => `ID of ${index} element
is ${value} `);
// 隐式返回

2.3.7

Promise 实现

Promise 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说我们不需要 Promise，仅仅使用异步、生成器、
回调等就够了，但是许多人尝试在写多个嵌套的回调函数时基本上会在超过三层之后产生
“回调地狱”。令人高兴的是，在 ES 6 中有标准的 Promise 实现。
下面是一个简单地用 setTimeout()函数实现的异步延迟加载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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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meout(function(){
console.log('Yay!');
}, 1000);

在 ES 6 中，可以用 Promise 重写，虽然在此实例中并不能减少大量的代码，甚至多写
了数行，但是逻辑却清晰了不少：
var wait1000 = new Promise((resolve, reject)=> {
setTimeout(resolve, 1000);
}).then(()=> {
console.log('Yay!');
});

2.3.8

块作用域构造 let

在 ES 6 里，let 并不是一个“花哨”的特性，是更复杂的。let 是一种新的变量声明方
式，允许我们把变量作用域控制在块级里面，用大括号定义代码块，在 ES 5 中，块级作用
域起不了任何作用：
function calculateTotalAmount (vip) {
//只能使用 var 方式定义变量
var amount = 0;
if (vip) {
//在此定义会覆盖
var amount = 1;
}
{
//在此定义会覆盖
var amount = 100;
{
//在此定义会覆盖
var amount = 1000;
}
}
return amount;
}
//打印输出内容
console.log(calculateTotalAmount(true));

以上代码结果将返回 1000，这真是一个 bug。在 ES 6 中，用 let 限制块级作用域，而 var
限制函数作用域。
function calculateTotalAmount (vip) {
// 使用 var 方式定义变量
var amount = 0;
if (vip) {
// 使用 let 定义的局部变量
let amount = 1;
//第 1 个 let
}
{
let amount = 100;
//第 2 个 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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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amount = 1000;

//第 3 个 let

}
}
return amount;
}
console.log(calculateTotalAmount(true));

程序结果将会是 0，因为块作用域中有了 let，如果(amount=1)，那么这个表达式将返回 1。
本例是一个演示，这里有一堆常量，它们互不影响，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块级作用域。

2.3.9

Classes（类）

如果读者了解面向对象编程（OOP），将会更喜爱这个特性，以后写一个类和继承将
变得在微博上写一个评论那么容易。
在之前的 JavaScript 版本中，对于类的创建和使用是令人非常头疼的一件事。不同于
直接使用 class 命名一个类的语言（在 JavaScript 中 class 关键字被保留，但是没有任何作
用），因为没有官方的类功能，加上大量继承模型的出现（pseudo classical、classical、
functional 等），造成了 JavaScript 类使用的困难和不规范。
用 ES 5 写一个类有很多种方法，这里就先不说了，现在就来看看如何用 ES 6 写一个
类吧。ES 6 没有用函数, 而是使用原型实现类，我们创建一个类 baseModel ，并且在这个
类里定义一个 constructor()和一个 getName()方法：
class baseModel {
constructor(options, data) { // class constructor，Node.js 5.6 暂时不支持
options = {}, data = []这样传参
this.name = 'Base';
this.url = 'http://baidu.com/api';
this.data = data;
this.options = options;
}
getName() {
//类的方法
console.log(`Class name: ${this.name}`);
}
}

注意：这里对 options 和 data 使用了默认参数值，方法名也不需要加 function 关键字，
而且冒号“：”也不需要了；另一个大的区别就是不需要分配属性 this。现在设
置一个属性的值，只需简单地在构造函数中分配即可。

2.3.10

Modules（模块）

众所周知，在 ES 6 以前 JavaScript 并不支持本地的模块，于是人们想出了 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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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JS、CommonJS 及其他解决方法。现在 ES 6 中可以用模块 import 和 export 操作了。
在 ES 5 中，可以在<script>中直接写可以运行的代码（简称 IIFE），或一些库，如 AMD。
然而在 ES 6 中，可以用 export 导入类。下面举个例子，在 ES 5 中，module.js 有 port 变量
和 getAccounts()方法：
module.exports = {
port: 3000,
getAccounts: function() {
...
}
}

在 ES 5 中，main.js 需要依赖 require('module')导入 module.js：
var service = require('module.js');
console.log(service.port);

// 3000

但在 ES 6 中，将用 export and import 进行一个模块的引入和抛出。例如，以下是用
ES 6 写的 module.js 文件库：
export var port = 3000;
export function getAccounts(url) {
...
}

如果用 ES 6 将上述的 module.js 导入到文件 main.js 中，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只需用
import {name} from 'my-module'语法，例如：
import {port, getAccounts} from 'module';
console.log(port);
// 3000

或者可以在 main.js 中导入整个模块，并命名为 service：
import * as service from 'module';
console.log(service.port);

2.4

// 3000

使用 Babel 进行 ES 6 的转化

因为大多数的浏览器对 JavaScript 的版本支持并不是到最新的版本，为了向下兼容，
需要将 ES 6 以上的代码进行转换。Babel 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转码器，可以将 ES 6 代码转
为 ES 5 代码，从而在现有浏览器环境下执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现在就用 ES 6 编写程
序，而不用担心现有环境是否支持。下面是一个例子。
//转码前
input.map(item => item + 1);
//转码后
input.map(function (item) {
return item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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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原始代码用了箭头函数，这个特性还没有得到广泛支持，Babel 将其转为普通
函数，就能在现有的 JavaScript 环境下执行了。
本节内容是针对 Babel 的教程，同时还用到了 npm 包管理工具安装 Babel。

安装 Babel

2.4.1

首先需要确保 npm 在使用者的计算机上，然后在 cmd 中输入如下命令：
npm install -g babel-cli

安装步骤的具体命令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安装 Babel

这样 Babel 就成功地安装在了本机上，
使用如下命令验证是否成功安装，效果如
图 2-22 所示。
babel –v

注意：此处使用了-g 参数进行全局安装。
使用 Babel

2.4.2

图 2-22

安装成功

Babel 的配置文件是.babelrc，使用 Babel 的第一步，就是配置这个文件，该文件用来
设置转码规则和插件，基本格式如下：
{
"presets": [
"es2015",
],
"plugin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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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文件放置在自己项目的根目录下。

说明：此处使用的是 ES 2015 作为转码规则，其是使用了 ES 2015 包，而 ES2015 其实
就是 ES 6。
当然要使用某类转码器，需要在系统或项目程序中安装相应的包，比如此处用到的是
ES 2015，则需要使用如下命令安装需要的包。
npm install --save-dev babel-preset-es2015

安装效果如图 2-23 所示。

注意：Babel 默认只转换新的 JavaScript 句法（syntax），而不转换新的 API，比如 Iterator、
Generator、Set、Maps、Proxy、Reflect、Symbol、Promise 等全局对象，以及一
些定义在全局对象上的方法（如 Object.assign）都不会被转码。

图 2-23

安装解码包

如果使用了 react 转码规则，就需要安装 react 转码包，安装命令如下：
# react 转码规则
$ npm install --save-dev babel-preset-react

如果开发者使用了 ES 7 中的代码，请在 ES 7 不同阶段语法提案的转码规则（共有 4
个阶段）中选择一个：
$
$
$
$

npm
npm
npm
npm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save-dev
--save-dev
--save-dev
--save-dev

babel-preset-stage-0
babel-preset-stage-1
babel-preset-stage-2
babel-preset-st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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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1】对于此处的转换示例，需要完成的是建立一个以 ES 6 为基础的代码，通
过 babel 命令行工具，将其更新为符合 ES 5 版本可以正确运行的代码。
（1）新建项目目录 babel_test，并在此文件夹中建立 3 个相关的文件，分别是配置文
件.babelrc、ES 6 标准的 index.js 以及目标输出的符合 ES 5 的文件 compiled.js，其项目结
构如图 2-24 所示。

图 2-24

项目结构

注意：此项目中的 node_modules 和 package-lock.json 文件是使用 npm

install 自动建立
的文件，无须开发者手动建立。如果用户在有些系统中无法建立以“.”为开头
的文件名，请使用代码编辑器建立。

（2）接下来需要编辑 index.js 里的内容，这里的内容需要符合 ES 6 标准，最好还有显
著的特征，使用如下代码：
// 定义相关的变量
let ids = ['id1','id2'];
let messages = ids.map((value, index, list) => `ID of ${index} element is
${value} `);
// 隐式返回

这里使用了 4 种不同的 ES 6 代码，分别是定义关键字 let、循环方法内部的返回值、箭头
函数“=>”、新的拼接字符串。
（3）然后配置相关的转换配置文件.babelrc，使用如下配置代码。如果未安装 ES2015，
请读者参照前面的安装命令来安装。
{
"presets": [
"es2015",
],
"plugins": []
}

注意：如果没有在本项目中安装 ES 2015，系统会报错 Couldn't find preset "es2015"。
（4）接下来就需要使用相关的命令进行转码，这里使用了如下代码，其意义为将转化
结果输出至一个文件中。
babel index.js --out-file compile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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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过程如图 2-25 所示，如果转换的过程中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当命令提示行自动
结束后会跳转新行，此时表示转换成功。

图 2-25

转换过程

当然，babel 命令不一定需要将转化的代码放在文件中，转码结果同样支持输出到标
准输出，即在屏幕中打印。
babel index.js

（5）当转化完毕后，打开 compiled.js 文件，可以看到转化后的代码，已经没有了 ES 6
的相关特性：
var ids = ['id1', 'id2'];
// 定义相关的变量
var messages = ids.map(function (value, index, list) {
return 'ID of ' + index + ' element is ' + value + ' ';
}); // 隐式返回

2.5

精简压缩生产环境的 Webpack

网页功能越来越复杂，JavaScript 代码也随之越复杂，随着各种框架的使用，依赖的
包也越来越多，这些复杂的内容要想让浏览器都能识别，就需要一些烦琐的操作，而
Webpack 的使用，就是将这些烦琐操作简单化。

2.5.1

Webpack 是什么

Webpack 是一个开源的前端打包工具。当 Webpack 处理应用程序时，它会构建一个
依赖关系图，其中包含应用程序所需要的各个模块，然后将所有这些模块打包成一个或多
个模组。Webpack 可以通过终端或更改 Webpack.config.js 文件来设定各项功能。
使用 Webpack 前需要先安装 Node.js。Webpack 其中的一个特性是使用载入器将资源
转化成模组，开发者可以自定义载入器的顺序、格式来适应需求。
简单来说，一款模块加载器兼打包工具，它能把各种资源，例如 JS（含 JSX）、Coffee、
样式（含 Less/Sass）、图片等都作为模块使用和处理。可以直接使用 require(XXX)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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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引入各模块，即使它们可能需要经过编译（比如 JSX 和 Sass），但开发者无须在上面花
费太多心思，因为 Webpack 有着各种健全的加载器（loader）在默默处理这些事情，这一
点本书后续会提到。
Webpack 的优点如下：


Webpack 是以 CommonJS 的形式来书写脚本，对 AMD/CMD 的支持也很全面，方
便旧项目进行代码迁移；



能被模块化的不仅仅是 JavaScript，其他的静态资源同样也可以进行模块化；



开发便捷，能替代部分 Grunt/Gulp 的工作，如打包、压缩混淆、图片转 Base64 等；



扩展性强，插件机制完善，特别是支持 React 热插拔（react-hot-loader）的功能让人眼前一亮。

Webpack 完整的工作流程如图 2-26 所示。

图 2-26

2.5.2

Webpack 工作流程

配置一个完整项目的 Webpack

【示例 2-2】新建项目文件夹 webpack_test，这里需要 4 个相关的文件，分别作为 Java
Script 的入口文件 app.js，存放需要调用方法的 bar.js 文件，引入导出生成的 JavaScript 文
件 index.html，用于 Webpack 打包文件配置的 webpack.config.js 文件。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安装了 Node.js 的最新版本。使用 Node.js 最新的长期支持版本
（Long Term Support，LTS）是理想的起步；使用旧版本，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因为可能
会缺少 Webpack 功能，或者缺少相关 package 包。
（1）在本地安装 Webpack，本书使用的 Webpack 版本为 Webpack 3.6.0。
要安装最新版本或特定版本，请运行以下命令之一。如果读者是初学者，建议使用第
2 条命令安装和笔者相同的版本，方便学习。
npm install --save-dev webpack
npm install --save-dev webpack@<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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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大多数项目，Webpack 官方建议本地安装，这样可以使开发者在引入破坏式
变更（breaking change）的依赖时，更容易分别升级项目。
通常，Webpack 通过运行一个或多个 npm scripts，会在本地 node_modules 目录中查
找安装的 Webpack：
"scripts": {
"start": "webpack --config webpack.config.js"
}

注意：使用 npm 安装时也可以采用全局安装方式，使 Webpack 在全局环境下可用。但
是不推荐全局安装 Webpack，因为会将我们项目中的 Webpack 锁定到指定版本，
并且在使用不同的 Webpack 版本的项目中，可能会导致构建失败。
安装效果如图 2-27 所示。

图 2-27

安装 Webpack

（2）在项目中新建文件夹 app，作为 JavaScript 的代码存放处，新建 public 文件夹作
为 index.html 的文件夹。
（3）编写 app 文件夹中的两个 JavaScript 文件，为了测试 JavaScript 的 import 方式，
这里需要编写两个 JavaScript 文件，分别是 app.js 和 bar.js。
首先编写 bar.js 文件，让其完成在页面上弹出一个提示框，代码如下：
export default function bar() {
//弹出提示
alert("This is Bar's Function")
}

在 app.js 文件中需要引入上述 JS 文件，其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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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bar from './bar';
bar();

（4）在 public 文件夹中新建一个 index.html 文件，需要在该文件夹中引入 Webpack 生
成的 bundle.js 文件（后期生成，非自己创建），其代码如下：
<html>
<head>
...
</head>
<body>
这里会调用 bar 中的方法，弹出弹窗
<script src="../bundle.js"></script>
</body>
</html>

（5）接下来需要编辑 Webpack 的配置文件即 webpack.config.js 文件，代码如下：
module.exports = {
entry: './app/app.js',
output: {
filename: 'bundle.js'
}
}

上述代码的意义为，以 app 文件夹下的 app.js 作为入口的 JavaScript，输出的文件为
'bundle.js'。
（6）自动安装完毕，并且写好相应的代码后，其文件结构如图 2-28 所示。
（7）如果配置和安装没有问题，即可以使用 Webpack 命令进行打包输出，以下命令
用于运行 Webpack 进行打包操作。
webpack

注意：如果使用全局安装可以直接使用

webpack 命令作为打包构建工具；如果使用非
全局的安装方式，则需要在 package.json 文件中增加一个构建脚本，然后使用 npm
命令进行构建，如 2.5.3 节中的 Webpack 4 示例即用的是非全局安装方式。

图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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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成功的效果如图 2-29 所示。

图 2-29

webpack 命令

同时，使用 webpack 命令之后，在文件目录中也会出现一个名为 bundle.js 的文件，打
开此文件，可以看到其封装代码如下：
/******/ (function(modules) { // webpackBootstrap
/******/
// The module cache
/******/
var installedModules = {};
/******/
/******/
// The require function
/******/
function __webpack_require__(moduleId) {
/******/
……//省略部分代码
"use strict";
/* harmony export (immutable) */ __webpack_exports__["a"] = bar;
function bar() {
//弹出提示
alert("This is Bar's Function")
}
/***/ })
/******/ ]);

同时，打开 public 文件夹中的 index.html 文件进行测试，其显示效果如图 2-30 所示，
已正确弹出提示框。

图 2-30

正确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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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的新版 Webpack 4

虽然本书使用的是 Webpack 3.6 版本作为打包工具，但对于 Vue.js 开发者而言，使用
Vue-cli 时也无须自行配置 Webpack，但是不得不提的是 Webpack 迎来了一次重大的更新，
那就是 Webpack 4。
Webpack 4 其发布版本代码为 Legato，并且 Webpack 项目组决定，在发布每一个大版
本时都会设定一个新的版本代号，而此代号 Legato 意味着毫无间隙地“连续演奏每个节
奏”，这点和 Webpack 本身的作用很像，Webpack 将前端资源（JS、CSS 甚至更多）无
间隙地打包在一起。
为什么不得不提 Webpack 4 这个版本呢？主要是因
为 Webpack 在 4 这个版本上实现了极大的性能提高，并
且在社区的测试中，Webpack 4 的效率构建时间甚至降低
了 60%～98%，如图 2-31 所示，虽然在实际项目使用中
可能无法达到这个效率，但是无疑极大提高了 Webpack
构建的效率。
除了性能方面的提升，Webpack 4 最大的改变是在于
配置设计上实现了 Mode 配置，开发团队为 Webpack 新
增了一个 Mode 配置项。Mode 有两个值：development
图 2-31 性能差距
或 production，默认值是 production。另外，entry、output
这些配置项也都有默认值了，开发者在没有特别的需要时不必要每次都进行配置了。这意
味着从现在开始，开发者的配置工作会变得非常简单甚至于不需要自行配置。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体验一下新版本的 Webpack 吧。
（1）首先新建一个文件夹，用来体验 Webpack 4，需要使用 npm init –y 命令初始化该
JavaScript 工程，该命令会在文件夹中初始化一个 JavaScript 工程，其显示效果如图 2-32 所示。

图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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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行以下 npm 命令来安装 Webpack：
npm install –-save webpack

等待其安装成功后，node_modules 会自动安装相关的依赖包，并且在 package.json 中
会自动增加 Webpack 的最新版本（当前版本为 4.2.0）。
（3）除了 Webpack 包，还需要安装一个 webpack-cli 包，其是用于命令行的工具，这
也是 Webpack 4 与 Webpack 3 的不同之处，在 Webpack 3 中，Webpack 本身和它的 CLI
都是在同一个包中，但在 Webpack 第 4 版中已经将两者分开，以达到更好地管理 Webpack
包的目的。
需要使用以下命令来安装 webpack-cli：
npm install –save webpack-cli

安装完成后，需要在 package.json 中添加一个构建脚本。
（4）打开 package.json，修改 script 中的代码后，新增一个 bulid 命令，其修改后完整
的代码如下：
{
"name": "2-5-3",
"version": "1.0.0",
"description": "",
"main": "index.js",
"scripts": {
"bulid":"webpack"
},
"keywords": [],
"author": "",
"license": "ISC",
"dependencies": {
"webpack": "^4.2.0",
"webpack-cli": "^2.0.13"
}
}

（5）还记得在前面使用 Webpack 3 时，需要新建一个 webpack.config.js 才可以使用的
Webpack 命令吗？
但是在 Webpack 4 中，不再需要定义入口点，它会将./src/index.js 作为默认值。也就
是说，只需要在其目录上创建一个./src/index.js 即可以成功运行 webpack 打包命令。
可以尝试在当前项目目录中进行测试。在当前项目目录下新建一个 src 文件夹，在其
中新建一个 index.js 文件，并增加如下代码：
console.log("HelloWorld");

接着在 cmd 中运行 npm run build 命令，可以成功运行时如图 2-33 所示。成功运行后
会在当前目录下建立 dist 文件夹，并且成功的生成了 main.js 文件。
这就是 Webpack 4 的强大之处，不需要开发者自己配置就可以完成对一个 Web 项目
的打包构建工作。不仅如此，Webpack 4 还为开发者提供了不同的构建模式，用来完成原
本由 Webpack 3 用户分离开发和运行等不同情况的构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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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运行成功

（6）同样也可以尝试运行 Webpack 4 提供的两种模式，一种是用于加速开发、减少构
建时间而不考虑生成大小的开发模式，另一种是完全用于生产环境的生产模式。
可以在 package.json 文件里的 script 字段新增两个命令：
"dev":"webpack --mode development",
"production":"webpack --mode production"

然后在 cmd 命令行分别使用以下命令进行打包构建工作。
npm run dev
npm run production

当用户使用 dev 模式后，会打包出包含注释和格式等未压缩状态的代码，如图 2-34
所示，大小为 3KB。而当用户运行 production 模式后，会打包出最小的压缩生产环境代码，
大小为 1KB，如图 2-35 所示。

图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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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状态

这样，当用户使用 Webpack 4 时，完全可以不需要任何一个配置文件，就可以完成一
个项目的构建工作。

注意：正是因为 Webpack

4 的更新，可能各框架 CLI 工具支持并不理想，所以本书依
旧使用 vue-cli 中默认使用的 Webpack 3 作为实例。但是 Webpack 开发组为每个
使用 Webpack 作为打包工具的框架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和兼容，使这些框架可以
支持 Webpack 4。例如，AngularCLI 团队已经在最近发布的大版本中直接使用了
Webpack 4，相信不久之后 vue-cli 也会更新为 Webpack 4。

2.6
2.6.1

小结与练习

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一些简单的 ES 6 基础知识，以及 JavaScript 的包管理系统，为后面的
学习和开发打好基础。通过对一些前端构建工具和包管理的系统学习，不仅可以让读者了
解现在的开发技术与前几年的差别，也可以认识前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读者可能会觉得本章内容有些突兀，因为单纯介绍 Vue.js，并不需要介绍这么多其他
开发工具或技术。但技术本身都是相通的，笔者希望读者可以通过本书的学习建立起一个
关于开发者框架的学习理念，而不是单一地去学习和深究某一项技术。
当然，术业有专攻，希望读者可以在扩充广度的同时一定要对某一技术深究和探索，
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业内的“大牛”。

2.6.2

练习

1．请自行安装 npm 及 Node.js 等软件。
2．请熟练使用 npm 的相关命令。
3．请自行尝试和练习 Webpack 和 Babel 的命令，了解 ES 6 及其余的 JavaScript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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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习新技术的初学者来说，“填鸭”式的教育手法是不行的。所以本书使用一个
贯穿于全书的实战案例，来实现 Vue.js 技术的学习。这种通过实例的学习方式，可以避免
“小白”读者在阅读大量的知识点后对实际项目仍然无从下手的困境。通过一个实际项目
的学习，对于初学者或者有经验的开发者来说都是学习新技术的最佳实践手段。
本章通过一个完整的电影介绍和电影资源发布网站的项目，从零开始介绍 Vue.js，
在讲解过程中不仅会局限于技术知识的介绍，更会培养读者的发散性思维和产品组建
能力。

3.1

快速构建第一个 Vue.js 程序

使用 CLI 工具之前需要用户对 Node.js 和相关构建工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如果读者
是新手，强烈建议先在不构建工具的情况下通读官网上提供的指南说明，熟悉 Vue.js 之后
再研究 CLI。
CLI 是构建一个快速而规范的 Vue.js 项目的重要工具。为了让读者能够快速地学会使
用 CLI 工具，下面直接使用 CLI 进行项目的创建。

3.1.1

通过 CLI 构建应用

【示例 3-1】使用 CLI 官方命令行工具进行应用创建，只需要使用一个命令即可。本
书将带领读者从一个空项目开始，编写一个网站前端使用 Vue.js 的项目。
（1）使用以下命令进行项目的建立，通过 CLI 工具初始化一个以 Webpack 为模板、
项目名称为 movie_view 的项目。
Vue init webpack movie_view

此时会要求用户输入并配置相关的选项，输入每一项后按 Enter 键等待命令行工具建
立完毕，效果如图 3-1 所示。
（2）在 WebStorm 中可以看到生成的项目结构，如图 3-2 所示。此项目是一个未经 npm
安装的项目，所以需要先通过 cd 命令进入该项目的根目录，然后使用 npm install 命令安
装项目需要的插件，如图 3-3 所示。

第3章

图 3-1 初始化项目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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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项目结构

通过 npm 安装项目需要的插件

（3）使用 npm run dev 命令运行项目，浏览器显示效果如图 3-4 所示。

图 3-4

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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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的运行效果可能和笔者使用的 WebStorm 有关。如果读者使用的是 WebStorm
老版本，可能会出现死机或无响应的状态，请升级相关的软件或将 node_modules
设为忽略选项，即可以避免文件过多的无响应状态。
（4）具体的设置方法如图 3-5 所示。

图 3-5

设置方法

（5）在图 3-5 中选择 Setting 命令，打开 WebStorm 设置页面，如图 3-6 所示。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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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 Ignore files and folders 文本框的后面输入 node_modules 文件夹的名称，单击
Apply 应用按钮，再单击 OK 按钮，即可以忽略该文件夹。

3.1.2

输出 Hello world！

从本节开始我们就一起进入编程之旅了，还是从最经典、最简单的输出 Hello World
示例程序开始。
【示例 3-2】Hello World Vue.js 项目举例。
（1）首先使用初始化项目，并使用 npm install 命令，依旧与 3.1.1 节中一样，先通过
命令初始化项目文件，输入 npm run dev 命令打开测试页面。此时文件列表如图 3-7 所示。

图 3-7

文件列表

下面对每个文件夹说明如下：
 build 文件夹：针对打包命令 npm run build 或者其他命令中的打包配置和工具等。
 config 文件夹：项目的基本配置、相关测试、生产环境的启动端口，不同的配置有
自己不同的配置文件。
 node_modules 文件夹：由命令 npm install 自动生成的 node 使用插件的所在地，这
个文件夹在不同的系统中是不同的，一般打包或者通过版本控制会将其忽略。
 src 文件夹：为开发者编写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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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下来开始编写代码。看一下 src 文件夹中的文件结构，其中有 3 个文件夹。
 assets 文件夹：主要用于放置静态页面中的图片或其他静态资源。
 components 文件夹：一般的编写组件代码是在该文件夹中的，现在该文件中是自动
生成的 HelloWorld.vue 文件。
 router 文件夹：其中放置着项目中的路由。
在 src 文件夹中还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作为入口页面的 App.vue 文件，另一个是 main.js
文件。App.vue 文件的代码如下：
<template>
<!-- 定义显示的节点 -->
<div id="app">
<img src="./assets/logo.png">
<router-view/>
</div>
</template>
<script>
// 逻辑部分代码，建立 Vue 实例
export default {
name: 'app'
}
</script>
<!-- 样式规定 -->
<style>
#app {
font-family: 'Avenir', Helvetica, Arial, sans-serif;
-webkit-font-smoothing: antialiased;
-moz-osx-font-smoothing: grayscale;
text-align: center;
color: #2c3e50;
margin-top: 60px;
}
</style>

这里使用了一个<template></template>标签，引入了一个 Vue.js 的 LOGO，其位置位
于 assets 静态文件下。在 LOGO 的下方调用了路由的页面，默认是“/”路由。
（3）接着可以看一下路由文件，也就是位于 router 文件夹中的 index.js 文件，其代码
如下：
import Vue from 'vue'
import Router from 'vue-router'
import HelloWorld from '@/components/HelloWorld'
//引入相关的代码包
Vue.use(Router)
// 定义路由
export default new Router({
routes: [
{
p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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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Hello',
component: HelloWorld
}
]
})

上述代码引入了 Vue.js 和 vue-router，通过 export 的方式定义了路由路径，这里不用
在意具体的配置内容，在本书后续章节中会对 vue-router 进行更加详细的讲解和学习，这
里读者只需要仿照根路径的写法即可。
（4）仿照后的 index.js 文件中的代码如下：
import Vue from 'vue'
import Router from 'vue-router'
import HelloWorld from '@/components/HelloWorld'
import NewHello from '@/components/NewHello'
//引入相关的代码包
Vue.use(Router)
// 使用引入的包
export default new Router({
// 定义路由
routes: [
{
path: '/',
name: 'Hello',
component: HelloWorld
},
{
path: '/HelloWorld',
name: 'HelloWorld',
component: NewHello
}
]
})

注意：这里定义新的路由后，如果使用了插件要记得使用 import 方式引入使用过的组件。
（5）接着需要在 components 中建立一个名为 NewHello.vue 的新组件，作为 router 中
引入的文件，在此文件中编写代码如下：
<!--HTML 页面代码部分-->
<template>
<div>
<h1>{{ msg }}</h1>
</div>
</template>
<script>
// 逻辑部分代码，建立页面实例
export default {
name: 'NewHello',
data () {
return {
msg: 'Hello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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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ript>

这里绑定了 msg 的值为 Hello World，在<script></script>中使用的 return 返回一个 data，
其中的 msg 赋值为 Hello World。
（6）使用如下命令运行代码：
npm run dev

网页会自动打开 http://localhost:8080/#/ ，显示原来的 HelloWorld.vue 组件中的内容。在地
址栏中输入新的页面地址 http://localhost:8080/#/HelloWorld ，进入编写的 NewHello 页面，
显示效果如图 3-8 所示。

图 3-8

3.1.3

显示效果

开发环境与生产环境

对于 Vue.js 而言，第 2 章完成的代码是由 vue-cli 自动生成的项目形式，可以打开位
于项目下方的 package.json 文件，也就是开发者使用 npm install 命令安装的所有包名和版
本，其完整的代码如下：
{
"name": "movie_view",
"versio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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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A Vue.js project",
"author": "stiller <uneedzf@gmail.com>",
"private": true,
"scripts": {
"dev": "node build/dev-server.js",
"start": "npm run dev",
"build": "node build/build.js",
"unit": "cross-env BABEL_ENV=test karma start test/unit/karma.conf.js
--single-run",
"e2e": "node test/e2e/runner.js",
"test": "npm run unit && npm run e2e",
"lint": "eslint --ext .js,.vue src test/unit/specs test/e2e/specs"
},
"dependencies": {
"vue": "^2.4.2",
"vue-router": "^2.7.0"
},
"devDependencies": {
"autoprefixer": "^7.1.2",
"babel-core": "^6.22.1",
"babel-eslint": "^7.1.1",
"babel-loader": "^7.1.1",
"babel-plugin-transform-runtime": "^6.22.0",
"babel-preset-env": "^1.3.2",
"babel-preset-stage-2": "^6.22.0",
"babel-register": "^6.22.0",
"chalk": "^2.0.1",
"connect-history-api-fallback": "^1.3.0",
"copy-webpack-plugin": "^4.0.1",
"css-loader": "^0.28.0",
"eslint": "^3.19.0",
"eslint-friendly-formatter": "^3.0.0",
//省略部分代码
…
"url-loader": "^0.5.8",
"vue-loader": "^13.0.4",
"vue-style-loader": "^3.0.1",
"vue-template-compiler": "^2.4.2",
"portfinder": "^1.0.13",
"webpack": "^3.6.0",
"webpack-dev-middleware": "^1.12.0",
"webpack-hot-middleware": "^2.18.2",
"webpack-merge": "^4.1.0"
},
"engines": {
"node": ">= 4.0.0",
"npm": ">= 3.0.0"
},
"browserslist": [
"> 1%",
"last 2 versions",
"not ie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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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package.json 是一个 JSON 类型的数据文件，该文件的内容首先是该 App
的一些配置项和版本号及作者信息等，之后是主要依赖项，也就是 Vue.js 的主要引入包，
devDependencies 即为开发时使用的其他 JavaScript 包。
在 devDependencies 中，可以看到里面已经引用了第 2 章中用于转换 ES 6 的 Babel
等一系列的包，同时也引用了 Webpack 等构件压缩生产环境所用到的相关包。也就是说，
对于 vue-cli 自动构建生成的项目中，直接使用了 Webpack 等工具作为打包构建工具的
存在。
还记得是怎样启动该测试项目的吗？使用了如下命令：
npm run dev

那么这条语句的意义是什么呢？这里使用了 npm 命令，启动了一个已经在项目中定义的
脚本代码，名为 dev，这个命令的详细内容可以在 package.json 中的 script 中找到。
同样，这里也存放着其他的脚本代码，包括 dev、start 等命令作为命令行操作的别名。
可以看到别名为 dev 的命令的详细内容为：
node build/dev-server.js

还可以尝试在命令提示符（cmd）中直接使用上述命令运行该项目，成功运行后显示
效果如图 3-9 所示。

图 3-9

成功运行的效果

由此可见，其运行效果和 npm run dev 命令的运行效果一致。具体如何运行相关的模
式，读者可以查看 build/dev-server.js 中的代码。
使用 npm run dev 命令运行时启动了开发模式，同时启动了一个本地的测试服务器，
所以程序会默认打开 http://localhost:8080/#/ 方便开发者调试。
·68·

第3章

从一个电影网站项目学习 Vue.js

同样，如果使用命令 npm run build 启动时，即启动了生产模式，相当于调用了 node
build/build.js 文件，其运行效果如图 3-10 所示。
同时会在项目文件夹中新生成一个 dist 文件夹，其中只有 index.html 及一个静态资源文件
夹，如图 3-11 所示。

图 3-10

打包完成

图 3-11

dist 文件夹

要使用一个简单的服务器 Server 进行测试，可以使用 Apache 或者 Nginx 等，只需支
持 HTML 和 JavaScript 等静态资源的服务器即可，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使用了 PHP 自带
的测试服务器，使用如下命令启动服务器：
php –S 127.0.0.1:999

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127.0.0.1:999/#/ ，打开页面，显示效果和测试服务器的效果一
致，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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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命令提示行也显示此时的访问资源内容，如图 3-13 所示。

图 3-13

3.2

访问记录

电影网站的设计

本书为了使读者能够熟练地使用 Vue.js 进行项目的开发和设计，采用构建一个完整项
目网站的方式，包含了其前端和后端的所有逻辑和基本的代码，以及对于网站的逻辑设计
和部署，使读者可以在学习技术的同时，能掌握一些基本的产品设计思路和提高自身的逻
辑设计能力。
本节首先将介绍电影网站的页面和功能及路由的设计。

3.2.1

网站的功能设计

网站（Website）是指在互联网上根据一定的规则，使用 HT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
等工具制作的用于展示特定内容的相关网页集合。简单地说，网站是一种沟通工具，人们
可以通过网站发布自己想要公开的资讯，或者利用网站提供相关的网络服务。人们可以通
过网页浏览器访问网站，获取自己需要的资讯或者享受网络服务。
本书需要开发的电影网站项目主要有电影的下载和添加功能，还可以再加上一些简单
的视频播放，或者是链接的图片和文字说明等附属功能，也可以在其基础上继续加入评论
点赞及控制评论的用户权限等用户系统的功能。
下面简单列举电影网站的功能设计。
主要部分包括：


网站的电影显示下载地址；



网站的电影添加、修改、删除等后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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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的前端预览。

用户系统部分包括：


用户的注册功能；



用户的登录功能；



用户资料的显示功能；



用户对于每个资源的评论功能；



用户对于资源的点赞功能；



用户对于资源的下载功能；



用户的基本权限控制功能；



用户的密码找回功能；



用户对 bug 或者需求发送站内信给管理员的功能；



后台对于用户的审核功能；



后台对于用户评论的删除功能；



后台对于用户的管理（封停、重置密码等）功能；



后台对用户的权限控制功能。

其他显示部分：


主页的推荐及更新排行榜功能；



主页的文章功能；



后台对主页的推荐及大图的编辑功能；



后台对主页的文章查看功能。

3.2.2

网站的路由设计

对于一个网站，其路由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决定了访问的 URL 地址和相
应的参数传递方式等。
一个合理而常见的路由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同时也更加方便网站管理员
管理和使用。
在本系统中，具体的路由设计会在之后的页面中具体给出，但是需要在此处规定一些
常见的路由模式。
本系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于用户体验的前端用户状态，另一部分是用于后台
管理的管理员状态，在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下，所有的用户使用界面的路由命名方式为:
http://url.com/访问的路由具体名称

而对于管理的页面路由为：
http://url.com/admin/访问的路由具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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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的页面设计

首先要设计一个网站的主页，主页是一个网站的灵魂和门户，通过简明扼要的主页内
容，可以最快地吸引用户。主页结构和原型设计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主页结构和原型设计

单击“电影”链接后会跳转到所有的电影列表，内容如图 3-15 所示。个人和查看用
户相关的信息页如图 3-16 所示。

图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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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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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网站的技术选择

一个网站开发技术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该环节直接决定了一个网站的可
用性、稳定性、开发难度等方面。所以要选择合适的技术，需要在开发中考虑实际情况，
对成本及开发系统进行多元化分析后找到最适合的技术。

3.3.1

服务的坚实后盾——数据库

数据库，简单来说是可视为电子化的文件柜——存储电子文件的处所，用户可以对文
件中的数据进行新增、截取、更新、删除等操作。其本质是指以一定方式储存在一起，能
为多个用户共享，具有尽可能小的冗余度，与应用程序彼此独立的数据集合。
数据库是“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在经济管理的日常工作
中，常常需要把某些相关的数据放入这种“仓库”，并根据管理的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例如，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人事部门常常要把本单位职工的基本情况（如职工号、姓名、年
龄、性别、籍贯、工资、简历等）存放在表中，这张表就可以看成是一个数据库。有了这
个“数据仓库”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查询某职工的基本情况，也可以查询工资在某个范围
内的职工人数等。这些工作如果都能在计算机上自动进行，那么人事管理就可以达到极高
的水平。此外，在财务管理、仓库管理、生产管理中也需要建立众多这种“数据库”，使
其可以利用计算机实现财务、仓库、生产的自动化管理。
所以对于一个电影网站，数据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电影数据和用户资料
都应该存储在一个稳定的数据库中，并且对于这个数据库要保证相当的性能和稳定性，以
及不错的可用性。
一个真正需要实现高并发和稳定性的数据库并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为了保证数据不
会出错，关于数据库的问题以及时间解决方案本书会忽略，因为这些内容可能是本书的百
倍，而本书并不是一本讲解数据库的书，所以本书服务器端的数据库不准备采用 MySQL
等传统数据库，而是采用了比较流行的 MongoDB。
MongoDB 是一个介于关系数据库和非关系数据库之间的产品，是非关系数据库中功
能最丰富、最像关系数据库的产品。它支持的数据结构非常松散，是类似 JSON 的 BSON
格式，因此可以存储比较复杂的数据类型。MongoDB 最大的特点是它支持的查询语言功
能非常强大，其语法类似于面向对象的查询语言，几乎可以实现类似关系数据库单表查询
的绝大部分功能，而且还支持对数据建立索引。
MongoDB 服务端可运行在 Linux、Windows 或 Mac OS X 平台，支持 32 位和 64 位应
用，默认端口为 27017。推荐运行在 64 位平台，因为 MongoDB 在 32 位模式运行时支持
的最大文件尺寸为 2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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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搬运和加工——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从广义上讲是指网络中能对其他机器提供某些服务的计算机系统（如果一
个 PC 对服务器端外提供 FTP 服务，它也可以叫做服务器）。

注意：本书中的服务器端开发即是指服务器硬件+软件服务的结合品，而非特指硬件
部分。
一般而言，服务器端最好的状态是给用户提供 7×24 的不间断服务，即保持一个稳定运
行的功能。如果服务器端出现问题，只要发生服务停止或者长时间的延迟，影响都是巨大的。
服务器端的开发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发展，而客户端的开发才刚刚兴起。2009 年
iPhone 3GS 推出之后，国内才有人开始做 iOS App 的开发，Android 开发的兴起也基本
在同一时期，因此客户端的开发才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而已。而服务器端的开发呢？仅
Spring 就出现了十多年了。
服务器端技术长久发展的结果就是，基本上每个业务需求都已经有现成的框架和方法
了。所以做服务器端开发很多时候就是学习各种开源组件的用法，并且熟悉这些组件的一
些性能特点和“坑”。
本书并不想使用新的后端开发语言和框架，因为对于读者而言，学习一门新语言和技
术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而 JavaScript 恰好是非常强大的一门语言，所以本书的服务端开发
也将由 JavaScript 完成，且使用非常流行的 Node.js 框架 Express。
Node 采用一系列“非阻塞”库来支持事件循环的方式，本质上就是为文件系统、数
据库之类的资源提供接口。当向文件系统发送一个请求时，无须等待硬盘（寻址并检索文
件），硬盘准备好的时候非阻塞接口会通知 Node。这种方式极大简化了对慢资源的访问，
直观、易懂并且可扩展，尤其是对于熟悉 onmouseover、onclick 等 DOM 事件的用户，更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Express 是一个简洁而灵活的 Node.js Web 应用框架，提供一系列强大特性帮助开发人
员创建各种 Web 应用。Express 不对 Node.js 已有的特性进行二次抽象，只是在它之上扩
展了 Web 应用所需的功能。它提供了丰富的 HTTP 工具，来自 Connect 框架的中间件可以
随取随用，让创建强健、友好的 API 变得快速又简单。

3.4
3.4.1

小结与练习

小结

本章带领读者了解了一个网站开发的准备工作，并且熟悉了 CLI 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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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掌握本章内容能为开发者打下扎实的基础。本章虽然页数不多，但是涉及
的内容是非常广而复杂的。当然，本书很难为读者解决所有问题，只能在一些容易出错的
地方提示读者注意。
其实开发人员就是在不断地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从一开始看
到黑底白色英文感觉到的满满“恶意”，到后来习惯性地看日志和错误提示，这都是一种
成长。
这里为了方便每一个读者能够顺利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笔者给大家提供几个开发者
经常光顾的网站。
 GitHub：网址是 https://github.com，它除了具有 Git 代码仓库托管及基本的 Web 管
理界面功能外，还提供了订阅、讨论组、文本渲染、在线文件编辑器、协作图谱（报
表）和代码片段分享（Gist）等功能。
 Stack Overflow：网址是 https://stackoverflow.com/，它是一个与程序相关的 IT 技术
问答网站。用户可以在该网站上免费提交问题、浏览问题或索引相关内容，在创建
主页的时候使用简单的 HTML，
在问题页面不会弹出任何广告、
销售信息和 JavaScript
窗口等。

3.4.2

练习

1．请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安装 npm 运行的 vue-cli 工具，并创建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工程。
2．通过第 1 题中建立的工程，完成自己的 Hello World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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