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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P 

JavaScript Advanced Research Platform 

应用平台简介 

JARP 是采用 JavaScript 作为程序开发语言的应用系统平台，能运行于采用 Linux 操作

系统的产品设备。传统开发模式，第三方代理商的业务程序采用 C/C++语言开发，对开发人

员而言难度大，门槛较高，开发中需要涉及复杂的交叉编译过程，其次产品硬件平台或软件

平台升级后，有些代理商甚至无法找到业务程序的源码重新编译，导致原程序无法在新产品

上使用。相较于传统模式，JARP 平台具备以下主要优势： 

 JavaScript 编程  

现今 广泛使用的编程语言，拥有数量庞大的开发群体； 

JS 引擎符合 ECMAScript 5 规范； 

系统资源占用小(64KB RAM 、200KB ROM)； 

 便捷开发方式 

脚本开发，无需编译，告别传统的交叉编译环境； 

应用高度跨平台，无需重新编译即可在不同平台设备间移植业务应用； 

 硬件抽象层(HAL) 

提供高度封装的系统 API，屏蔽底层系统差异； 

提供高度封装的外设 API，降低外设使用门槛； 

JARP 平台自身能够轻松移植到不同的产品设备； 

 应用轻松部署 

提供 U 盘数据导入/导出方式； 

JARP 主要构成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对 JS 代码进行解析执行的 JS 引擎，其二是提供系

统和外设 API 功能的应用框架。其应用框架部分针对公司产品功能特点开发了以下主要功

能：文件系统 IO；设备信息获取；条码识读；WIFI 通讯；GUI 系统；HTTP 协议支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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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加解密/签名/验签功能；XML/JSON 数据解析；SQLITE 数据库功能。 

 

JARP 将为公司采用自研操作系统的产品提供一个全新的，稳定性高，移植性好，应用

开发便利髙效的系统平台，同时其采用的 JS 脚本应用开发模式，为第三方代理商的业务程

序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完全避免了传统嵌入式产品开发中涉及到的复杂交叉编译过程，

同时部署也更加容易。因此，JARP 平台将对公司相关产品的推广销售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JavaScript 编程基础 

应用开发和部署 

1、 使用任意代码编辑器（如 NotePad++）编写 JS 代码 

2、 将源文件按照指定规范命名（如下） 

3、 设备通过 USB 连接主机，将源文件导入设备(将设备的 USB 工作模式设置为 U 盘模式)（Ps. 

导入到 bin 目录下） 

4、 系统设置==》设定程序，选择要运行的程序，并选择开机自动运行 

5、 系统菜单==》运行程序 

文件命名规范 

源文件命名规范： 程序名.模块名.js    例：demo.main.js 

Ps： 如果编写多模块程序，每个模块文件的程序名必须相同；主模块文件（第一个被

运行）的模块名必须是’main’。如果编写单模块程序，则模块名也必须为’main’。 

APP

JS引擎

通用功能模块 外设功能模块 GUI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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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语法 

JavaScript 的语法大量借鉴了 C 及其他类 C 语言（如 Java 和 Perl）的语法。因此，

熟悉这些语言的开发人员在接受 Javascript 更加宽松的语法时，一定会有一种轻松自在的感

觉。 

区分大小写 

要理解的第一个概念就是 JavaScript 中的一切（变量、函数名和操作符）都区分大小写。

这也就意味着，变量名 test 和变量名 Test 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变量，而函数名不能使用 

typeof，因为它是一个关键字，但 typeOf 则完全可以是一个有效的函数名。 

标识符 

所谓标识符，就是指变量、函数、属性的名字，或者函数的参数。标识符可以是按照下

列格式规则组合起来的一或多个字符：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一个字母、下划线（_）或一个美元符号（$）；  

其他字符可以是字母、下划线、美元符号或数字。  

标识符中的字母也可以包含扩展的 ASCII 或 Unicode 字母字符（如 À 和 Æ），但我

们不推荐这样做。  

按照惯例，JavaScript 标识符采用驼峰大小写格式，也就是第一个字母小写，剩下的每

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例如： 

firstSecond   

myCar  

doSomethingImportant  

虽然没有谁强制要求必须采用这种格式，但为了与 JavaScript 内置的函数和对象命名格

式保持一致，可以将其当作一种 佳实践。 

注释 

JavaScript 使用 C 风格的注释，包括单行注释和块级注释。单行注释以两个斜杠开头，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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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行注释  

块级注释以一个斜杠和一个星号（/*）开头，以一个星号和一个斜杠（*/）结尾，如下

所示：  

/*  

*  这是一个多行  

*  （块级）注释  

*/  

虽然上面注释中的第二和第三行都以一个星号开头，但这不是必需的。之所以添加那两

个星号，纯粹是为了提高注释的可读性 

语句 

JavaScript 中的语句以一个分号结尾；如果省略分号，则由解析器确定语句的结尾，如

下例所示： 

 

var sum = a + b            // 即使没有分号也是有效的语句——不推荐  

var diff = a - b;          // 有效的语句——推荐 

 

虽然语句结尾的分号不是必需的，但我们建议任何时候都不要省略它。因为加上这个分

号可以避免很多错误（例如不完整的输入），开发人员也可以放心地通过删除多余的空格来

压缩 JavaScript 代码（代码行结尾处没有分号会导致压缩错误）。另外，加上分号也会在某

些情况下增进代码的性能，因为这样解析器就不必再花时间推测应该在哪里插入分号了。 

 

可以使用 C 风格的语法把多条语句组合到一个代码块中，即代码块以左花括号（{）

开头，以右花括号（}）结尾：  

  

if (test){  

    test = false;  

    aler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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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条件控制语句（如 if 语句）只在执行多条语句的情况下才要求使用代码块，但

佳实践是始终在控制语句中使用代码块——即使代码块中只有一条语句，例如：  

  

if (test)  

    alert(test);       // 有效但容易出错，不要使用  

 if (test){             // 推荐使用  

    alert(test);  

}  

  

在控制语句中使用代码块可以让编码意图更加清晰，而且也能降低修改代码时出错的几

率。 

关键字和保留字 

JavaScript 描述了一组具有特定用途的关键字，这些关键字可用于表示控制语句的开始

或结束，或者用于执行特定操作等。按照规则，关键字也是语言保留的，不能用作标识符。

以下就是 JavaScript 的全部关键字：  

  

break         do           instanceof        typeof  

case          else          new             var  

catch         finally        return           void  

continue      for           switch           while  

function       this         with  

default        if           throw  

delete         in           try 

变量 

JavaScript 的变量是松散类型的，所谓松散类型就是可以用来保存任何类型的数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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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每个变量仅仅是一个用于保存值的占位符而已。定义变量时要使用 var 操作符（注

意 var 是一个关键字），后跟变量名（即一个标识符），如下所示：  

  

var message;  

  

这行代码定义了一个名为 message 的变量，该变量可以用来保存任何值（像这样未经

过初始化的变量，会保存一个特殊的值——undefined，相关内容将在后面讨论）。JavaScript

也支持直接初始化变量，因此在定义变量的同时就可以设置变量的值，如下所示：  

  

var message = "hi";  

  

在此，变量 message 中保存了一个字符串值"hi"。像这样初始化变量并不会把它标记为

字符串类型；初始化的过程就是给变量赋一个值那么简单。因此，可以在修改变量值的同时

修改值的类型，如下所示：  

  

var message = "hi";  

message = 100;         // 有效，但不推荐  

在这个例子中，变量 message 一开始保存了一个字符串值"hi"，然后该值又被一个数字

值 100 取代。虽然我们不建议修改变量所保存值的类型，但这种操作在 JavaScript 中完全

有效。 

有一点必须注意，即用 var 操作符定义的变量将成为定义该变量的作用域中的局部变

量。也就是说，如果在函数中使用 var 定义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在函数退出后就会被

销毁，例如：  

  

function test(){  

    var message = "hi"; // 局部变量  

}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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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message); // 错误！ 

 

这里，变量 message 是在函数中使用 var 定义的。当函数被调用时，就会创建该变量

并为其赋值。而在此之后，这个变量又会立即被销毁，因此例子中的下一行代码就会导致错

误。不过，可以像下面这样省略 var 操作符，从而创建一个全局变量：  

  

function test(){  

    message = "hi"; // 全局变量  

}  

test();  

alert(message); // "hi"  

  

这个例子省略了 var 操作符，因而 message 就成了全局变量。这样，只要调用过一次 

test()函数，这个变量就有了定义，就可以在函数外部的任何地方被访问到。 

可以使用一条语句定义多个变量，只要像下面这样把每个变量（初始化或不初始化均可）

用逗号分隔开即可：  

  

var message = "hi",  

    found = false,  

    age = 29;  

  

这个例子定义并初始化了 3 个变量。同样由于 ECMAScript 是松散类型的，因而使用

不同类型初始化变量的操作可以放在一条语句中来完成。虽然代码里的换行和变量缩进不是

必需的，但这样做可以提高可读性。 

数据类型 

ECMAScript 中有 5 种简单数据类型（也称为基本数据类型）：Undefined、Null、Boolean、

Number 和 String。还有 1 种复杂数据类型——Object，Object 本质上是由一组无序的名值

对组成的。ECMAScript 不支持任何创建自定义类型的机制，而所有值 终都将是上述 6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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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之一。乍一看，好像只有  6 种数据类型不足以表示所有数据；但是，由于 

ECMAScript 数据类型具有动态性，因此的确没有再定义其他数据类型的必要了。 

typeof操作符 

鉴于 ECMAScript 是松散类型的，因此需要有一种手段来检测给定变量的数据类型—

—typeof 就是负责提供这方面信息的操作符。对一个值使用 typeof 操作符可能返回下列某

个字符串： 

"undefined"——如果这个值未定义；  

 　  "boolean"——如果这个值是布尔值；  

 　  "string"——如果这个值是字符串； 

 　  "number"——如果这个值是数值；  

　  "object"——如果这个值是对象或 null；  

　  "function"——如果这个值是函数。  

下面是几个使用 typeof 操作符的例子：  

  

var message = "some string";  

alert(typeof message);     // "string"  

alert(typeof(message));    // "string"  

alert(typeof 95);          // "number" 

 

这几个例子说明，typeof 操作符的操作数可以是变量（message），也可以是数值字面量。

注意，typeof 是一个操作符而不是函数，因此例子中的圆括号尽管可以使用，但不是必需

的。 有些时候，typeof 操作符会返回一些令人迷惑但技术上却正确的值。比如，调用 typeof 

null 会返回"object"，因为特殊值 null 被认为是一个空的对象引用。 

Undefined类型 

Undefined 类型只有一个值，即特殊的 undefined。在使用 var 声明变量但未对其加以

初始化时，这个变量的值就是 undefined，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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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message;  

alert(message == undefined); //true 

这个例子只声明了变量 message，但未对其进行初始化。比较这个变量与 undefined 字

面量，结果表明它们是相等的。这个例子与下面的例子是等价的：  

var message = undefined;  

alert(message == undefined); //true 

这个例子使用 undefined 值显式初始化了变量 message。但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

未经初始化的值默认就会取得 undefined 值。不过，包含 undefined 值的变量与尚未定义的

变量还是不一样的。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var message; // 这个变量声明之后默认取得了 undefined 值  

// 下面这个变量并没有声明  

// var age  

alert(message);     // "undefined"  

alert(age);         // 产生错误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对未初始化的变量执行 typeof 操作符会返回 undefined 值，而

对未声明的变量执行 typeof 操作符同样也会返回 undefined 值。来看下面的例子：  

  

var message; // 这个变量声明之后默认取得了 undefined 值  

// 下面这个变量并没有声明  

// var age  

alert(typeof message);     // "undefined"  

alert(typeof age);         // "undefined" 

 

结果表明，对未初始化和未声明的变量执行 typeof 操作符都返回了 undefined 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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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果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因为虽然这两种变量从技术角度看有本质区别，但实际上无论

对哪种变量也不可能执行真正的操作。 

Null类型 

Null 类型是第二个只有一个值的数据类型，这个特殊的值是 null。从逻辑角度来看，

null 值表示一个空对象指针，而这也正是使用 typeof 操作符检测 null 值时会返回"object"

的原因，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car = null;  

alert(typeof car);     // "object" 

如果定义的变量准备在将来用于保存对象，那么 好将该变量初始化为 null 而不是其

他值。这样一来，只要直接检查 null 值就可以知道相应的变量是否已经保存了一个对象的

引用，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if (car != null){  

    // 对 car 对象执行某些操作  

}  

Boolean类型 

Boolean 类型是 ECMAScript 中使用得 多的一种类型，该类型只有两个字面值：true 

和 false。这两个值与数字值不是一回事，因此 true 不一定等于 1，而 false 也不一定等于 

0。以下是为变量赋 Boolean 类型值的例子：  

var found = true;  

var lost = false;  

需要注意的是，Boolean 类型的字面值 true 和 false 是区分大小写的。也就是说，True 

和 False（以及其他的混合大小写形式）都不是 Boolean 值，只是标识符。 虽然 Boolean 类

型的字面值只有两个，但 ECMAScript 中所有类型的值都有与这两个 Boolean 值等价的值。

要将一个值转换为其对应的 Boolean 值，可以调用转型函数 Boolean()，如下例所示：  

var message = "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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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messageAsBoolean = Boolean(message); 

在这个例子中，字符串  message 被转换成了一个  Boolean 值，该值被保存在 

messageAsBoolean 变量中。可以对任何数据类型的值调用 Boolean()函数，而且总会返回一

个 Boolean 值。至于返回的这个值是 true 还是 false，取决于要转换值的数据类型及其实

际值。下表给出了各种数据类型及其对应的转换规则。 

数据类型 转换为 true 的值 转换为 false 的值 

Boolean true false 

String 任何非空字符串 ""（空字符串） 

Number 任何非零数字值（包括无穷

大） 

0 和 NaN（参见本章后面有

关 NaN 的内容） 

Object 任何对象 null 

Undefined 不适用 undefined 

这些转换规则对理解流控制语句（如 if 语句）自动执行相应的 Boolean 转换非常重要，

由于存在这种自动执行的 Boolean 转换，因此确切地知道在流控制语句中使用的是什么变

量至关重要。错误地使用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 Boolean 值，就有可能彻底改变应用程序的

流程。 

Number类型 

Number 类型应该是  ECMAScript 中 令人关注的数据类型了，这种类型使用 

IEEE754 格式来表示整数和浮点数值（浮点数值在某些语言中也被称为双精度数值）。为支

持各种数值类型，ECMA-262 定义了不同的数值字面量格式。 基本的数值字面量格式是

十进制整数，十进制整数可以像下面这样直接在代码中输入：  

  

var intNum = 55;       // 整数  

  

除了以十进制表示外，整数还可以通过八进制（以 8 为基数）或十六进制（以 16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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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的字面值来表示。其中，八进制字面值的第一位必须是零（0），然后是八进制数字序

列（0～7）。如果字面值中的数值超出了范围，那么前导零将被忽略，后面的数值将被当作

十进制数值解析。请看下面的例子： 

 

var octalNum1 = 070;       // 八进制的 56  

var octalNum2 = 079;       // 无效的八进制数值——解析为 79  

var octalNum3 = 08;       // 无效的八进制数值——解析为 8  

  

八进制字面量在严格模式下是无效的，会导致支持的 JavaScript 引擎抛出错误。 十六

进制字面值的前两位必须是 0x，后跟任何十六进制数字（0～9 及 A～F）。其中，字母 A～

F 可以大写，也可以小写。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hexNum1 = 0xA;       // 十六进制的 10  

var hexNum2 = 0x1f;       // 十六进制的 31  

  

在进行算术计算时，所有以八进制和十六进制表示的数值 终都将被转换成十进制数值。 

鉴于 JavaScript 中保存数值的方式，可以保存正零（+0）和负零（-0）。正零和负零被

认为相等，但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上下文，这里特别做此说明。 

1. 浮点数值  

所谓浮点数值，就是该数值中必须包含一个小数点，并且小数点后面必须至少有一位数

字。虽然小数点前面可以没有整数，但我们不推荐这种写法。以下是浮点数值的几个例子：  

var floatNum1 = 1.1;  

var floatNum2 = 0.1;  

var floatNum3 = .1;     // 有效，但不推荐  

由于保存浮点数值需要的内存空间是保存整数值的两倍，因此 ECMAScript 会不失时

机地将浮点数值转换为整数值。显然，如果小数点后面没有跟任何数字，那么这个数值就可

以作为整数值来保存。同样地，如果浮点数值本身表示的就是一个整数（如 1.0），那么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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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也会被转换为整数，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floatNum1 = 1.;        // 小数点后面没有数字——解析为 1  

var floatNum2 = 10.0;      // 整数——解析为 10  

  

对于那些极大或极小的数值，可以用 e 表示法（即科学计数法）表示的浮点数值表示。

用 e 表示法表示的数值等于 e 前面的数值乘以 10 的指数次幂。ECMAScript 中 e 表示

法的格式也是如此，即前面是一个数值（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浮点数），中间是一个大写或

小写的字母 E，后面是 10 的幂中的指数，该幂值将用来与前面的数相乘。下面是一个使

用 e 表示法表示数值的例子： 

  

var floatNum = 3.125e7;   // 等于 31250000  

  

在这个例子中，使用 e 表示法表示的变量 floatNum 的形式虽然简洁，但它的实际值

则是 31250000。 

在此，e 表示法的实际含义就是“3.125 乘以 10 7”。  

也可以使用 e 表示法表示极小的数值，如 0.00000000000000003，这个数值可以使用

更简洁的 3e-17 表示。在默认情况下，ECMASctipt 会将那些小数点后面带有 6 个零以上

的浮点数值转换为以 e 表示法表示的数值（例如，0.0000003 会被转换成 3e-7）。 

浮点数值的 高精度是 17 位小数，但在进行算术计算时其精确度远远不如整数。例如，

0.1 加 0.2 的结果不是 0.3，而是 0.30000000000000004。 

Ps. 关于浮点数值计算会产生舍入误差的问题，有一点需要明确：这是使用基于 IEEE754 

数值的浮点计算的通病，ECMAScript 并非独此一家；其他使用相同数值格式的语言也存在

这个问题。 

2.  NaN  

NaN，即非数值（Not a Number）是一个特殊的数值，这个数值用于表示一个本来要返

回数值的操作数未返回数值的情况（这样就不会抛出错误了）。例如，在其他编程语言中，

任何数值除以 0 都会导致错误，从而停止代码执行。但在 ECMAScript 中，任何数值除以 

0 会返回 NaN，因此不会影响其他代码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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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 本身有两个非同寻常的特点。首先，任何涉及 NaN 的操作（例如 NaN/10）都会

返回 NaN，这个特点在多步计算中有可能导致问题。其次，NaN 与任何值都不相等，包括 

NaN 本身。例如，下面的代码会返回 false：  

  

NaN == NaN;    //false 

 

针对 NaN 的这两个特点，ECMAScript 定义了 isNaN()函数。这个函数接受一个参数，

该参数可以是任何类型，而函数会帮我们确定这个参数是否“不是数值”。isNaN()在接收到

一个值之后，会尝试将这个值转换为数值。某些不是数值的值会直接转换为数值，例如字符

串"10"或 Boolean 值。而任何不能被转换为数值的值都会导致这个函数返回 true。请看下

面的例子：  

isNaN(NaN);        //true  

isNaN(10);          //false（10 是一个数值）  

isNaN("10");        //false（可以被转换成数值 10）  

isNaN("blue");      //true（不能转换成数值）  

isNaN(true);        //false（可以被转换成数值 1） 

 这个例子测试了 5 个不同的值。测试的第一个值是 NaN 本身，结果当然会返回 true。

然后分别测试了数值 10 和字符串"10"，结果这两个测试都返回了 false，因为前者本身就

是数值，而后者可以被转换成数值。但是，字符串"blue"不能被转换成数值，因此函数返回

了 true。由于 Boolean 值 true 可以转换成数值 1，因此函数返回 false。 

3. 数值转换 

有 3 个函数可以把非数值转换为数值：Number()、parseInt()和 parseFloat()。第一个函

数，即转型函数 Number()可以用于任何数据类型，而另两个函数则专门用于把字符串转换

成数值。这 3 个函数对于同样的输入会有返回不同的结果。 Number()函数的转换规则如下： 

如果是 Boolean 值，true 和 false 将分别被转换为 1 和 0。  

如果是数字值，只是简单的传入和返回。  

如果是 null 值，返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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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 undefined，返回 NaN。  

如果是字符串，遵循下列规则：  

  　 如果字符串中只包含数字（包括前面带正号或负号的情况），则将其转换为十进制数值，

即"1"会变成 1，"123"会变成 123，而"011"会变成 11（注意：前导的零被忽略了）；  

  　 如果字符串中包含有效的浮点格式，如"1.1"，则将其转换为对应的浮点数值（同样，

也会忽略前导零）；  

  　 如果字符串中包含有效的十六进制格式，例如"0xf"，则将其转换为相同大小的十进制

整  

数值；  

  　 如果字符串是空的（不包含任何字符），则将其转换为 0；  

  　 如果字符串中包含除上述格式之外的字符，则将其转换为 NaN。  

 　 如果是对象，则调用对象的 valueOf()方法，然后依照前面的规则转换返回的值。如果转

换的结果是 NaN，则调用对象的 toString()方法，然后再次依照前面的规则转换返回的字符  

串值。  

根据这么多的规则使用 Number()把各种数据类型转换为数值确实有点复杂。下面还是

给出几个具体的例子吧： 

var num1 = Number("Hello world!");      //NaN  

var num2 = Number("");                  //0  

var num3 = Number("000011");           //11  

var num4 = Number(true);               //1 

首先，字符串"Hello world!"会被转换为 NaN，因为其中不包含任何有意义的数字值。

空字符串会被转换为 0。字符串"000011"会被转换为 11，因为忽略了其前导的零。 后，true 

值被转换为 1。 

String类型 

String 类型用于表示由零或多个 16 位 Unicode 字符组成的字符序列，即字符串。字

符串可以由双引号（"）或单引号（'）表示，因此下面两种字符串的写法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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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firstName = "Nicholas";  

var lastName = 'Zakas'; 

 

与 PHP 中的双引号和单引号会影响对字符串的解释方式不同，ECMAScript 中的这两

种语法形式没有什么区别。用双引号表示的字符串和用单引号表示的字符串完全相同。不过，

以双引号开头的字符串也必须以双引号结尾，而以单引号开头的字符串必须以单引号结尾。

例如，下面这种字符串表示法会导致语法错误： 

 

var firstName = 'Nicholas"; // 语法错误（左右引号必须匹配） 

字符字面量 

String 数据类型包含一些特殊的字符字面量，也叫转义序列，用于表示非打印字符，或

者具有其 

他用途的字符。这些字符字面量如下表所示： 

 

字面量      含义  

\n           换行  

\t           制表  

\b           空格  

\r           回车  

\f           进纸  

\\           斜杠  

\'           单引号（'），在用单引号表示的字符串中使用。例如：'He said, \'hey.\''  

\"           双引号（"），在用双引号表示的字符串中使用。例如："He said, \"hey.\""  

\xnn        以十六进制代码 nn 表示的一个字符（其中 n 为 0～F）。例如，\x41 表示"A"  

\unnnn        以十六进制代码 nnnn表示的一个 Unicode 字符（其中 n 为 0～F）。例如，

\u03a3 表示希腊字符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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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字符字面量可以出现在字符串中的任意位置，而且也将被作为一个字符来解析，如

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text = "This is the letter sigma: \u03a3.";  

  

这个例子中的变量 text 有 28 个字符，其中 6 个字符长的转义序列表示 1 个字符。 

字符串的特点 

ECMAScript 中的字符串是不可变的，也就是说，字符串一旦创建，它们的值就不能改

变。要改变某个变量保存的字符串，首先要销毁原来的字符串，然后再用另一个包含新值的

字符串填充该变量，例如：  

  

var lang = "Java";  

lang = lang + "Script";  // 直接用运算符 + 就可以拼接字符串 

 

以上示例中的变量 lang 开始时包含字符串"Java"。而第二行代码把 lang 的值重新定义

为"Java"与"Script"的组合，即"JavaScript"。实现这个操作的过程如下：首先创建一个能容纳 

10 个字符的新字符串，然后在这个字符串中填充"Java"和"Script"， 后一步是销毁原来的

字符串"Java"和字符串"Script"，因为这两个字符串已经没用了。这个过程是在后台发生的。 

转换为字符串 

要把一个值转换为一个字符串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使用几乎每个值都有的 toString()。

这个方法唯一要做的就是返回相应值的字符串表现。来看下面的例子：  

var age = 11;  

var ageAsString = age.toString();         // 字符串"11"  

var found = true;  

var foundAsString = found.toString();     // 字符串"true" 

数值、布尔值、对象和字符串值（没错，每个字符串也都有一个 toString()方法，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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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返回字符串的一个副本）都有 toString()方法。但 null 和 undefined 值没有这个方法。 

在不知道要转换的值是不是  null 或  undefined 的情况下，还可以使用转型函数 

String()，这个函数能够将任何类型的值转换为字符串。String()函数遵循下列转换规则：  

如果值有 toString()方法，则调用该方法（没有参数）并返回相应的结果；  

如果值是 null，则返回"null"；  

如果值是 undefined，则返回"undefined"。  

下面再看几个例子：  

  

var value1 = 10;  

var value2 = true;  

var value3 = null;  

var value4;  

  

alert(String(value1));     // "10"  

alert(String(value2));     // "true"  

alert(String(value3));     // "null"  

alert(String(value4));     // "undefined" 

 

这里先后转换了 4 个值：数值、布尔值、null 和 undefined。数值和布尔值的转换结

果与调用 toString()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同。因为 null 和 undefined 没有 toString()方法，所

以 String() 函数就返回了这两个值的字面量。 

Object类型 

 ECMAScript 中的对象其实就是一组数据和功能的集合。对象可以通过执行 new 操作

符后跟要创建的对象类型的名称来创建。而创建 Object 类型的实例并为其添加属性和（或）

方法，就可以创建自定义对象，如下所示：  

  

var o = new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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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语法与 Java 中创建对象的语法相似；但在 ECMAScript 中，如果不给构造函数

传递参数，则可以省略后面的那一对圆括号。也就是说，在像前面这个示例一样不传递参数

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省略那对圆括号（但这不是推荐的做法）：  

  

var o = new Object; // 有效，但不推荐省略圆括号 

 

仅仅创建 Object 的实例并没有什么用处，但关键是要理解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在 

ECMAScript 中，（就像 Java 中的 java.lang.Object 对象一样）Object 类型是所有它的实例

的基础。换句话说，Object 类型所具有的任何属性和方法也同样存在于更具体的对象中。 

Object 的每个实例都具有下列属性和方法： 

constructor：保存着用于创建当前对象的函数。对于前面的例子而言，构造函数

（constructor）就是 Object()。  

hasOwnProperty(propertyName)：用于检查给定的属性在当前对象实例中（而不是在实

例的原型中）是否存在。其中，作为参数的属性名（propertyName）必须以字符串形式指定

（例如：o.hasOwnProperty("name")）。  

isPrototypeOf(object)：用于检查传入的对象是否是传入对象的原型  

propertyIsEnumerable(propertyName)：用于检查给定的属性是否能够使用 for-in 语句 

（后面将会讨论）来枚举。与 hasOwnProperty()方法一样，作为参数的属性名必须以字

符串形式指定。  

toLocaleString()：返回对象的字符串表示，该字符串与执行环境的地区对应。  

toString()：返回对象的字符串表示。  

valueOf()：返回对象的字符串、数值或布尔值表示。通常与 toString()方法的返回值相

同。 

Ps. 由于在 ECMAScript 中 Object 是所有对象的基础，因此所有对象都具有这些基本

的属性和方法。 

操作符 

 ECMA-262 描述了一组用于操作数据值的操作符，包括算术操作符（如加号和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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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操作符、关系操作符和相等操作符。ECMAScript 操作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能够

适用于很多值，例如字符串、数字值、布尔值，甚至对象。不过，在应用于对象时，相应的

操作符通常都会调用对象的 valueOf() 或 toString()方法，以便取得可以操作的值。 

一元操作符 

 只能操作一个值的操作符叫做一元操作符。一元操作符是 ECMAScript 中 简单的操

作符。 

递增和递减操作符 

 递增和递减操作符直接借鉴自 C，而且各有两个版本：前置型和后置型。顾名思义，

前置型应该位于要操作的变量之前，而后置型则应该位于要操作的变量之后。因此，在使用

前置递增操作符给一个数值加 1 时，要把两个加号（++）放在这个数值变量前面，如下所

示：  

 

var age = 29;  

++age;  

  

在这个例子中，前置递增操作符把 age 的值变成了 30（为 29 加上了 1）。实际上，

执行这个前置递增操作与执行以下操作的效果相同：  

  

var age = 29;  

age = age + 1;  

  

执行前置递减操作的方法也类似，结果会从一个数值中减去 1。使用前置递减操作符时，

要把两个减号（--）放在相应变量的前面，如下所示：  

  

var age = 29;  

--age;  

  

这样，age 变量的值就减少为 28（从 29 中减去了 1）。 



 

 21 / 185 
http://www.nlscan.com 

一元加和减操作符 

 绝大多数开发人员对一元加和减操作符都不会陌生，而且这两个 ECMAScript 操作符

的作用与数学书上讲的完全一样。一元加操作符以一个加号（+）表示，放在数值前面，对

数值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num = 25;  

num = +num;     // 仍然是 25  

  

不过，在对非数值应用一元加操作符时，该操作符会像 Number()转型函数一样对这个

值执行转换。换句话说，布尔值 false 和 true 将被转换为 0 和 1，字符串值会被按照一组

特殊的规则进行解析，而对象是先调用它们的 valueOf()和（或）toString()方法，再转换得

到的值。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对不同数据类型应用一元加操作符的结果：  

  

var s1 = "01";  

var s2 = "1.1";  

var s3 = "z";  

var b = false;  

var f = 1.1;  

var o = {  

valueOf: function() {  

         return -1;  

     }  

};  

s1 = +s1;      // 值变成数值 1  

s2 = +s2;      // 值变成数值 1.1  

s3 = +s3;      // 值变成 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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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b;        // 值变成数值 0  

f = +f;        // 值未变，仍然是 1.1  

o = +o;        // 值变成数值-1 

 一元减操作符主要用于表示负数，例如将 1 转换成-1。下面的例子演示了这个简单的

转换过程：  

  

var num = 25;  

num = -num;    // 变成了-25 

 

在将一元减操作符应用于数值时，该值会变成负数（如上面的例子所示）。而当应用于

非数值时，一元减操作符遵循与一元加操作符相同的规则， 后再将得到的数值转换为负数，

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s1 = "01";  

var s2 = "1.1";  

var s3 = "z";  

var b = false;  

var f = 1.1;  

var o = {  

    valueOf: function() {  

        return -1;  

    }  

};  

s1 = -s1;         // 值变成了数值-1  

s2 = -s2;         // 值变成了数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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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 -s3;         // 值变成了 NaN  

b = -b;           // 值变成了数值 0  

f = -f;           // 变成了-1.1  

o = -o;           // 值变成了数值 1 

一元加和减操作符主要用于基本的算术运算，也可以像前面示例所展示的一样用于转换

数据类型。 

布尔操作符 

 在一门编程语言中，布尔操作符的重要性堪比相等操作符。如果没有测试两个值关系的

能力，那么诸如 if...else 和循环之类的语句就不会有用武之地了。布尔操作符一共有 3 个：

非（NOT）、与（AND）和或（OR）。 

逻辑非 

 逻辑非操作符由一个叹号（！）表示，可以应用于 ECMAScript 中的任何值。无论这个

值是什么数据类型，这个操作符都会返回一个布尔值。逻辑非操作符首先会将它的操作数转

换为一个布尔值，然后再对其求反。也就是说，逻辑非操作符遵循下列规则： 

如果操作数是一个对象，返回 false；  

如果操作数是一个空字符串，返回 true；  

如果操作数是一个非空字符串，返回 false；  

如果操作数是数值 0，返回 true；  

如果操作数是任意非 0 数值（包括 Infinity），返回 false；  

如果操作数是 null，返回 true；  

如果操作数是 NaN，返回 true；  

如果操作数是 undefined，返回 true。  

下面几个例子展示了应用上述规则的结果：  

alert(!false);        // true  

alert(!"blue");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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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0);            // true  

alert(!NaN);          // true  

alert(!"");           // true  

alert(!12345);        // false 

逻辑非操作符也可以用于将一个值转换为与其对应的布尔值。而同时使用两个逻辑非操

作符，实际上就会模拟 Boolean()转型函数的行为。其中，第一个逻辑非操作会基于无论什

么操作数返回一个布尔值，而第二个逻辑非操作则对该布尔值求反，于是就得到了这个值真

正对应的布尔值。 

逻辑与 

 逻辑与操作符由两个和号（&&）表示，有两个操作数，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result = true && false;  

  

逻辑与的真值表如下：  

  

第一个操作数 第二个操作数 结果  

true true tru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逻辑与操作可以应用于任何类型的操作数，而不仅仅是布尔值。在有一个操作数不是布

尔值的情况下，逻辑与操作就不一定返回布尔值；此时，它遵循下列规则：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则返回第二个操作数；  

如果第二个操作数是对象，则只有在第一个操作数的求值结果为 true 的情况下才会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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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该对象；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对象，则返回第二个操作数；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 null，则返回 null；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 NaN，则返回 NaN；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 undefined，则返回 undefined。 

逻辑与操作属于短路操作，即如果第一个操作数能够决定结果，那么就不会再对第二个

操作数求值。对于逻辑与操作而言，如果第一个操作数是 false，则无论第二个操作数是什

么值，结果都不再可能是 true 了。 

逻辑或 

 逻辑或操作符由两个竖线符号（||）表示，有两个操作数，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result = true || false;  

  

逻辑或的真值表如下： 

第一个操作数 第二个操作数 结果  

true true true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与逻辑与操作相似，如果有一个操作数不是布尔值，逻辑或也不一定返回布尔值；此时，

它遵循下列规则：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则返回第一个操作数；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的求值结果为 false，则返回第二个操作数；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对象，则返回第一个操作数；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 null，则返回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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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 NaN，则返回 NaN；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 undefined，则返回 undefined。 

与逻辑与操作符相似，逻辑或操作符也是短路操作符。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个操作数的

求值结果为 true，就不会对第二个操作数求值了。 

乘性操作符 

 ECMAScript 定义了 3 个乘性操作符：乘法、除法和求模。这些操作符与 Java、C 或

者 Perl 中的相应操作符用途类似，只不过在操作数为非数值的情况下会执行自动的类型转

换。如果参与乘性计算的某个操作数不是数值，后台会先使用 Number()转型函数将其转换

为数值。也就是说，空字符串将被当作 0，布尔值 true 将被当作 1。 

乘法 

 乘法操作符由一个星号（*）表示，用于计算两个数值的乘积。其语法类似于 C，如下

面的例子所示：  

  

var result = 34 * 56; 

 

在处理特殊值的情况下，乘法操作符遵循下列特殊的规则：  

如果操作数都是数值，执行常规的乘法计算，即两个正数或两个负数相乘的结果还是正

数，而如果只有一个操作数有符号，那么结果就是负数。如果乘积超过了 ECMAScript 数

值的表示范围，则返回 Infinity 或-Infinity；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 NaN，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 Infinity 与 0 相乘，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 Infinity 与非 0 数值相乘，则结果是 Infinity 或-Infinity，取决于有符号操作数

的符号；  

如果是 Infinity 与 Infinity 相乘，则结果是 Infinity；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不是数值，则在后台调用 Number()将其转换为数值，然后再应用上

面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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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 

 除法操作符由一个斜线符号（/）表示，执行第二个操作数除第一个操作数的计算，如

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result = 66 / 11; 

 

 与乘法操作符类似，除法操作符对特殊的值也有特殊的处理规则。这些规则如下：  

如果操作数都是数值，执行常规的除法计算，即两个正数或两个负数相除的结果还是正

数，而如果只有一个操作数有符号，那么结果就是负数。如果商超过了 ECMAScript 数值

的表示范围，则返回 Infinity 或-Infinity；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 NaN，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 Infinity 被 Infinity 除，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零被零除，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非零的有限数被零除，则结果是 Infinity 或-Infinity，取决于有符号操作数的符

号；  

如果是 Infinity 被任何非零数值除，则结果是 Infinity 或-Infinity，取决于有符号操作

数的符号；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不是数值，则在后台调用 Number()将其转换为数值，然后再应用上

面的规则。 

求模 

求模（余数）操作符由一个百分号（%）表示，用法如下：  

  

var result = 26 % 5;     // 等于 1  

  

与另外两个乘性操作符类似，求模操作符会遵循下列特殊规则来处理特殊的值：  

如果操作数都是数值，执行常规的除法计算，返回除得的余数；  

如果被除数是无穷大值而除数是有限大的数值，则结果是 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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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除数是有限大的数值而除数是零，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 Infinity 被 Infinity 除，则结果是 NaN；  

如果被除数是有限大的数值而除数是无穷大的数值，则结果是被除数；  

如果被除数是零，则结果是零；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不是数值，则在后台调用 Number()将其转换为数值，然后再应用上

面的规则。 

加性操作符 

 加法和减法这两个加性操作符应该说是编程语言中 简单的算术操作符了。但是在 

ECMAScript 中，这两个操作符却都有一系列的特殊行为。与乘性操作符类似，加性操作符

也会在后台转换不同的数据类型。 

加法 

 加法操作符（+）的用法如下所示：  

  

var result = 1 + 2;  

  

如果两个操作符都是数值，执行常规的加法计算，然后根据下列规则返回结果：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 NaN，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 Infinity 加 Infinity，则结果是 Infinity；  

如果是-Infinity 加-Infinity，则结果是-Infinity；  

如果是 Infinity 加-Infinity，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0 加+0，则结果是+0；  

如果是 0 　 加 0　 ，则结果是 0　 ；  

如果是+0 加 0　 ，则结果是+0。  

不过，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字符串，那么就要应用如下规则：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字符串，则将第二个操作数与第一个操作数拼接起来；  

如果只有一个操作数是字符串，则将另一个操作数转换为字符串，然后再将两个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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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起来。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对象、数值或布尔值，则调用它们的 toString()方法取得相应的字

符串值，然后再应用前面关于字符串的规则。对于 undefined 和 null，则分别调用 String()

函数并取得字符串"undefined"和"null"。 

下面来举几个例子：  

  

var result1 = 5 + 5;       // 两个数值相加  

alert(result1);           // 10 

var result2 = 5 + "5";     // 一个数值和一个字符串相加  

alert(result2);           // "55"  

 

以上代码演示了加法操作符在两种模式下的差别。第一行代码演示了正常的情况，即 

5+5 等于 10（数值）。但是，如果将一个操作数改为字符串"5"，结果就变成了"55"（字符

串值），因为第一个操作数也被转换成了"5"。 

减法 

 减法操作符（-）是另一个极为常用的操作符，其用法如下所示：  

  

var result = 2 - 1;  

  

与加法操作符类似，ECMAScript 中的减法操作符在处理各种数据类型转换时，同样需

要遵循一些特殊规则，如下所示： 

如果两个操作符都是数值，则执行常规的算术减法操作并返回结果；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 NaN，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 Infinity 减 Infinity，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Infinity 减-Infinity，则结果是 NaN；  

如果是 Infinity 减-Infinity，则结果是 Infinity；  

如果是-Infinity 减 Infinity，则结果是-Inf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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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0 减+0，则结果是+0；  

如果是+0 减 -0，则结果是 -0； 

如果是-0 减 -0，则结果是+0；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字符串、布尔值、null 或 undefined，则先在后台调用 Number()

函数将其转换为数值，然后再根据前面的规则执行减法计算。如果转换的结果是 NaN，则

减法的结果就是 NaN；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则调用对象的 valueOf()方法以取得表示该对象的数值。如

果得到的值是 NaN，则减法的结果就是 NaN。如果对象没有 valueOf()方法，则调用其 

toString()方法并将得到的字符串转换为数值。 

下面几个例子展示了上面的规则：  

  

var result1 = 5 - true;    // 4，因为 true 被转换成了 1  

var result2 = NaN - 1;     // NaN  

var result3 = 5 - 3;       // 2  

var result4 = 5 - "";      // 5，因为"" 被转换成了 0  

var result5 = 5 - "2";     // 3，因为"2"被转换成了 2  

var result6 = 5 - null;    // 5，因为 null 被转换成了 0 

 

关系操作符 

 小于（<）、大于（>）、小于等于（<=）和大于等于（>=）这几个关系操作符用于对两

个值进行比较，比较的规则与我们在数学课上所学的一样。这几个操作符都返回一个布尔值，

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result1 = 5 > 3;    //true  

var result2 = 5 < 3;    //false 

 

与 ECMAScript 中的其他操作符一样，当关系操作符的操作数使用了非数值时，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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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转换或完成某些奇怪的操作。以下就是相应的规则：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数值，则执行数值比较。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字符串，则比较两个字符串对应的字符编码值。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数值，则将另一个操作数转换为一个数值，然后执行数值比较。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则调用这个对象的 valueOf()方法，用得到的结果按照前面的

规则执行比较。如果对象没有 valueOf()方法，则调用 toString()方法，并用得到的结果根据

前面的规则执行比较。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布尔值，则先将其转换为数值，然后再执行比较。 

相等操作符 

 确定两个变量是否相等是编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在比较字符串、数值和布尔值

的相等性时，问题还比较简单。但在涉及到对象的比较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早的 

ECMAScript 中的相等和不等操作符会在执行比较之前，先将对象转换成相似的类型。后来，

有人提出了这种转换到底是否合理的质疑。 后，ECMAScript 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供两组操

作符：相等和不相等——先转换再比较，全等和不全等——仅比较而不转换。 

相等和不相等 

 ECMAScript 中的相等操作符由两个等于号（==）表示，如果两个操作数相等，则返回 

true。而不相等操作符由叹号后跟等于号（!=）表示，如果两个操作数不相等，则返回 true。

这两个操作符都会先转换操作数（通常称为强制转型），然后再比较它们的相等性。 

 在转换不同的数据类型时，相等和不相等操作符遵循下列基本规则：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布尔值，则在比较相等性之前先将其转换为数值——false 转换为 

0，而 true 转换为 1；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字符串，另一个操作数是数值，在比较相等性之前先将字符串转换为

数值；  

如果一个操作数是对象，另一个操作数不是，则调用对象的 valueOf()方法，用得到的

基本类型值按照前面的规则进行比较； 

这两个操作符在进行比较时则要遵循下列规则： 

null 和 undefined 是相等的。  

要比较相等性之前，不能将 null 和 undefined 转换成其他任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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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操作数是 NaN，则相等操作符返回 false，而不相等操作符返回 true。重要

提示： 

即使两个操作数都是 NaN，相等操作符也返回 false；因为按照规则，NaN 不等于 NaN。  

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对象，则比较它们是不是同一个对象。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指向同一

个对象，则相等操作符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全等和不全等 

 除了在比较之前不转换操作数之外，全等和不全等操作符与相等和不相等操作符没有什

么区别。全等操作符由 3 个等于号（===）表示，它只在两个操作数未经转换就相等的情

况下返回 true，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result1 = ("55" == 55);    //true，因为转换后相等  

var result2 = ("55" === 55);   //false，因为不同的数据类型不相等 

 

不全等操作符由一个叹号后跟两个等于号（!==）表示，它在两个操作数未经转换就不

相等的情况下返回 true。例如： 

 

var result1 = ("55" != 55);     //false，因为转换后相等  

var result2 = ("55" !== 55);    //true，因为不同的数据类型不相等 

条件操作符 

 条件操作符应该算是 ECMAScript 中 灵活的一种操作符了，而且它遵循与 Java 中

的条件操作符相同的语法形式，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iable = boolean_expression ? true_value : false_value; 

 

 本质上，这行代码的含义就是基于对 boolean_expression 求值的结果，决定给变量 

variable 赋什么值。如果求值结果为 true，则给变量 variable 赋 true_value 值；如果求值结

果为 false，则给变量 variable 赋 false_value 值。再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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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max = (num1 > num2) ? num1 : num2;  

  

在这个例子中，max 中将会保存一个 大的值。这个表达式的意思是：如果 num1 大

于 num2（关系表达式返回 true），则将 num1 的值赋给 max；如果 num1 小于或等于 num2

（关系表达式返回 false），则将 num2 的值赋给 max。 

赋值操作符 

 简单的赋值操作符由等于号（=）表示，其作用就是把右侧的值赋给左侧的变量，如下

面的例子所示：  

  

var num = 10;  

  

如果在等于号（=）前面再添加乘性操作符、加性操作符或位操作符，就可以完成复合

赋值操作。这种复合赋值操作相当于是对下面常规表达式的简写形式：  

  

var num = 10;  

num = num + 10;  

  

其中的第二行代码可以用一个复合赋值来代替：  

  

var num = 10;  

num += 10;  

   

每个主要算术操作符（以及个别的其他操作符）都有对应的复合赋值操作符。 

逗号操作符 

 使用逗号操作符可以在一条语句中执行多个操作，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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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num1=1, num2=2, num3=3;  

  

逗号操作符多用于声明多个变量；但除此之外，逗号操作符还可以用于赋值。在用于赋

值时，逗号操作符总会返回表达式中的 后一项，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var num = (5, 1, 4, 8, 0); // num 的值为 0  

  

由于 0 是表达式中的 后一项，因此 num 的值就是 0。虽然逗号的这种使用方式并

不常见，但这个例子可以帮我们理解逗号的这种行为。 

语句 

 ECMA-262 规定了一组语句（也称为流控制语句）。从本质上看，语句定义了 

ECMAScript 中的主要语法，语句通常使用一或多个关键字来完成给定任务。语句可以很简

单，例如通知函数退出；也可以比较复杂，例如指定重复执行某个命令的次数。 

if语句 

 大多数编程语言中 为常用的一个语句就是 if 语句。以下是 if 语句的语法： 

 

 if (condition) statement1 else statement2 

 

 其中的 condition（条件）可以是任意表达式；而且对这个表达式求值的结果不一定是

布尔值。ECMAScript 会自动调用 Boolean()转换函数将这个表达式的结果转换为一个布尔

值。如果对 condition 求值的结果是 true，则执行 statement1（语句 1），如果对 condition 求

值的结果是 false，则执行 statement2（语句 2）。而且这两个语句既可以是一行代码，也可

以是一个代码块（以一对花括号括起来的多行代码）。请看下面的例子： 

 

 if (i > 25)  

     alert("Greater than 25.");              // 单行语句  

else {  

      alert("Less than or equal to 25.");     // 代码块中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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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hile语句 

 do-while 语句是一种后测试循环语句，即只有在循环体中的代码执行之后，才会测试

出口条件。换句话说，在对条件表达式求值之前，循环体内的代码至少会被执行一次。以下

是 do-while 语句的语法： 

  

 do {  

     statement  

} while (expression);  

  

下面是一个示例：  

  

var  i = 0;  

do {  

     i += 2;  

} while (i < 10);  

  

alert(i); 

 

在这个例子中，只要变量 i 的值小于 10，循环就会一直继续下去。而且变量 i 的值

初为 0，每次循环都会递增 2。 

while语句 

 while 语句属于前测试循环语句，也就是说，在循环体内的代码被执行之前，就会对出

口条件求值。因此，循环体内的代码有可能永远不会被执行。以下是 while 语句的语法： 

 

 while(expression)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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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示例：  

  

var i = 0;  

while (i < 10) { 

i += 2;  

} 

 

在这个例子中，变量 i 开始时的值为 0，每次循环都会递增 2。而只要 i 的值小于 10，

循环就会继续下去。 

 

for语句 

 for 语句也是一种前测试循环语句，但它具有在执行循环之前初始化变量和定义循环后

要执行的代码的能力。以下是 for 语句的语法： 

 

 for ( initialization;  expression;  post-loop-expression )  statement 

 

 下面是一个示例：  

 

var count = 10;  

for (var i = 0; i < count; i++){  

     alert(i);  

} 

 

以上代码定义了变量 i 的初始值为 0。只有当条件表达式（i<count）返回 true 的情况

下才会进入 for 循环，因此也有可能不会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如果执行了循环体中的代

码，则一定会对循环后的表达式（i++）求值，即递增 i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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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hile 循环做不到的，使用 for 循环同样也做不到。也就是说，for 循环只是把

与循环有关的代码集中在了一个位置。 

for‐in语句 

 for-in 语句是一种精准的迭代语句，可以用来枚举对象的属性。以下是 for-in 语句的语

法：  

  

for (property in expression) statement  

 

 下面是一个示例：  

  

for (var propName in window) {  

     document.write(propName);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 for-in 循环来显示了 BOM 中 window 对象的所有属性。每

次执行循环时，都会将 window 对象中存在的一个属性名赋值给变量 propName。这个过程

会一直持续到对象中的所有属性都被枚举一遍为止。 

ECMAScript 对象的属性没有顺序。因此，通过 for-in 循环输出的属性名的顺序是不可

预测的。但是，如果表示要迭代的对象的变量值为 null 或 undefined，for-in 语句会抛出错

误。ECMAScript 5 更正了这一行为；对这种情况不再抛出错误，而只是不执行循环体。为

了保证 大限度的兼容性，建议在使用 for-in 循环之前，先检测确认该对象的值不是 null 

或 undefined。  

break和 continue语句 

 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用于在循环中精确地控制代码的执行。其中，break 语句会立即

退出循环，强制继续执行循环后面的语句。而 continue 语句虽然也是立即退出循环，但退

出循环后会从循环的顶部继续执行。 

switch语句 

 switch 语句与 if 语句的关系 为密切，而且也是在其他语言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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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ECMAScript 中 switch 语句的语法与其他基于 C 的语言非常接近，如下所示： 

 

 switch (expression) {  

    case value: statement  

      break;  

    case value: statement  

      break;  

   case value: statement  

      break;  

    case value: statement  

break; 

  default: statement 

} 

 

switch 语句中的每一种情形（case）的含义是：“如果表达式等于这个值（value），则执

行后面的语句（statement）”。而 break 关键字会导致代码执行流跳出 switch 语句。如果省

略 break 关键字，就会导致执行完当前 case 后，继续执行下一个 case。 后的 default 关

键字则用于在表达式不匹配前面任何一种情形的时候，执行机动代码（因此，也相当于一个 

else 语句）。 

虽然 ECMAScript 中的 switch 语句借鉴自其他语言，但这个语句也有自己的特色。首

先，可以在 switch 语句中使用任何数据类型（在很多其他语言中只能使用数值），无论是字

符串，还是对象都没有问题。其次，每个 case 的值不一定是常量，可以是变量，甚至是表

达式。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switch ("hello world") {  

    case "hello" + " world":   

        alert("Greeting was found.");  

        break;  

    case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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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rt("Closing was found.");  

        break;  

    default:   

        alert("Unexpected message was found.");  

} 

函数 

 函数对任何语言来说都是一个核心的概念。通过函数可以封装任意多条语句，而且可以

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调用执行。ECMAScript 中的函数使用 function 关键字来声明，后

跟一组参数以及函数体。函数的基本语法如下所示： 

 

 function  functionName( arg0, arg1,...,argN ) {  

     statements  

}  

  

以下是一个函数示例：  

  

function sayHi(name, message) {  

      alert("Hello " + name + "," + message);  

}  

 

这个函数可以通过其函数名来调用，后面还要加上一对圆括号和参数（圆括号中的参数

如果有多个，可以用逗号隔开）。调用 sayHi()函数的代码如下所示：  

  

sayHi("Nicholas", "how are you today?"); 

 

ECMAScript 中的函数在定义时不必指定是否返回值。实际上，任何函数在任何时候都

可以通过 return 语句后跟要返回的值来实现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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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参数 

 ECMAScript 函数的参数与大多数其他语言中函数的参数有所不同。ECMAScript 函数

不介意传递进来多少个参数，也不在乎传进来参数是什么数据类型。也就是说，即便你定义

的函数只接收两个参数，在调用这个函数时也未必一定要传递两个参数。可以传递一个、三

个甚至不传递参数，而解析器永远不会有什么怨言。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是 ECMAScript 中

的参数在内部是用一个数组来表示的。函数接收到的始终都是这个数组，而不关心数组中包

含哪些参数（如果有参数的话）。如果这个数组中不包含任何元素，无所谓；如果包含多个

元素，也没有问题。实际上，在函数体内可以通过 arguments 对象来访问这个参数数组，

从而获取传递给函数的每一个参数。 

 其实，arguments 对象只是与数组类似（它并不是 Array 的实例），因为可以使用方括

号语法访问它的每一个元素（即第一个元素是 arguments[0]，第二个元素是 argumetns[1]，

以此类推），使用 length 属性来确定传递进来多少个参数。在前面的例子中，sayHi()函数的

第一个参数的名字叫 name，而该参数的值也可以通过访问 arguments[0]来获取。因此，那

个函数也可以像下面这样重写，即不显式地使用命名参数：  

  

function sayHi() {  

    alert("Hello " + arguments[0] + "," + arguments[1]);  

} 

没有重载 

 ECMAScript 函数不能像传统意义上那样实现重载。而在其他语言（如 Java）中，可

以为一个函数编写两个定义，只要这两个定义的签名（接受的参数的类型和数量）不同即可。

如前所述，ECMAScirpt 函数没有签名，因为其参数是由包含零或多个值的数组来表示的。

而没有函数签名，真正的重载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在 ECMAScript 中定义了两个名字相同的函数，则该名字只属于后定义的函数。

请看下面的例子：  

  

function addSomeNumber(num){  

    return num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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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addSomeNumber(num) {  

    return num + 200;  

}  

  

var result = addSomeNumber(100);    //300 

 

在此，函数 addSomeNumber()被定义了两次。第一个版本给参数加 100，而第二个版

本给参数加 200。由于后定义的函数覆盖了先定义的函数，因此当在 后一行代码中调用这

个函数时，返回的结果就是 300。 

如前所述，通过检查传入函数中参数的类型和数量并作出不同的反应，可以模仿方法的

重载。 

模块 

开发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程序不可能只用一个文件，通常需要把各个功能拆分、封装，

然后组合起来，模块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开发方式而诞生的。JARP 应用由模块组成，采用

CommonJS 模块规范。根据这个规范，每个文件就是一个模块，有自己的作用域。在一个文

件里面定义的变量、函数、类，都是私有的，对其他文件不可见。 

CommonJS 规范规定，每个模块内部，module 变量代表当前模块。这个变量是一个对

象，它的 exports 属性（即 module.exports）是对外的接口。加载某个模块，其实是加载该模

块的 module.exports 属性。 

例： 

var x = 5; 

var addX = function (value) { 

  return value + x; 

}; 

module.exports.x = x; 

module.exports.addX = ad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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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代码通过 module.exports 输出变量 x 和函数 addX。 

 

require 方法用于加载模块。 

 

var example = require('./example.js'); 

 

console.log(example.x); // 5 

console.log(example.addX(1)); // 6 

 

CommonJS 模块的特点如下： 

1、所有代码都运行在模块作用域，不会污染全局作用域。 

2、模块可以多次加载，但是只会在第一次加载时运行一次，然后运行结果就被缓存了，

以后再加载，就直接读取缓存结果。要想让模块再次运行，必须清除缓存。 

3、模块加载的顺序，按照其在代码中出现的顺序。 

详情请参考 http://javascript.ruanyifeng.com/nodejs/module.html 

异步式 I/O 模型 

JARP 应用 大的特点就是异步式 I/O（或者非阻塞 I/O）与事件紧密结合的编程模式。

这种模式与传统的同步式 I/O 线性的编程思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控制流很大程度上要靠

事件和回调函数来组织，一个完整的逻辑要拆分为若干个单元。 

源代码结构 

应用基本架构：主程序（1 个）+ 自定义外置模块（0 或多个）。 

主程序的内容分为两部分：1、导入所需模块  2、业务逻辑。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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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外置模块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1、导入所需模块 2、业务逻辑 3、导出接口对

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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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当使用 require 函数调用模块时， 若传递给 require 函数的参数为被调用模块的相对

路径，则该路径是相对于调用模块的路径 

入门简例 

var gui = require("gui"); //获取内置 gui模块接口 

gui.initialize();  //gui初始化 

var ESC = 1; //ESC键码 

var OK = 59; //OK键码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获取对话框封装对象 



 

 45 / 185 
http://www.nlscan.com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注册 onInitdialog事件回调 

    var static = gui.getstaticwrap(); 

    static.createstatic(dialog, 0, 30, 60, 100, 20, static.SS_CENTER, 

''); 

        var button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static.setstatic('hello world'); 

    }); 

    button.createbutton(dialog, 0, 50, 100, 50, 15, 'hello'); 

    button.setfocus();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注册 onKeydown事件回调 

    if(key == OK){ 

        

    }else if(key ==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销毁对话框 

        gui.release();  //退出 gui事件循环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dialog');  //创建对话框 

特殊数据类型 

Buffer类型 

Buffer 类型是一个特殊的内置数据类型，可用于存储二进制数据，可以直接通过构造函

数创建对象实例。 

例： var buf = new Buffe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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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函数 

new Buffer(size) 

功能描述： 分配 size 字节长度的 Buffer 对象 

参数： size: Number 

返回值： Buffer 对象 

 

new Buffer(buffer) 

功能描述： 从旧的 buffer 复制出一个新的 buffer 对象 

参数： buffer: Buffer类型 

返回值： Buffer 对象 

 

new Buffer(str) 

功能描述： 由字符串生成一个 buffer 对象 

参数： str:  字符串 

返回值： Buffer 对象 

属性 

length 

buffer 对象的字节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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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uffer.byteLength(string[, encoding]) 

功能描述： 获取字符串的字节数 

参数： string: String 

 encoding: String 

返回值： 字节数：Number 

Buffer.concat(list) 

功能描述： 合并多个 buffer 

参数： list: 多个 buffer组成的数组 

返回值： 合并之后的 buffer 对象 

例子： 

 

var buf1 = new Buffer('aaaaaa'); 

var buf2 = new Buffer('bbbbbb'); 

 

console.log(Buffer.concat([buf1,buf2])); 

 

输出结果： 

aaaaaabbbbbb 

buffer.isBuffer(object) 

功能描述： 判断 object 对象是否为 Buffer 对象 

参数： Object: 某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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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布尔值（是 Buffer 对象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buffer.equals(otherBuffer) 

功能描述： 判断 otherBuffer 对象是否与 this 对象相等 

参数： otherBuffer: 某个 Buffer对象 

返回值： 布尔值（相等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buffer.compare(otherBuffer) 

功能描述： 比较 buffer 对象与 otherBuffer 对象的内容 

参数： otherBuffer: 某个 Buffer对象 

返回值： 小于（< 0）相等（0）大于（> 0） 

 

buffer.copy( target[, targetStart][, sourceStart][, sourceEnd] ) 

功能描述： 进行不同 buffer 之间的复制替换操作 

从源 buffer 复制数据并替换到目标 buffer 的指定位置 

参数： targetBuffer：  目标 buffer，执行复制替换的 buffer 

targetStart：   目标 buffer数据替换的起始位置，默认

为 0 

sourceStart：   源 buffer数据复制的起始位置，默认为

0 

sourceEnd：     源 buffer 数据复制的结束位置，默认为

buffer的字节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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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复制的字节数 

 

例子： 

 

var buf1 = new Buffer('aaaaaa'); 

var buf2 = new Buffer('bbbbbb'); 

 

buf1.copy(buf2, 3, 3, 6); 

console.log(buf1.toString()); 

console.log(buf2.toString()); 

 

输出结果： 

aaaaaa 

bbbaaa 

 

在该例子中，提取了 buf1 序号 3 到 6（不包含）之间的数据，将数据复制到 buf2 中，

从 buf2 的 位置 3 开始替换。 

buffer.write(string[, offset[, length]]) 

功能描述： 将 string 字符串写入 Buffer 对象 

参数： string:  字符串 

offset:  默认: 0 – 开始写入的初始位置 

length： 默认: buffer.length – 要写入的字节长度 

返回值： 写入的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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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slice([start], [end]) 

功能描述： 返回一个新的 buffer 对象,这个新 buffer 和老 buffer 公用一个内

存。 

但是被 start 和 end 索引偏移缩减了（比如,一个 buffer 里有 1 到

10个字节,我们只想要4-8个字节,就可以用这个函数buf.slice(4,8)，

因为共用内存，所以修改新的 buffer 后，老 buffer 的内容同样也

会被修改） 

参数： start ‐ default to 0 ‐ 起始位置（包含） 

end ‐ default to buff.length – 结束位置（不包含） 

返回值： 新的 Buffer 对象 

例子： 

 

var buf1 = new Buffer('aaaaaa'); 

var buf2 = buf1.slice(0, 3); 

 

console.log(buf1.toString()); 

console.log(buf2.toString()); 

 

输出结果： 

aaaaaa 

aaa 

buffer.toString( [start] [, end] ) 

功能描述： 将 Buffer 对象转换成字符串 

参数： start ‐ default to 0 ‐ 起始位置（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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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   default to buff.length – 结束位置（不包含） 

返回值： 指定区间内的字符串 

buffer.toU32(start) 

功能描述： 将 Buffer 对象中从 start开始的 4 个字节数据 解释成 32位无符号

整型数 

参数： start ‐ default to 0 ‐ 起始位置 

返回值： 返回 32 位无符号整型数字 

buffer.toU16(start) 

功能描述： 将 Buffer 对象中从 start开始的 2 个字节数据 解释成 16位无符号

整型数 

参数： start ‐ default to 0 ‐ 起始位置 

返回值： 返回 16 位无符号整型数字 

buffer.toU8(start) 

功能描述： 将 Buffer 对象中从 start 开始的 1 个字节数据 解释成 8 位无符号

整型数 

参数： start ‐ default to 0 ‐ 起始位置 

返回值： 返回 8 位无符号整型数字 

buffer.setU32(start,value) 

功能描述： 将 32 位无符号整型数存入 Buffer 对象 

参数： start ‐ default to 0 ‐ 起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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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 

buffer.setU16(start,value) 

功能描述： 将 16 位无符号整型数存入 Buffer 对象 

参数： start ‐ default to 0 ‐ 起始位置 

返回值： 无 

buffer.setU8(start,value) 

功能描述： 将 8 位无符号整型数存入 Buffer 对象 

参数： start ‐ default to 0 ‐ 起始位置 

返回值： 无 

 

JSON类型 

解释器内置 JSON 解析接口。 

方法 

JSON.stringify(object) 

功能描述： 将 object 对象转换成 json 字符串 

参数： object：JS对象 

返回值： json 字符串 

JSON.parse(jsonstr) 

功能描述： 将 json 字符串解析成 object 对象 

参数： jsonstr：json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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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JS 对象 

范例 

console.debug = true;  

var o = {x:1, y:{z:[false,null,""]}}; 

s = JSON.stringify(o);  //生成 json字符串 

console.log(s); 

p = JSON.parse(s);  //解析 json字符串 

console.log(p); 

 

调试接口 

console.debug 

调试开关，将 debug 属性设置为 true，则打开调试，log 信息会被输出；将 debug 属性

设置为 false，则关闭调试，log 信息不会输出。 

ps. 默认为关闭调试。 

console.file(logstr) 

功能描述： 将 logstr 信息输出到/var/log/iotjslog.txt 日志文件中 

参数： logstr：log信息    String 

返回值： 无 

例子： 

console.file('log1'); 

console.file('lo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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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模块 

gui模块： 

包含基本绘图和窗口管理的 API 接口 

调用方法： var gui = require(‘gui’); 

键码定义 

按键 键码 

KEY_OK 59 

KEY_ESC 1 

KEY_LEFT 105 

KEY_RIGHT 106 

KEY_DOWN 108 

KEY_UP 103 

KEY_1 2 

KEY_2 3 

KEY_3 4 

KEY_4 5 

KEY_5 6 

KEY_6 7 

KEY_7 8 

KEY_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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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_9 10 

Methods 

gui.initialize( ) 

功能描述： 初始化 gui 模块（调用其他 gui 方法前必须先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gui.release( ) 

功能描述： 释放 gui 模块（退出 gui 事件循环）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gui.releasedc( hdc ) 

功能描述： 释放窗口 dc 句柄 

参数： 窗口 dc 句柄 

返回值： 无 

gui.createcompatibledc(hdc) 

功能描述： 获取内存 dc 句柄 

参数： 窗口 dc 句柄 

返回值： 内存 dc 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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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etecompatibledc(mhdc) 

功能描述： 释放内存 dc 句柄 

参数： 内存 dc 句柄 

返回值： 无 

gui.bitblt(hsdc,sx,sy,sw,sh,hddc,dx,dy,dwRop) 

功能描述： 位块传送（把内存或显示 RAM 中的某块矩形区域的颜色数据复制

到另一个内存或显示区域） 

参数： hsdc：源设备上下文 

sx,sy：源设备上下文中所选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sw,sh：所选矩形的宽度和高度 

hddc：目标设备上下文 

dx,dy：目标设备上下文中目标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dwRop：光栅操作，目前被忽略 

返回值： 无 

gui.setpixelrgb(hdc, x, y, rgb) 

功能描述： 设置像素的 rgb 值 

参数： hdc：dc 句柄 

x：横坐标 

y：纵坐标 

rgb： Object 类型（数据成员： r、g、b； 取值 0~255）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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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getpixelrgb(hdc, x, y) 

功能描述： 获取像素的 rgb 值 

参数： hdc：dc 句柄 

x：横坐标 

y：纵坐标 

返回值： rgb 对象  Object 类型（数据成员： r、g、b； 取值 0~255） 

gui.lineto( hdc, x, y ) 

功能描述： 画线（定位终点）   ps：先调用 moveto 函数，再调用 lineto 函数 

参数： hdc 窗口 dc 

x 终点的 x 坐标 

y 终点的 y 坐标 

返回值 无 

gui.moveto( hdc ,x ,y ) 

功能描述： 画线（定位起点）   ps：先调用 moveto 函数，再调用 lineto 函数 

参数： hdc 窗口 dc 

x 起点的 x 坐标 

y 起点的 y 坐标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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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circle( hdc, sx, sy, r ) 

功能描述： 画圆 

参数： hdc 主窗口 dc 

sx 圆心的 x 坐标 （单位： 像素） 

sy 圆心的 y 坐标  （单位： 像素） 

r 半径  （单位： 像素） 

返回值 无 

gui.rectangle( hdc, x0, y0, x1, y1 ) 

功能描述： 画矩形 

参数： hdc 窗口 dc 

X0 左上角的 x 坐标 

Y0 左上角的 y 坐标 

X1 右下角的 x 坐标 

Y1 右下角的 y 坐标 

返回值 无 

gui.textout( hdc, x, y, str ) 

功能描述： 输出文本 

参数： hdc 窗口 dc 

x 左上角的 x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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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左上角的 y 坐标 

str 字符串 

返回值 无 

gui.drawtext(hdc, x0, y0, x1, y1, str, format) 

功能描述： 格式化显示文本 

参数： hdc：dc 句柄 

x0：横坐标（左上角） 

y0：纵坐标（左上角） 

x1：横坐标（右下角） 

y1：纵坐标（右下角） 

str：文本 

format：文本显示格式 

DT_LEFT：左对齐 

DT_CENTER：居中对齐 

DT_RIGHT：右对齐 

返回值： 无 

gui.getScrRight( ) 

功能描述： 获取屏幕宽度 

参数： 无 

返回值： 屏幕宽度（单位：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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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getScrBottom( ) 

功能描述： 获取屏幕高度 

参数： 无 

返回值： 屏幕高度（单位：像素） 

gui.messagebox(text, title) 

功能描述： 创建提示对话框 

参数： Title  字符串 标题 

Text  字符串 消息内容 

返回值： 无 

gui.messageboxYN(text, title) 

功能描述： 创建选择对话框 

参数： Title  字符串 标题 

Text  字符串 消息内容 

返回值 布尔值 

gui.getwin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窗口封装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普通窗口封装对象句柄 win 

Ps. 1、只能在窗口上绘制矩形、直线等图形； 

2、不要在窗口上创建控件、消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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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以窗口为父对象，创建对话框 

win.createwindow( id, title, [ parent ] ) 

功能描述： 创建窗口 

参数： id    任意整数  窗口 id 

title   字符串 窗口标题 

parent（可选） 父窗口句柄 

返回值： 无 

win.destroywindow( ) 

功能描述： 销毁窗口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win.invalidaterect (x0, y0, x1, y1, bEraseBkgnd) 

功能描述： 将选定矩形区域无效化（刷新） 

参数： x0、x1、y0、y1：矩形坐标 

bEraseBkgnd：背景擦除标志 --- 布尔值 

返回值： 无 

win.getclientdc( ) 

功能描述： 获取绘图句柄 

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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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dc 句柄 

win.on(event,callback) 

功能描述： 注册事件回调函数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callback 回调函数 

可接收事件： 

（event可接受的值）

'onCreate' 描述： 主窗口创建后产生 

接收参数： 无 

'onPaint' 描述： 主窗口刷新时产生 

接收参数： hdc：主窗口 dc 句柄 

'onKeydown' 描述： 主窗口接收到键按下消息时产生 

接收参数： key：键值 

'onKeyup' 描述： 主窗口接收到键松开消息时产生 

接收参数： key：键值 

'onChar' 描述： 接收按键字符 

接收参数： Char：字符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获取内置 gui模块接口 

 

gui.initialize();  //gui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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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ESC = 1;  //ESC键码 

var OK = 59;  //OK键码 

 

var win = gui.getwinwrap();  //获取窗口封装对象 

 

win.on('onPaint', function(hdc){  //注册 onPaint事件回调 

 

    gui.circle(hdc, 100, 80, 40);  //画圆 

    gui.drawtext(hdc, 0, 0, 60, 20, 'drawtext', 

gui.drawtext.DT_CENTER); //显示文本（可设置显示样式） 

    gui.textout(hdc, 0, 20, 'textout');  //显示文本 

    gui.rectangle(hdc, 2, 40, 40, 60);  //画矩形 

    gui.moveto(hdc, 2, 40);   //画线段 

    gui.lineto(hdc, 40, 60); 

     

}); 

 

win.on('onKeydown', function(key){  //注册 onKeydown事件回调 

    if(key == OK){ 

         

    }else if(key == ESC){ 

        win.destroywindow(); //销毁窗口 

        gui.release();  //退出 gui事件循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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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reatewindow(0, 'Window');  //创建窗口 

 

gui.getdialog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对话框封装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对话框封装对象句柄 dialog 

Ps. 只能在对话框上创建控件、消息框；不能绘制图形（矩形、直线等） 

Ps. 一个封装对象只能创建一个实例，其他控件也一样 

dialog.createdialogbox( id, title, [ parent ] ) 

功能描述： 创建对话框 

参数： Id   数字型 对话框 id （任意整数） 

Title 字符串型 对话框标题 

Parent  句柄（可选） 父对象句柄（ps. 父对象可以

是窗口或对话框） 

返回值： 无 

dialog.destroydialogbox( ) 

功能描述： 销毁对话框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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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setcaption(caption) 

功能描述： 设置对话框的标题 

参数： Caption  字符串 标题 

返回值： 无 

dialog.on(event,callback) 

功能描述： 注册回调函数 

参数： event  字符串 事件名称 

callback  函数 回调函数 

可接收事件： 

（event 参数可接受

的值） 

'onInitdialog' 描述： 对话框创建完成之后调用该

回调函数（ps. 所有的子控件

必须在该函数内创建） 

 回调参数： 无 

'onKeydown' 描述： 按键响应 

 回调参数： Key：键码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获取内置 gui模块接口 

 

gui.initialize();  //gui初始化 

 

var ESC = 1; //ESC键码 

var OK = 59; //OK键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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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获取对话框封装对象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注册 onInitdialog事件回调 

 

    var static = gui.getstaticwrap(); 

    static.createstatic(dialog, 0, 30, 60, 100, 20, static.SS_CENTER, 

'Hello World'); 

    static.setfocus();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注册 onKeydown事件回调 

 

    if(key == OK){ 

         

    }else if(key ==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销毁对话框 

        gui.release();  //退出 gui事件循环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dialog');  //创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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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getlistbox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列表框封装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列表框封装对象句柄 listbox 

listbox.createlistbox(hdb, id, x, y, w, h) 

功能描述： 创建列表框 

参数： hdb 父窗口句柄 

id 列表框 id 

x 横坐标 x 

y 纵坐标 y 

w 宽度 w 

h 高度 h 

返回值： 无 

Ps. 必须先创建列表框(调用 createlistbox 方法)，然后再添加选项（调用 addlistbox 方法）。 

listbox.addlistbox(text) 

功能描述： 添加列表框的选项 

参数： Text 文本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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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box.setlistbox(sel) 

功能描述： 选择列表框的选项 

参数： sel 选项的索引（从 0 开始编号）

返回值： 无 

listbox.setfocus( ) 

功能描述： 将列表框设置为获取焦点 

参数： 无 

Ps. 当多个控件都调用了 setfocus（）时， 后一个调用 setfocus（）的控件获取到焦点。 

listbox.on(event,callback) 

功能描述： 注册事件回调函数 

参数： event 事件 

callback 回调函数 

可接收事件： 'onListboxEnter' 描述： 列表框接收到 enter 按键消息时

产生 

回调参数： cur_sel：当前选中列表项的索引

（从 0 开始编号） 

'onListboxSelchange' 描述： 切换列表项时产生 

回调参数： cur_sel：当前选中列表项的索引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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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获取内置 gui模块接口 

 

gui.initialize();  //gui初始化 

 

var ESC = 1; //ESC键码 

var OK = 59; //OK键码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获取对话框封装对象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注册 onInitdialog事件回调 

 

    var listbox = gui.getlistboxwrap(); //获取列表框封装对象 

    listbox.on('onListboxEnter', function(cur_sel){ 

        gui.messagebox('选中第'+(cur_sel+1)+'项', '提示'); 

    }); 

    listbox.createlistbox(dialog, 0, 30, 30, 80, 60);  //创建列表框 

    listbox.addlistbox('item1');  //添加列表项 

    listbox.addlistbox('item2'); 

    listbox.addlistbox('item3'); 

    listbox.addlistbox('item4'); 

    listbox.addlistbox('item5'); 

    listbox.addlistbox('item6'); 

    listbox.addlistbox('item7'); 

    listbox.addlistbox('item8'); 

    listbox.setfocus(); //获取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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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注册 onKeydown事件回调 

 

    if(key ==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销毁对话框 

        gui.release();  //退出 gui事件循环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dialog');  //创建对话框 

 

gui.getstatic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静态框封装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静态框封装对象句柄 static 

static.createstatic(hdb, id, x, y, w, h, style, text) 

功能描述： 创建静态框 

参数： hdb 父窗口句柄 

id 静态框 id 

x 横坐标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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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纵坐标 y 

w 宽度 w 

h 高度 h 

style 文本显示风格： 

SS_LEFT     左对齐 

SS_CENTER  居中对齐 

SS_RIGHT    右对齐 

text 文本 

返回值： 无 

static.setstatic(text) 

功能描述： 设置静态框的内容 

参数： Text 文本 

返回值： 无 

static.setfocus( ) 

功能描述： 将静态框设置为获取焦点 

参数： 无 

Ps. 当多个控件都调用了 setfocus（）时， 后一个调用 setfocus（）的控件获取到焦点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获取内置 gui模块接口 

 

gui.initialize();  //gui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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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ESC = 1; //ESC键码 

var OK = 59; //OK键码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获取对话框封装对象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注册 onInitdialog事件回调 

 

    var static = gui.getstaticwrap(); //获取静态框封装对象 

    static.createstatic(dialog, 0, 30, 60, 100, 20, static.SS_CENTER, 

'Hello World');  //创建静态框 

    static.setfocus(); //获取焦点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注册 onKeydown事件回调 

 

    if(key ==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销毁对话框 

        gui.release();  //退出 gui事件循环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dialog');  //创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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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getbutton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按钮封装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按钮封装对象句柄 button 

button.createbutton(hdb, id, x, y, w, h, text) 

功能描述： 创建按钮 

参数： hdb 父窗口句柄 

id 按钮 id 

x 横坐标 x 

y 纵坐标 y 

w 宽度 w 

h 高度 h 

text 按钮文本 

返回值： 无 

 

button.setfocus( ) 

功能描述： 将按钮设置为获取焦点 

参数： 无 

Ps. 当多个控件都调用了 setfocus（）时， 后一个调用 setfocus（）的控件获取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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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on.on(event, callback) 

功能描述： 注册事件回调函数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callback 回调函数 

可接收事件： 'onButtonClicked' 描述： 按钮被按下时产生 

接收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获取内置 gui模块接口 

 

gui.initialize();  //gui初始化 

 

var ESC = 1; //ESC键码 

var OK = 59; //OK键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var button = gui.getbuttonwrap(); //获取 button封装对象 

    button.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注册 onButtonClicked

事件回调 

        gui.messagebox('onButtonClicked', 'ti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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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createbutton(dialog, 0, 50, 50, 60, 20, 'button');  //创

建按钮 

    button.setfocus();  //获取焦点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if(key ==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销毁对话框 

        gui.release();  //退出 gui事件循环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dialog'); 

 

gui.getsledit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单行编辑框封装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单行编辑框封装对象句柄 sledit 

sledit.createsledit(hdb, id, x, y, w, h) 

功能描述： 创建单行编辑框 

参数： hdb 父窗口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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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选择框 id 

x 横坐标 x 

y 纵坐标 y 

w 宽度 w （单位：像素） 

h 高度 h  （单位： 像素） 

返回值 无 

sledit.setsledit(text) 

功能描述： 设置单行编辑框的内容 

参数： Text 文本 

返回值： 无 

sledit.setfocus() 

功能描述： 将单行编辑框设置为获取焦点 

参数： 无 

Ps. 当多个控件都调用了 setfocus（）时， 后一个调用 setfocus（）的控件获取到焦点。 

sledit.on(event,callback) 

功能描述： 注册事件回调函数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callback 回调函数 

可 支 持 事 'onEditChange' 描述： 编辑框内容改变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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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接收参数： text：编辑框文本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gui.initialize();  //gui初始化 

 

var ESC = 1; //ESC键码 

var OK = 59; //OK键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var sledit = gui.getsleditwrap(); //获取单行编辑框封装对象 

    sledit.on('onEditChange', function(text){  //注册 onEditChange事

件回调 

        gui.messagebox(text, '提示'); 

    }); 

    sledit.createsledit(dialog, 0, 30, 50, 100, 20);  //创建单行编辑框 

    sledit.setsledit('sledit');  //设置单行编辑框的文本内容 

    sledit.setfocus();  //获取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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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if(key ==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gui.release();  //退出 gui事件循环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dialog'); 

gui.getmledit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多行编辑框封装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多行编辑框封装对象句柄 mledit 

 

mledit.createmledit(hdb, id, x, y, w, h) 

功能描述： 创建多行编辑框 

参数： hdb 父窗口句柄 

id 选择框 id 

x 横坐标 x 

y 纵坐标 y 

w 宽度 w （单位：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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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高度 h  （单位： 像素） 

返回值 无 

mledit.setmledit(text) 

功能描述： 设置多行编辑框的内容 

参数： text 文本 

返回值： 无 

mledit.setfocus() 

功能描述： 将多行编辑框设置为获取焦点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Ps. 当多个控件都调用了 setfocus（）时， 后一个调用 setfocus（）的控件获取到焦点。 

mledit.on(event,callback) 

功能描述： 注册事件回调函数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callback 回调函数 

可 支 持 事

件： 

'onEditChange' 描述： 编辑框内容改变时产生 

接收参数： text：编辑框文本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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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initialize();  //gui初始化 

 

var ESC = 1; //ESC键码 

var OK = 59; //OK键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var mledit = gui.getmleditwrap(); //获取多行编辑框封装对象 

    mledit.on('onEditChange', function(text){  //注册 onEditChange事

件回调 

        gui.messagebox(text, '提示'); 

    }); 

    mledit.createmledit(dialog, 0, 30, 50, 100, 40);  //创建多行编辑框 

    mledit.setmledit('mledit');  //设置多行编辑框的文本内容 

    mledit.setfocus();  //获取焦点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if(key ==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gui.release();  //退出 gui事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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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dialog'); 

 

gui.getcombobox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下拉选择框封装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下拉选择框封装对象句柄 combobox 

 

combobox.createcombobox(hdb, id, x, y, w, h) 

功能描述： 创建下拉选择框 

参数： hdb 父窗口句柄 

id 选择框 id 

x 横坐标 x 

y 纵坐标 y 

w 宽度 w （单位：像素） 

h 高度 h  （单位： 像素）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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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obox.addlistbox(text) 

功能描述： 添加下拉选择框的选择项 

参数： text 选择项文本 

返回值： 无 

combobox.setcursel( sel ) 

功能描述： 选中下拉选择框的选项 

参数： sel 选项编号 

返回值： 无 

combobox.getcursel( ) 

功能描述： 获取当前选中项的编号 

参数： 无  

返回值： 选项编号 

combobox.setfocus( ) 

功能描述： 将下拉选择框设置为获取焦点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Ps. 当多个控件都调用了 setfocus（）时， 后一个调用 setfocus（）的控件获取到焦点。 

combobox.on(event,callback) 

功能描述： 注册事件回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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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callback 回调函数 

可 支 持 事

件： 

'onEditChange' 描述： 组合框内容改变时产生 

接收参数： text：编辑框文本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gui.initialize();  //gui初始化 

 

var ESC = 1; //ESC键码 

var OK = 59; //OK键码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var combobox = gui.getcomboboxwrap(); //获取组合框封装对象 

    combobox.on('onEditChange', function(text){ 

        gui.messagebox(text, '组合框内容'); 

    }); 

    combobox.createcombobox(dialog, 0, 30, 10, 80, 20);  //创建组合框 

    combobox.addlistbox('item1');  //添加选项 

    combobox.addlistbox('ite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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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bobox.addlistbox('item3'); 

    combobox.addlistbox('item4'); 

    combobox.addlistbox('item5'); 

    combobox.addlistbox('item6'); 

    combobox.addlistbox('item7'); 

    combobox.addlistbox('item8'); 

    combobox.setfocus(); //获取焦点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if(key ==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销毁对话框 

        gui.release();  //退出 gui事件循环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dialog'); 

 

gui. getprogressbar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进度条封装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进度条封装对象句柄 progress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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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bar.createprogressbar( hdb, id, x, y, w, h ) 

功能描述： 创建进度条 

参数： hdb 父窗口句柄 

id 选择框 id 

x 横坐标 x 

y 纵坐标 y 

w 宽度 w （单位：像素） 

h 高度 h  （单位： 像素） 

返回值 无 

progressbar. setrange(min, max ) 

功能描述： 设置进度条的数值范围 

参数： min： 小值 

max： 大值 

返回值： 无 

progressbar. setstep( step ) 

功能描述： 设置进度条的步长 

参数： step：步长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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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bar. setpos( pos ) 

功能描述： 设置进度条的位置 

参数： pos：位置 

返回值： 无 

progressbar. stepit( ) 

功能描述： 使进度步进，新的进度将等于当前进度加步进值的结果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progressbar. deltapos( delta ) 

功能描述： 在当前进度基础上加上偏移量，从而改变进度值 

参数： delta：偏移量 

返回值： 无 

progressbar.setfocus() 

功能描述： 将进度条设置为获取焦点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Ps. 当多个控件都调用了 setfocus（）时， 后一个调用 setfocus（）的控件获取到焦点。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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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initialize();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var progressbar = gui.getprogressbarwrap(); 

    progressbar.createprogressbar(dialog, 0, 20, 50, 80, 20); 

    progressbar.setrange(0, 100); 

    progressbar.setstep(2); 

    progressbar.setpos(0); 

 

    var button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dialog.destroydialogbox(); 

        gui.release(); 

        clearInterval(timer); 

    }); 

    button.createbutton(dialog, 0, 50, 100, 50, 15, '退出'); 

    button.setfocus(); 

 

    var button2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2.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progressbar.deltapos(-100); 

    }); 

    button2.createbutton(dialog, 0, 50, 80, 50, 15, '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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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timer = setInterval(function(){ 

        progressbar.stepit(); 

    }, 200);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Dialog'); 

fs模块： 

包含文件和目录操作 API 的内置模块。 

调用方法： var fs = require(‘fs’); 

Methods 

Ps. 当 path 参数使用相对路径时，是指相对于操作系统当前工作目录。 

fs.exists(path, callback) 

功能描述： 测试某个路径下的文件是否存在（异步） 

参数： path：文件路径       字符串 

callback：回调函数    包含一个参数 exists，true 则文件存在，

否则是 false 

返回值： 无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fs.exists('/etc/passwd', function (exists) { 

    console.log(exists ? "it's there" : "no passw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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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existsSync(path) 

功能描述： 判断文件是否存在（同步） 

参数： path：文件路径     字符串 

返回值： true ：文件存在 

false：文件不存在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console.log( fs.existsSync('/etc/passwd') ? "it's there" : "no 

passwd!" ); 

 

fs.statSync(path) 

功能描述： 获取文件信息，返回一个 stat 对象（包含文件或目录的详细信息） 

参数： path   文件路径 

返回值： stat 对象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var statInfo = fs.statSync('demo.txt'); 

console.log(statInfo); 

 

stat.dev 

该属性值为文件或者目录所在设备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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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mode 

该属性值为使用数值形式代表的文件或目录的权限标志。 

stat.nlink 

该属性值为文件或者目录的硬连接数量。 

stat.uid 

该属性值为文件或者目录的所有者的用户 ID。 

stat.gid 

该属性值为文件或目录的所有者的组 ID。 

stat.rdev 

该属性值为字符设备文件或块设备文件所在设备 ID。 

stat.blksize 

文件的块大小，所谓块大小就是文件系统在给文件分配空间时的 小单位。 

stat.ino 

该属性值为文件或者目录的索引编号。 

stat.size 

该属性值为文件尺寸(即文件中的字节数)。 

stat.blocks 

文件包含的块数。 

stat.isDirectory( ) 

功能描述： 判断是否为目录 

参数： 无 

返回值： 确定为目录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stat.isFile( ) 

功能描述： 判断是否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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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无 

返回值： 确定为文件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fs.fstatSync(fd) 

功能描述： 获取文件信息，返回一个 stat 对象（包含文件的详细信息） 

参数： fd: 文件句柄 

返回值： stat 对象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fs.open('demo.txt', 'a', function(err,fd){ 

 if(err){ 

  throw err; 

 } 

 console.log('file open'); 

  

 var statInfo = fs.fstatSync(fd); 

 console.log(statInfo); 

  

 fs.close(fd , function(){ 

  console.log('file clo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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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open(path, flags［, mode］,callback) 

功能描述： 以异步方式打开文件 

参数： path：文件路径       字符串 

flags：打开标志       字符串 

可选值： 

'r' -   以读取模式打开文件。 

'r+' - 以读写模式打开文件 

'w' - 以读取模式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w+' - 以读写模式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a' - 以追加模式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a+' - 以读取追加模式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mode：用于创建文件时给文件制定权限，默认 0666，可省略

callback：回调函数    Function(err， fd） 

err：异常对象 

                      fd：文件描述符 

返回值： 无 

fs.close( fd, [callback(err)] ) 

功能描述： 以异步方式关闭文件 

参数： fd： 文件 open 时传递的文件描述符 

callback(err)： 回调函数，传递一个 err 参数 

   err：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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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fs.open('demo.txt', 'a', function(err,fd){ 

 if(err){ 

  throw err; 

 } 

 console.log('file open'); 

  

 fs.close(fd , function(err){ 

  if(err){ 

      console.log(err.toString()); 

  }else{ 

      console.log('file close'); 

  } 

 }); 

}); 

 

fs.openSync(path，flags［，mode］) 

功能描述： 以同步方式打开文件 

参数： path：（String）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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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gs：（String） 打开标志 

可选值： 

'r' -   以读取模式打开文件 

'r+' - 以读写模式打开文件 

'w' - 以读取模式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w+' - 以读写模式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a' - 以追加模式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a+' - 以读取追加模式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mode：用于创建文件时给文件制定权限，默认 0666，可省略

返回值： fd：文件描述符 

fs.closeSync(fd) 

功能描述： 以同步方式关闭文件 

参数： fd： 文件 open 时传递的文件描述符 

返回值： 关闭成功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fs.open('demo.txt', 'a', function(err,fd){ 

 if(err){ 

  throw err; 

 } 

 console.log('file open'); 

 if(fs.closeSyn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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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file close'); 

}); 

 

fs.read(fd,buffer,offset,length,position,[callback(err,bytesRead,buffer)]) 

功能描述： 根据指定的文件描述符 fd 来读取文件数据并写入 buffer 指

向的缓冲区对象（异步方式） 

参数： fd：文件描述符 

buffer：Buffer 对象，文件数据将被写入其中   Buffer 类型 

offset：buffer 写入的偏移量      Number 

length：指定文件读取字节数长度   Number 

position：指定文件读取的起始位置  Number 

callback：  回调传递了三个参数，err，bytesRead，buffer 

· err  异常 

· bytesRead：读取的字节数 

· buffer：Buffer 对象 

返回值： 无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fs.open('123.txt', 'r', function(err,fd){ 

    if(err){ 

        console.log(err.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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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 

     

    var buf = new Buffer(8); 

    fs.read(fd, buf, 0, 8, 0, function(err, bytesRead, buffer){ 

        if(err){ 

            console.log(err); 

            return; 

        } 

        console.log('bytesRead: ' + bytesRead); 

        console.log(buffer.toString()); 

    }); 

}); 

 

fs.readSync ( fd, buffer, offset, length, position ) 

功能描述： 同步版的 fs.read()  

方法将返回一个 bytesRead（读取的字节数） 

参数： fd：文件描述符 

buffer      缓冲区，数据将被写入 

offset      buffer 写入的偏移量 

length     指定文件读取字节数长度 

position   指定文件读取的起始位置   Number 

返回值： 读取的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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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fs.open('123.txt', 'r', function(err,fd){ 

 if(err){ 

  console.log(err); 

  return; 

 } 

 var buf = new Buffer(8); 

 var readfile = fs.readSync(fd, buf, 0, 8, 0); 

 console.log(readfile); 

}); 

 

fs.readline( fd, buf ) 

功能描述： 读取一行 

参数： fd：文件句柄 

buf：缓冲区 

返回值： 读取到的字节数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console.debug = true; 

 

var buf = new Buffer(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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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fd = fs.openSync('demo.txt', 'r'); 

fs.readline(fd, buf); 

fs.closeSync(fd); 

console.log(buf); 

 

fs.write( fd, buffer, offset, length, [position,] callback ) 

功能描述： 以异步方式写文件 

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buffer      缓冲区，数据将被写入 

offset      buffer 写入的偏移量 

length     （integer）   指定文件读取字节数长度 

position   （integer）  指定文件读取的起始位置，如果省略

该参数，将从当前文件指针的位置开始读取数据 

callback 回调传递了两个参数，err， bytesRead 

· err  异常 

· bytesRead:读取的字节数 

返回值： 无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fs.open('demo.txt', 'a', function(err,fd){ 

 if(err){ 

  throw err; 

 } 

 console.log('fil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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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buf = new Buffer("hello world\n"); 

 fs.write(fd, buf, 0, buf.length, function(err, bytesRead){ 

   if(err){ 

    throw err; 

   }else{ 

       console.log('bytesRead: '+bytesRead); 

   } 

 });  

  

 fs.close(fd , function(){ 

  console.log('file close'); 

 }); 

}); 

 

fs.writeSync ( fd, buffer, offset, length, position ) 

功能描述： 同步版的 fs.write() ，写入文件（根据文件描述符） 

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buffer：      缓冲区，数据将被写入 

offset：      buffer 写入的偏移量 

length：     （integer）   指定文件写入的字节数长度 

position：   （integer）   指定文件写入的起始位置，如果

该项为 null，将从当前文件指针的位置开始写入数据。 

返回值： 写入的字节数 bytesRead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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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fs = require('fs'); 

fs.open('demo.txt', 'a', function(err,fd){ 

 if(err){ 

  throw err; 

 } 

 console.log('file open'); 

  

 var buf = new Buffer("hello world\n"); 

 var bytesRead = fs.writeSync(fd, buf, 0, buf.length, null);  

 console.log(bytesRead); 

  

 fs.close(fd , function(){ 

  console.log('file close'); 

 }); 

}); 

 

fs.readFile( path, callback(error, data) ) 

功能描述： 读取文件数据（异步） 

参数： path：文件路径 

callback(error, data)：回调函数 

· err  异常 

· data：读取的数据（Buffer 对象） 

返回值： 无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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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fs = require('fs'); 

 

fs.readFile('demo.txt', function(err, data){ 

    if(err){ 

        console.log('read err'); 

    }else{ 

        console.log('data: ' + data.toString()); 

    } 

}) 

 

fs.readFileSync(path) 

功能描述： 读取文件数据（同步） 

参数： path：文件路径 

返回值： 读取到的数据 ---- Buffer 类型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var assert = require('assert'); 

 

var filePath = "demo.txt"; 

 

console.log(fs.readFileSync(fil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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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unlink( path, [ callback(err) ] ) 

功能描述： 删除文件（异步） 

参数： path         文件路径 

callback     回调，传递一个异常参数 err 

返回值： 无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var filepath = 'demo.txt'; 

fs.unlink(filepath, function(err){ 

 if(err){ 

  throw err; 

 } 

 console.log('文件:'+filepath+'删除成功！'); 

}) 

 

fs.unlinkSync(path) 

功能描述： 同步版的 unlink() ，删除文件操作 

参数： path: 文件路径 

返回值： 删除成功返回 true，失败返回 false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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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fs = require('fs'); 

var filepath = 'demo.txt'; 

fs.unlinkSync(filepath); 

fs.mkdir( path, [ mode] ) 

 

功能描述 

创建目录，如果目录已存在，将抛出异常 

参数： path          将创建的目录路径 

mode          目录权限（读写权限），可选，默认 0777 

返回值： 无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var dirpath = './demodir'; 

fs.mkdir(dirpath); 

 

fs.rmdir(path) 

功能描述： 删除目录 

参数： path: 目录路径 

返回值： 无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var dirpath = './demodir'; 



 

 104 / 185 
http://www.nlscan.com 

fs.rmdir(dirpath); 

 

fs.opendir( path ) 

功能描述： 打开目录 

参数： path: 目录路径 

返回值： 目录句柄 

 

fs.closedir( dir ) 

功能描述： 关闭目录 

参数： dir: 目录句柄 

返回值： 无 

fs.readdir( dir ) 

功能描述： 读取目录 

参数： dir: 目录句柄 

返回值： 文件名数组 

例子： 

var fs = require('fs'); 

console.debug = true; //打开调试接口 

 

var dir = fs.opendir('/');  //打开目录 

var files = fs.readdir(dir);  //读取目录 

console.log(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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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losedir(dir);  //关闭目录 

 

net模块 

net 模块提供了一些用于底层的网络通信的小工具，包含了创建服务器/客户端的方法。 

调用模块： var net = require(‘net’); 

Methods 

net.createServer( [options] [, callback] ) 

功能描述： 创建一个 TCP Server 

参数 options：服务器选项设置对象  默认：{ allowHalfOpen: false } 

callback： Function( socket )，该回调函数被自动注册为’ connection’

事件回调 

   socket：客户端套接字 

返回值： net.Server 对象 

net.connect(port[, host][, connectListener]) 

功能描述： 创建一个 client 套接字并连接到指定的 Server 

参数： port：端口号 

host：服务器 ip地址（可选，默认本机） 

connectionListener：’connect’事件回调（可选） 

    --- 回调无参数 

返回值： net.Socket 对象 

例子： 

 

var net = require('net'); //导入 net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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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port = 22701; 

var server = net.createServer(); //创建一个 TCP服务器 

server.listen(port, 5);  //监听端口 

server.on('connection', function(socket) { //注册'connection'事件回

调 

  console.log('client connect'); 

  socket.on('data', function(data) {  //注册'data'事件回调 

    console.log('client data'); 

  }); 

  socket.on('close', function() {  //注册'close'事件回调 

    console.log('client close'); 

    server.close(); 

  }); 

}); 

 

var socket = net.connect(22701);  //创建一个 client套接字并连接服务器 

socket.write('hello');  //给服务器发送数据 

socket.end();  //关闭 client套接字 

 

类 : net.Server 

var server = new net.Server( [options] [, connectionListener] ) 

功能描述： 创建一个 TCP Server 对象 

参数： options：服务器选项设置对象  默认：{ allowHalfOpen: false } 

callback：  Function( socket )，该回调函数被自动注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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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事件回调 

   socket：客户端套接字 

返回值： net.Server 对象 

Methods 

server.listen( port [, host] [, backlog] [, listenListener] ) 

功能描述： 在指定端口监听客户端连接请求 

参数： port: 端口号 Number 

host：主机   String （可选） 

backlog：接收队列的 大容量  Number （可选） 

listenListener：回调函数  （可选） 

返回值： 无 

server.close( [callback] ) 

功能描述： 停止接收新的连接请求，当所有现存连接都关闭后，server 套

接字关闭，并产生‘close’事件 

参数： callback：回调函数(可选) 

返回值： 无 

server.on( event, listener) 

功能描述： 注册 Server 的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listener 监听器 

可接收事件： ' listening ' 描述： 当 Server 已经开始监听客户端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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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可接受的值） 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connection' 描述： 当新连接建立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socket：客户端 socket 

' close ' 描述： 当 Server 关闭时产生该事件 

 

Note that this event will be emitted 

after all existing connections are 

closed. 

接收参数： 无 

' error ' 描述： 当通信过程中出现错误时产生该事

件 

接收参数： err：异常 

返回值： 无 

类 : net.Socket 

var socket = new net.Socket([options]) 

功能描述： 创建新的 client Socket 

参数： options: Object类型 （可选） 

返回值： net.Socket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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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ocket.connect ( port [, host] [connectListener] ) 

功能描述： 连接服务器 

参数： port: 端口号 

host: 服务器 ip 地址 (可选)  --- 默认: 'localhost' 

connectListener：连接监听器 

返回值： 无 

socket.write( data[, callback] ) 

功能描述： 发送数据 

参数： data: String | Buffer 

callback: Funciton() 回调 （可选） 

  当数据被发送出去时被调用 

返回值： 无 

socket.end ( [data] [, callback] ) 

功能描述： 关闭 client 套接字并发送 后的数据 

参数： data: String | Buffer  (可选) 

callback: Funciton()  （可选）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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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ket.destroy( ) 

功能描述： 销毁 client 套接字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ocket.pause( ) 

功能描述： 暂停接收数据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ocket.resume( ) 

功能描述： 重新开始接收数据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ocket.setTimeout( timeout [, callback] ) 

功能描述： 暂停指定时长之后，socket 重新开始活动 

callback 函数被注册为延时回调函数. 

参数： timeout: Number 延迟毫秒数 

callback: Function( ) （可选） 

   --- 无参数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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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ket.on( event, listener) 

功能描述： 注册 socket 的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listener 监听器 

可接收事件： 

（event可接受的值）

‘connect’ 描述： 当连接建立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data’  描述： 当 socket 接收到数据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data：数据  Buffer | String 

' close ' 描述： 当 socket 关闭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 error ' 描述： 当通信过程中出现错误时产生该事

件 

接收参数： err：异常 

'drain' 描述： 当写缓冲区变空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end' 描述： 当接收到 FIN packet 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timeout' 描述： 当 socket 连接空闲一定时间后产生 

接收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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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net = require('net');  //导入 net模块 

var port = 22702; 

 

var server = net.createServer({  //创建 TCP server 

  allowHalfOpen: true 

}); 

 

server.listen(port, 5);  //server开始监听 

 

server.on('connection', function(socket) {  //server注册

'connection'事件监听器 

  var msg = ''; 

  socket.on('data', function(data) { //server socket注册'data'事件监

听器 

    msg += data; 

  }); 

  socket.on('end', function() {  //server socket注册'end'事件监听器 

    socket.end(msg); 

    server.close(); 

  }); 

}); 

 

var socket = new net.Socket();  //新建 client socket 

var client_ms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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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ket.connect(port, '127.0.0.1');  //client socket连接 server 

socket.write('hello world');  //client socket发送数据 

socket.end();  //关闭 client socket 

 

socket.on('data', function(data) {  //client socket注册'data'事件监

听器 

  client_msg += data; 

}); 

 

socket.on('end', function() {  //client socket注册'end'事件监听器 

  console.log(client_msg); 

}); 

scan模块： 

该模块包含扫码接口 

引用方法：var Scan = require(‘scan’);  //返回构造函数 

   var scan = new Scan( );     //实例化之后才能使用 

Methods 

scan.start( ) 

功能描述： 扫码功能开启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can.end( ) 

功能描述： 扫码功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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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can.on(event,callback) 

功能描述： 注册事件回调函数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callback 回调函数 

可 支 持 事

件： 

'onBarcode' 描述： 扫码成功后触发 

接收参数： err：错误对象（扫码出错时产生，成功

返回 null） 

isEnd：布尔值（数据太大时会分多次传

送，该参数用于判断是否到达结尾） 

data：条码数据（Buffer 类型） 

ps. 

data 格式：条码类型（2 字节）+条码长

度（2 字节）+条码内容（余下部分）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var Scan = require('scan');  //导入 scan模块 

 

gui.initi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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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scanServ = new Scan();  //scan服务实例化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var sledit = gui.getsleditwrap(); 

    sledit.createsledit(dialog, 0, 30, 50, 100, 20); 

    sledit.setfocus(); 

 

    scanServ.on('onBarcode', function(err, isEnd, data){  //scan服

务注册'onBarcode'事件回调，接收条码数据 

        if(err == null){ //判断是否出错 

            if(isEnd == false){  //判断是否接收完数据 

                sledit.setsledit(data.slice(4).toString());  

            } 

        } 

    }); 

    scanServ.start();  //扫码服务开启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if(key == 1){//按 ESC键 

        scanServ.end();  //关闭扫码服务 

        gui.release();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scan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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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模块 

var emitter = require(‘events’); 

 

调用该模块会返回一个基类 Class: events.EventEmitter 

可以直接实例化该基类，也可以根据需要设计一个继承自 EventEmitter 的派生类，并实例化

派生类来使用下述的方法 

Methods 

emitter.on(event, listener) 

功能描述： 注册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自定义）  字符串 

listener：监听器  回调函数 

返回值： emitter 

 

emitter.addListener(event, listener) 

功能描述： 添加新的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 

listener: 监听器 

返回值： emitter 

emitter.once(event, listener) 

功能描述： 为事件添加一次性监听器，并在一次调用后从监听器队列中删除 

参数： event: 事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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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er: 监听器 

返回值： emitter 

emitter.removeListener(event, listener) 

功能描述： 删除已注册的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 

listener: 监听器 

返回值： emitter 

 

emitter.removeAllListener([event]) 

功能描述： 删除已注册的 evnet 事件的所有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 

返回值： emitter 

emitter.emit(event[, arg1[, arg2[...]]]) 

功能描述： 发送 event 事件，如果该事件存在监听器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参数： event: 事件名 

返回值： true or false 

范例 

var EventEmitter = require('events').EventEmitter;  //导入 events模

块 

var emitter = new EventEmitter();  //实例化 EventEm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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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listener1(){ 

    console.log('event1 listener1'); 

} 

 

function listener2(){ 

    console.log('event1 listener2'); 

} 

 

emitter.on('event1', listener1);  //注册事件监听器 

emitter.addListener('event1', listener2);  //添加事件监听器 

emitter.emit('event1');  //发送事件 

 

emitter.removeListener('event1', listener1);  //删除事件监听器 

emitter.emit('event1'); 

 

输出结果： 

event1 listener1 

event1 listener2 

event1 listener2 

http模块 

该模块支持创建 HTTP 服务器和客户端，使用户能轻松发送或接收 HTTP 请求 

调用模块方法： var http = require(‘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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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createServer(requestListener) 

功能描述： 创建 http 服务器 

参数： requestListener: 监听器  监听客户端请求并处理 

   回调参数： 

     http.ClientRequest 对象 

     http.ServerResponse 对象 

返回值： http.Server 对象 

request(options[, callback]) 

功能描述： 获取客户端请求 

参数： options: Object 

 属性配置： 

     host：请求的服务器域名或者 IP 地址 

     port：端口号 

     method：请求方式有 POST,GET,INPUT,DELETE,CONNECT，默认为 GET

     path：请求地址，可包含查询字符串以及可能存在的锚点。例如

'/index.html?page=12' 

     handers：一个包含请求头的对象 

callback: Function 服务器应答监听器 

   参数：http.ServerResponse 对象 

返回值： http.ClientRequest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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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options[, callback]) 

功能描述： 获取客户端请求，与 request（）基本一样 

参数： options: Object 

callback: Function 服务器应答监听器 

   参数：http.ServerResponse 对象 

返回值： http.ClientRequest 对象 

类: http.Server 

调用方法： 

var Server = require(‘http’).Server; 

var server = new Server(); 

或 

var server = http.createServer(requestListener); 

Methods 

server.listen( port [, hostname] [,backlog] [, callback] ) 

功能描述： 监听客户端请求 

参数： port: Number 端口号 

host: String 可接受指定主机的请求，若忽略则接收任何主机的请

求 

backlog: Number 可等待连接的 大值，默认 511 

callback: Function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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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close([callback]) 

功能描述： 关闭服务器 

参数： callback: Function 回调函数，当服务器关闭时调用 

server.setTimeout(ms, cb) 

功能描述： Register cb for 'timeout' event and set socket's timeout 

value to ms. This event will be triggered by the underlying 

socket's 'timeout' event. 

If cb is not provided, the socket will be destroyed 

automatically after timeout. 

If you provides cb, you should handle the socket's timeout.

Default timeout for server is 2 minutes. 

参数： ms: Number 延迟时间 单位：毫秒 

cb: Function 

返回值： 无 

server.on( event, listener ) 

功能描述： 注册 server 的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listener 监听器 

可接收事件： 

（event可接受的值）

'request' 描述： 当 server 接收到请求并且已经解析

完请求头部之后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connection' 描述： 当建立新的 TCP 连接时产生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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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参数： 无 

' close ' 描述： 当 Server 关闭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类: http.ServerResponse 

Methods 

response.writeHead(statusCode [, statusMessage] [header]) 

功能描述： 设置应答报文的头部 

参数： statusCode: Number 状态码 

statusMessage: String 状态信息 

headers: Object 字段属性集合 

返回值： 无 

response.setHeader(name, value) 

功能描述： 设置报文头部的字段 

参数： name: String  字段名 

value:  字段值 

返回值： 无 

response.getHeader(name) 

功能描述： 获取头部字段的值 

参数： name: String 字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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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字段值 

response.removeHeader(name) 

功能描述： 删除头部字段 

参数： name: String  字段名 

返回值： 无 

response.write(data[, callback]) 

功能描述： 将 data 作为报文主体发送 

参数： data: Buffer|String 主体数据 

callback: Function  当数据从缓冲区发出后调用该回调函数 

返回值： 无 

response.end( [data] [, callback] ) 

功能描述： 停止发送应答报文，如果提供 data 参数，则先发送数据再停止；如果提

供 callback 参数，当应答流结束时被调用 

参数： data: Buffer|String 

callback: Function 

返回值： 无 

response.setTimeout(ms, cb) 

功能描述： Register cb for 'timeout' event and set socket's timeout 

value to ms. This event will be triggered by the underlying 

socket's 'timeout' event. 

If cb is not provided, the socket will be destr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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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ally after timeout.If you provides cb, you should 

handle the socket's timeout. 

Default timeout for server is 2 minutes. 

参数： ms: Number 

cb: Function 

返回值： 无 

response.on( event, listener ) 

功能描述： 注册 response 的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listener 监听器 

可接收事件： 

（event可接受的值）

'end' 描述： 当不再发送数据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finish' 描述： 当应答已经发送完毕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 close ' 描述： 当连接关闭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 data' 描述： 当应答包含数据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data：Buffer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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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http.ClientRequest 

Methods 

request.write( data [, callback] ) 

功能描述： 将 data 作为请求报文主体发送. 当数据从缓冲区发送出去后调用

callback 函数 

参数： data: Buffer|String 

callback: Function 

返回值： 无 

request.end( [data] [, callback] ) 

功能描述： 停止发送请求报文；如果提供 data 参数，则先发送数据再停止；如果提

供 callback 参数，当请求流结束时被调用 

参数： data: Buffer|String 

callback: Function 

返回值： 无 

 

request.setTimeout(ms, cb) 

功能描述： Register cb for 'timeout' event and set socket's timeout 

value to ms. This event will be triggered by the underlying 

socket's 'timeout' event. 

If cb is not provided, the socket will be destroyed 

automatically after timeout.If you provides cb, you should 

handle the socket's timeout. 

Default timeout for server is 2 minutes. 

参数： ms: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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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Function 

返回值： 无 

request.on( event, listener ) 

功能描述： 注册 server 的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listener 监听器 

可接收事件： 

（event可接受的值）

'response' 描述： 当接受到服务器的应答时产生 

接收参数： http.IncomingMessage 对象 

'socket' 描述： 当 request 被分配到一个 socket 时产

生 

接收参数： socket 套接字 

返回值： 无 

 

类: http.IncomingMessage 

成员变量 

变量名 描述 

headers HTTP 头部对象 

method 请求方法  字符串 

url 资源定位符  字符串 

statusCode 状态码  3 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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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Message 状态信息  字符串 

socket 套接字 

Methods 

setTimeout(ms, cb) 

功能描述： Register cb for 'timeout' event and set socket's timeout 

value to ms. This event will be triggered by the underlying 

socket's 'timeout' event. 

If cb is not provided, the socket will be destroyed 

automatically after timeout.If you provides cb, you should 

handle the socket's timeout. 

Default timeout for server is 2 minutes. 

参数： ms: Number 

cb: Function 

返回值： 无 

on( event, listener) 

功能描述： 注册 response 的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listener 监听器 

可接收事件： 

（event可接受的值）

'end' 描述： 当不再发送数据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 close ' 描述： 当连接关闭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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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http = require('http');  //导入 http模块 

 

var responseCheck = ''; 

var connectionEvent = 0; 

var serverCloseEvent = 0; 

var requestEvent = 0; 

var responseEvent = 0; 

var socketEvent = 0; 

 

// Server端代码 

// 服务器会返回接收到的客户端信息 

// 当收到'close server'信息时关闭服务器 

var server = http.createServer(function (req, res) {  //获取

http.Server对象 并注册请求监听器 

 

  var body = ''; 

  var url = req.url; 

 

  req.on('data', function (chunk) { 

    body += chunk; 

  }); 

 

  var endHandler = func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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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writeHead(200, { 'Connection' : 'close', 

                         'Content-Length' : body.length 

                       }); 

    res.write(body); 

    res.end(function(){ 

      if(body == 'close server') { 

        server.close(); 

      } 

    }); 

  }; 

 

  req.on('end', endHandler); 

 

}); 

 

server.on('request', function() {  //注册 request事件监听器 

  requestEvent++; 

}); 

 

server.on('connection', function() {  //注册 connection事件监听器 

  connectionEvent++; 

}); 

 

server.on('close', function() {  //注册 close事件监听器 

  serverCloseEv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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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listen(3001, 3);  //服务器启动监听 3001端口 

 

 

// client端 代码 

// 1. 发送 POST请求到服务器并检查应答信息 

// 2. 发送 GET请求到服务器并检查应答信息 

// 3. 发送'close server'信息 

 

// 1. POST 请求 

var msg = 'http request test msg'; 

var options = {  //设置头部选项 

  method : 'POST',  //方法 

  port : 3001,      //端口号 

  headers : {'Content-Length': msg.length} 

}; 

 

 

var postResponseHandler = function (res) {  //应答监听器 

  var res_body = ''; 

 

  assert.equal(200, res.statusCode); 

  var endHandler = function(){ 

    assert.equal(msg, res_body); 

    responseCheck += '1'; 

  }; 

  res.on('end', end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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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n('data', function(chunk){ 

    res_body += chunk.toString(); 

    console.log('response: '+res_body); 

  }); 

}; 

 

var req = http.request(options, postResponseHandler);  //获取

http.ClientRequest对象 

req.on('response', function() {  //注册'response'事件监听器 

  responseEvent++; 

}); 

req.on('socket', function() {  //注册'socket'事件监听器 

  socketEvent++; 

}); 

req.write(msg);  //发送数据 

req.end();  //停止发送数据 

 

 

// 2. GET req 

options = { 

  method : 'GET', 

  port : 3001 

}; 

 

var getResponseHandler = function (res) { 

  var res_bod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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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rt.equal(200, res.statusCode); 

 

  var endHandler = function(){ 

    // GET msg, no received body 

    assert.equal('', res_body); 

    responseCheck += '2'; 

  }; 

  res.on('end', endHandler); 

 

  res.on('data', function(chunk){ 

    res_body += chunk.toString(); 

  }); 

}; 

 

var getReq = http.request(options, getResponseHandler); 

getReq.on('response', function() { 

  responseEvent++; 

}); 

getReq.on('socket', function() { 

  socketEvent++; 

}); 

getReq.end(); 

 

 

// 3. 关闭服务器请求 

var finalMsg = 'close server';  //请求关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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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finalOptions = {  //设置头部选项 

  method : 'POST', 

  port : 3001, 

  headers : {'Content-Length': finalMsg.length} 

}; 

 

var finalResponseHandler = function (res) {  //应答监听器 

  var res_body = ''; 

  assert.equal(200, res.statusCode);  //判断应答报文的状态码是否为 200 

 

  var endHandler = function(){ 

    assert.equal(finalMsg, res_body); 

    responseCheck += '3'; 

  }; 

  res.on('end', endHandler); 

 

  res.on('data', function(chunk){ 

    res_body += chunk.toString(); 

  }); 

}; 

 

var finalReq = http.request(finalOptions, finalResponseHandler);  //

获取 http.ClientRequest对象 

finalReq.on('response', function() {  //注册'response'事件 

  responseEvent++; 

}); 

finalReq.on('socket', function() {  //注册'socket'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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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ketEvent++; 

}); 

finalReq.write(finalMsg);  //发送数据 

finalReq.end();  //停止发送数据 

 

crypto模块 

该模块提供 加密/解密、签名/验证、哈希算法等接口。Crypto 利用 OpenSSL 库来实

现它的加密技术，它提供 OpenSSL 中的一系列哈希方法，包括 hmac、cipher、decipher、

签名和验证等方法的封装。 

调用模块方法： 

var crypto = require(‘crypto’); 

Methods 

crypto.initialize( ) 

功能描述： 初始化 crypto 模块（调用其他 crypto 方法前必须先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crypto.release( ) 

功能描述： 释放 crypto 模块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crypto.getcipher(iskCipher) 

功能描述： 获取 cipher 对象，用于对称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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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iskCipher：true -- 获取 cipher 对象 

          false – 获取 decipher 对象 

返回值： cipher 对象 

cipher. init(algorithm, key) 

功能描述： 初始化 cipher 对象 

参数： algorithm：算法  字符串 

key：密钥       Buffer 类型 

返回值： 无 

cipher. initiv(algorithm, key, iv) 

功能描述： 初始化 cipher 对象 

参数： Algorithm：算法 

Key：密钥 

Iv：iv 向量 

返回值： 无 

cipher. update(data) 

功能描述： 添加待处理的数据 

参数： data: 数据 

返回值： Buffer 对象 

cipher. final( ) 

功能描述： 添加待处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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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data: 数据 

返回值： Buffer 对象 

cipher. setAutoPadding(ap) 

功能描述： 如果 ap 是 false， 那么输入数据的长度必须是加密

器块大小的整倍数，否则 final 会失败。 

这个函数必须在 cipher.final 之前调用。 

参数： ap：布尔值 

返回值： 无 

cipher. getAuthTag ( ) 

功能描述： 加密认证模式，这个方法获取经过计算的认证标

志  Buffer，必须使用 final 方法完全加密后调用  

参数： 无 

返回值： 认证标志  Buffer 

cipher. setAuthTag (data) 

功能描述： 加密认证模式，这个方法设置经过计算的认证标

志  Buffer 

参数： data：Buffer 类型 

返回值： 无 

cipher. setAAD ( data ) 

功能描述： 加密认证模式，这个方法设置附加认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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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data：Buffer 类型 

返回值： 无 

crypto.gethmac( ) 

HMAC 是密钥相关的哈希运算消息认证码（Hash-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HMAC 运算利用哈希算法，以一个密钥和一个消息为输入，生成一个消息摘要作为

输出。HMAC 可以有效防止一些类似 md5 的彩虹表等攻击，比如一些常见的密码直接 MD5

存入数据库的，可能被反向破解。 

功能描述： 获取 hmac 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hmac 对象 

hmac.init(algorithm, key) 

功能描述： 初始化 hmac 对象 

参数： Algorithm：算法    String 

Key：密钥         Buffer|String 

返回值： 无 

hmac. update(data) 

功能描述： 输入 data，可以调用多次  

参数： data: 待处理的数据   Buffer|String 

返回值： 无 

hmac. digest( ) 

功能描述： 计算  hmac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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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无 

返回值： 返回 hmac 值    Buffer 

crypto.gethash( ) 

哈希算法，是指将任意长度的二进制值映射为较短的固定长度的二进制值，这个小的二

进制值称为哈希值。哈希值是一段数据唯一且极其紧凑的数值表示形式。 

 

功能描述： 获取 hash 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hash 对象 

hash.init(algorithm) 

功能描述： 初始化 hash 对象 

参数： algorithm：哈希算法   String 

返回值： 无 

hash. update(data) 

功能描述： 根据  data 来更新哈希内容，可以调用多次  

参数： data: 数据   Buffer|String 

返回值： 无 

hash. digest( ) 

功能描述： 计算 hash 值  

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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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返回 hash 值  Buffer 类型 

crypto.getsign( ) 

我们除了对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还需要判断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真实际和完整，

是否被篡改了。那么就需要用到签名和验证的算法，利用不对称加密算法，通过私钥进行数

字签名，公钥验证数据的真实性。 

功能描述： 获取 sign 签名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签名对象 

sign.init(algorithm) 

功能描述： 初始化 sign 对象 

参数： Algorithm：哈希算法   String 

返回值： 无 

sign. update(data) 

功能描述： 输入数据 data，可以调用多次  

参数： data: 数据   Buffer|String 

返回值： 无 

sign.sign(privatekey) 

功能描述： 计算数字签名  

参数： privatekey：私钥   Buffer 

返回值： 数字签名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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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getverify( ) 

功能描述： 获取 verify 验证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verify 对象 

verify.init(algorithm) 

功能描述： 初始化 verify 对象 

参数： Algorithm：哈希算法   String 

返回值： 无 

verify. update(data) 

功能描述： 输入 data 数据，可以调用多次  

参数： data: 数据  Buffer|String 

返回值： 无 

verify. verify (publickey, sign) 

功能描述： 验证签名数据  

参数： publickey：公钥   Buffer 

sign：电子签名数据   Buffer 

返回值： 是否通过验证  ---  Boolean 

crypto.publicEncrypt (key, data, padding) 

功能描述： 公钥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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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key：公钥 

data：数据 

padding：一个可选的填充值，以下值之一： 

crypto.RSA_NO_PADDING 

crypto.RSA_PKCS1_PADDING 

crypto.RSA_PKCS1_OAEP_PADDING 

返回值： 布尔值（加密是否成功） 

crypto.privateDecrypt (key, data, padding) 

功能描述： 私钥解密 

参数： key：私钥 

data：数据 

padding：一个可选的填充值，以下值之一： 

crypto.RSA_NO_PADDING 

crypto.RSA_PKCS1_PADDING 

crypto.RSA_PKCS1_OAEP_PADDING 

返回值： 布尔值（解密是否成功） 

crypto.privateEncrypt (key, data, padding) 

功能描述： 私钥加密 

参数： key：私钥 

data：数据 

padding：一个可选的填充值，以下值之一： 

crypto.RSA_NO_P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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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RSA_PKCS1_PADDING 

crypto.RSA_PKCS1_OAEP_PADDING 

返回值： 布尔值（加密是否成功） 

crypto.publicDecrypt (key, data, padding) 

功能描述： 公钥解密 

参数： key：公钥 

data：数据 

padding：一个可选的填充值，以下值之一： 

crypto.RSA_NO_PADDING 

crypto.RSA_PKCS1_PADDING 

crypto.RSA_PKCS1_OAEP_PADDING 

返回值： 布尔值（解密是否成功） 

范例 

var crypto = require('crypto'); 

var fs = require('fs'); 

crypto.initialize(); 

 

//cipher 测试 

console.log('## cipher ##'); 

var cipher = crypto.getcipher(true);  //获取 cipher对象 

var key = new Buffer('abc123789');  //密钥 

var plaintext = fs.readFileSync('plaintext.txt'); 

console.log('plaintext: '+plai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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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her.init('aes-128-ecb', key);  //初始化，设置算法、密钥 

cipher.update(plaintext); 

var ciphertext = cipher.final();  //输出密文 

console.log('ciphertext: '+ciphertext); 

 

//decipher 测试 

console.log('## decipher ##'); 

console.log('ciphertext: '+ciphertext); 

var decipher = crypto.getcipher(false); 

decipher.init('aes-128-ecb', key); 

decipher.update(ciphertext); 

var plaintext2 = decipher.final(); 

console.log('plaintext: '+plaintext2); 

 

//hash 测试 

console.log('## hash ##'); 

var myhash = crypto.gethash();  //获取哈希对象 

myhash.init('md5');  //设置哈希算法 

var plaintext = fs.readFileSync('plaintext.txt'); 

console.log('plaintext: '+plaintext); 

myhash.update(plaintext);  //输入源数据 

var digest = myhash.digest();  //计算哈希值 

console.log('md5: '+digest); 

 

//hmac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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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log('## hmac ##'); 

var myhmac = crypto.gethmac();  //获取 hmac对象 

myhmac.init('md5', key);  //初始化设置，选择哈希算法和密钥 

var plaintext = fs.readFileSync('plaintext.txt'); 

myhmac.update(datain); 

var hmac = myhmac.digest();  //计算消息认证码 

console.log('hmac: '+hmac); 

 

//sign 测试 

console.log('## sign ##'); 

var mysign = crypto.getsign();  //获取签名对象 

mysign.init('md5'); //初始化，设置哈希算法 

 

var plaintext = fs.readFileSync('plaintext.txt'); 

console.log('plaintext: '+plaintext); 

mysign.update(plaintext); //输入源数据 

var privatekey = fs.readFileSync('privatekey'); 

var sign = mysign.sign(privatekey); //计算签名 

console.log('sign: '+sign); 

 

//verify 测试 

console.log('## verify ##'); 

var myverify = crypto.getverify();  //获取验证对象 

myverify.init('md5'); //初始化，设置哈希算法 

 

var plaintext = fs.readFileSync('plaintext.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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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pubkey = fs.readFileSync('publickey'); 

 

myverify.update(plaintext); //输入源数据 

var verify = myverify.verify(pubkey, sign); //验证 

console.log('verify: '+verify); 

 

//publicEncrypt 测试 

var plaintext = fs.readFileSync('plaintext.txt'); 

var pubkey = fs.readFileSync('publickey'); 

var pubEnc = crypto.publicEncrypt(pubkey, plaintext, 

crypto.RSA_NO_PADDING); 

console.log('pubkey Encrypt: '+pubEnc); 

 

//privateDecrypt 测试 

var privatekey = fs.readFileSync('privatekey'); 

var file = crypto.privateDecrypt(privatekey, pubEnc, 

crypto.RSA_NO_PADDING); 

console.log('privateDecrypt: '+file); 

 

//privateEncrypt 测试 

var plaintext = fs.readFileSync('plaintext.txt'); 

var privatekey = fs.readFileSync('privatekey'); 

var priEnc = crypto.privateEncrypt(privatekey, plaintext, 

crypto.RSA_NO_PADDING); 

console.log('privateEncrypt: '+priEnc); 

 

//publicDecrypt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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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pubkey = fs.readFileSync('publickey'); 

var file = crypto.publicDecrypt(pubkey, priEnc, 

crypto.RSA_NO_PADDING); 

console.log('publicDecrypt: '+file); 

 

crypto.release();  //释放 cyrpto对象 

 

curl模块 

包含基于 URL 的数据、文件传输接口。 

调用模块方法： 

var curl = require(‘curl’); 

Methods 

curl.initialize( ) 

功能描述： 初始化 curl 模块（调用其他方法前必须先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curl.release( ) 

功能描述： 释放 curl 模块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curl.getreqwrap( ) 

功能描述： 获取请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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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无 

返回值： 对象 req 

req.settype(type) 

功能描述： 设置请求类型 

参数： type: 请求类型  --- 数值型 

  req.Post：HTTP POST 请求 

  req.Get：HTTP GET 请求 

  req.DownloadFile：HTTP 下载请求，只支持下载到当前

目录 

  req.Posts：HTTPS POST 请求,无证书版本 

  req.Gets：HTTPS GET 请求,无证书版本 

返回值： 无 

req.seturl(url) 

功能描述： 设置 url 

参数： url: url 字符串  --- 字符串型 

返回值： 无 

req.setpost(strPost) 

功能描述： 设 置 post 请 求 的 输 入 参 数 , 使 用 如 下 格 式

para1=val1?2=val2&… 

参数： strPost:  --- 字符串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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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setcapath(capath) 

功能描述： 设置证书路径 

参数： capath:  --- 字符串 

返回值： 无 

req.on( event, listener ) 

功能描述： 注册 req 的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listener 监听器 

可接收事件： 

（ event 可接

受的值） 

' onPost ' 描述： 当发送 Post 请求，收到返回数据时

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err：异常 

text：文本数据 

' onGet ' 描述： 当发送 Get 请求，收到返回数据时产

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err：异常 

text：文本数据 

'onDownloadFile' 描述： 当发送 DownloadFile 请求，收到返

回文件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err：异常 

'onPosts' 描述： 当发送 HTTPS Post 请求，收到返回

数据时产生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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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参数： err：异常 

text：文本数据 

'onGets' 描述： 当发送 HTTPS Get 请求，收到返回

数据时产生该事件 

接收参数： err：异常 

text：文本数据 

返回值： 无 

req.run() 

功能描述： 执行请求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req.destroy() 

功能描述： 销毁请求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curl = require('curl');  //调用 curl模块 

 

curl.initialize();  //初始化 

 

var req = curl.getreqwrap();  //获取请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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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settype(req.Get);  //设置请求类型 

req.seturl('http://www.baidu.com/');  //设置资源 url 

req.on('onGet', function(err, text){   //注册事件回调函数 

    console.log(text); 

    console.log(err); 

}); 

req.run();  //执行请求 

 

db模块 

包含 sqlite 数据库接口。 

调用模块方法： 

var db = require(‘db’); 

Methods 

db.initialize( ) 

功能描述： 初始化 db 模块（调用其他 db 方法前必须先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db.release( ) 

功能描述： 释放 db 模块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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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open(dbfile) 

功能描述： 打开数据库文件 

参数： dbfile: 数据库文件路径 

返回值： 数据库连接对象 conn 

conn.close() 

功能描述： 关闭数据库文件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conn.exec(sql) 

功能描述： 执行非查询 sql 语句 

参数： sql: sql 语句（不带参数）  ---- 字符串 

返回值： 无 

conn.getstmt(sql) 

功能描述： 编译 sql 语句（可带参数），并返回 stmt 对象 

参数： sql：sql 语句  --- 字符串  

返回值： stmt 对象 

stmt.bind(pos, value) 

功能描述： 绑定参数（若语句不带参数，可不调用该函数） 

参数： pos：参数位置 （从 1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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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参数值 

返回值： 无 

stmt.step( ) 

功能描述： 每次调用该函数，从结果集中取出一条记录 

参数： 无 

返回值： 若取出记录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表示记录已经都取完了） 

stmt.column(index) 

功能描述： 返回当前记录的 index 字段的值 

参数： index：字段索引 （从 0 开始） 

返回值： 字段的值 

stmt.reset( ) 

功能描述： 重置语句，清除上一次的参数绑定，然后可以使用 bind 方法重新绑定参

数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tmt.finalize( ) 

功能描述： 关闭语句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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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var db = require('db'); 

db.initialize(); //使用数据库之前必须先初始化 

 

var mydbfile = db.open('/datafs/data/test2.db');  //打开数据库文件 

try{ 

    mydbfile.exec('create table Test(id integet primary key, name text 

not null, price float, data blob)'); //执行 sql语句 

}catch(err){ 

    //console.log(err); 

} 

 

// 参数化语句机制 

mystmt = mydbfile.getstmt('insert into Test(id,name,price,data) 

values(?,?,?,?)'); //获取参数化语句对象，？占位符表示参数 

mystmt.bind(1, 1);  //绑定参数 

mystmt.bind(2, 'wuhz'); 

mystmt.bind(3, 95.5); 

mystmt.bind(4, new Buffer('hello world')); 

mystmt.step();  //执行语句 

 

mystmt.reset();  //清除参数绑定 

mystmt.bind(1, 2); 

mystmt.bind(2, 'lizz'); 

mystmt.bind(3, 88); 

mystmt.bind(4, new Buffer('hello world')); 

mystmt.step(); 



 

 154 / 185 
http://www.nlscan.com 

mystmt.finalize();  //关闭语句 

 

console.log('## raw data ##'); 

mystmt = mydbfile.getstmt('select * from Test'); 

while(mystmt.step()){ 

    var id = mystmt.column(0);  //读取记录字段 

    var name = mystmt.column(1); 

    var price = mystmt.column(2); 

    var data = mystmt.column(3); 

    console.log('id: ' + id + '  name: ' + name + '  price: ' + price 

+ '  data: ' + data); 

} 

mystmt.finalize(); 

 

// 事务机制 回滚 

console.log('\n\n'); 

console.log('## transaction rollback ##'); 

mydbfile.exec('begin'); //打开事务 

mydbfile.exec('delete from Test'); //删除 Test表中的所有记录 

mydbfile.exec('rollback');  //事务回滚 

 

//验证回滚操作成功，以上的删除操作未生效 

mystmt = mydbfile.getstmt('select * from Test'); 

while(mystmt.step()){ 

    var id = mystmt.column(0);  //读取记录字段 

    var name = mystmt.column(1); 

    var price = mystmt.colum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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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data = mystmt.column(3); 

    console.log('id: ' + id + '  name: ' + name + '  price: ' + price 

+ '  data: ' + data); 

} 

mystmt.finalize(); 

 

// 事务机制 提交 

console.log('\n\n'); 

console.log('## transaction commit ##'); 

mydbfile.exec('begin'); 

mydbfile.exec('delete from Test');  //删除 Test表中的所有记录 

mydbfile.exec('commit'); 

 

//验证删除操作已生效 

mystmt = mydbfile.getstmt('select * from Test'); 

while(mystmt.step()){ 

    var id = mystmt.column(0);  //读取记录字段 

    var name = mystmt.column(1); 

    var price = mystmt.column(2); 

    var data = mystmt.column(3); 

    console.log('id: ' + id + '  name: ' + name + '  price: ' + price 

+ '  data: ' + data); 

} 

console.log('\n'); 

mystmt.finalize(); 

 

mydbfile.close();  //关闭数据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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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elease(); 

soap模块 

var soap = require(‘soap’); 

Methods 

soap.initialize(isclient) 

功能描述： 初始化 soap 模块（调用其他 soap 方法前必须先初始化） 

参数： isclient：Boolean   

true：初始化为客户端  

false：初始化为服务器（目前只支持客户端） 

返回值： 无 

soap.release( ) 

功能描述： 释放 soap 模块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oap.client_newctx(urn, method) 

功能描述： 获取客户端执行环境 

参数： urn：统一资源名称 (Uniform Resource Name, URN)    String 

method：方法名    String 

返回值： clientNewCtx 对象 

clientNewCtx.additem(type, name, value) 

功能描述： 添加参数 



 

 157 / 185 
http://www.nlscan.com 

参数： type：参数类型   String 

常用的类型是： 

   xs:string 

xs:decimal 

xs:integer 

xs:boolean 

xs:date 

xs:time 

name：参数名   String 

value：参数值   String 

返回值： 无 

clientNewCtx.invoke(url, soap_action) 

功能描述： 调用指定的远程接口 

参数： url：webservice 服务网络地址 

soap_action：标识 SOAP HTTP 请求的目的地 

返回值： 无 

clientNewCtx.on( event, listener ) 

功能描述： 注册 clientNewCtx 的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listener 监听器 

可接收事件： 'onResponse' 描述： 当接收到应答数据时产生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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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可接受的值）
接收参数： err：异常 

doc：xml 文档指针 xmlDocPtr （收

到的数据以 xml 形式存在） 

返回值： 无 

clientNewCtx.destroy( ) 

功能描述： 销毁 clientNewCtx 对象句柄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soap = require('soap');  //导入 soap模块 

var xml = require('xml'); 

 

soap.initialize(true);  //初始化为客户端 

 

var ctx = 

soap.client_newctx('http://tempuri.org/','GetProvinceAnimalKind');  

//新建一个客户端执行环境 

//ctx.additem('xs:string', 'arg0', 'hello');  //添加参数 

//ctx.additem('xs:string', 'arg1', 'world');  //添加参数 

ctx.on('onResponse', function(err, doc){   //注册'onResponse'回调函数，

接收数据 

    if(err == null){ 

        console.log('onResponse'); 

        var root = xml.docGetRootElement(doc); 

        var content = xml.nodeGetContent(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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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content); 

        xml.saveFile('demo.xml', doc);  //将应答数据保存为 xml文件 

    }else{ 

        console.log(err); 

    } 

    ctx.destroy(); 

}); 

ctx.invoke('http://zs.zjahv.gov.cn:8900/W_PDA_Interface.asmx', 

'http://tempuri.org/GetProvinceAnimalKind');   //调用远程服务 

xml模块 

var xml = require(‘xml’); 

Methods 

xml.initialize( ) 

功能描述： 初始化 xml 模块（调用其他 xml 方法前必须先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xml.release( ) 

功能描述： 释放 xml 模块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xml.parseFile(filename) 

功能描述： 解析 x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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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filename：文件路径   --- 字符串 

返回值： 文件句柄 

 

xml.readFile(filename, encoding, options) 

功能描述： 解析 xml 文件 

参数： filename：文件路径   --- 字符串 

encoding：文件编码   --- 字符串 

option：选项  --- 数值型 

返回值： 文件句柄 

xml.saveFile(filename, doc) 

功能描述： 保存为文件 

参数： filename：文件路径   --- 字符串 

doc：文件句柄 

返回值： 保存结果 --- 数值型 

xml.saveFormatFileEnc(filename, doc, encoding, format) 

功能描述： 保存为文件 

参数： filename：文件路径   --- 字符串 

doc：文件句柄  

encoding：文件编码  --- 字符串 

format：格式 --- 数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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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保存结果 --- 数值型 

xml.freeDoc(doc) 

功能描述： 释放文档 

参数： doc：文件句柄 

返回值： 无 

xml.parseMemory(buf, length) 

功能描述： 解析内存中的 xml 数据 

参数： buf：xml 数据    String|Buffer 

length：buf 的字节长度    Number 

返回值： doc 句柄 

xml.docGetRootElement(doc) 

功能描述： 获取根元素 

参数： doc：文件句柄 

返回值： 根元素句柄 

xml.docSetRootElement(doc, node) 

功能描述： 设置根元素 

参数： doc：文件句柄 

node：元素句柄 

返回值： 被替换的根元素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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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newNode(ns, name) 

功能描述： 创建新元素 

参数： ns：xml 名称空间句柄 

name：元素名  ---  字符串 

返回值： 新元素句柄 

xml.newChild(parent, ns, name, content) 

功能描述： 创建子元素 

参数： parent：父元素句柄 

ns：xml 名称空间句柄 

name：元素名  ---  字符串 

content：元素内容  ---  字符串 

返回值： 子元素句柄 

xml.copyNode(node, extended) 

功能描述： 复制一个元素 

参数： node：元素句柄 

extended： 

返回值： 复制后的元素的句柄 

xml.nodeSetContent(node, content) 

功能描述： 设置一个元素的内容 

参数： node：元素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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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内容 --- 字符串 

返回值： 无 

xml.nodeGetContent(node) 

功能描述： 获取一个元素的内容（包括所有子孙节点） 

参数： node：元素句柄 

返回值： 元素内容 --- 字符串 

xml.nodeListGetString(doc, list, line) 

功能描述： 获取一个元素的内容（只包括下一级节点） 

参数： doc：文档句柄 

list：父节点句柄 

line：下一级节点索引 

返回值： 元素内容 --- 字符串 

xml.addChild(parent, cur) 

功能描述： 添加一个子元素 

参数： parent：父元素句柄 

cur：子元素句柄 

返回值： 子元素句柄 

xml.addNextSibling(cur, elem) 

功能描述： 添加一个兄弟元素（当前元素的后面） 

参数： cur：当前元素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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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要加入的元素句柄 

返回值： 兄弟元素句柄 

xml.addPrevSibling(cur, elem) 

功能描述： 添加一个兄弟元素（当前元素的前面） 

参数： cur：当前元素句柄 

ele：要加入的元素句柄 

返回值： 兄弟元素句柄 

xml.addSibling(cur, elem) 

功能描述： 添加一个兄弟元素 

参数： cur：当前元素句柄 

ele：要加入的元素句柄 

返回值： 兄弟元素句柄 

xml.newProp(node, name, value) 

功能描述： 创建新属性 

参数： node：元素句柄 

name：属性名  ---  字符串 

value：属性值 --- 字符串 

返回值： 新属性句柄 

xml.getProp(node, name) 

功能描述： 获取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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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node：节点句柄 

name：属性名  ---  字符串 

返回值： 属性值 

xml.xPathNewContext(doc) 

功能描述： 创建执行 xpath 语句的环境 

参数： doc：文档句柄 

返回值： 环境句柄 context 

xml.xPathEvalExpression(str, ctxt) 

功能描述： 计算 xpath 表达式 

参数： str：xpath 表达式字符串 

ctxt：环境句柄 

返回值： 对象句柄 obj 

xml.xPathFreeContext(context) 

功能描述： 释放 context 句柄 

参数： context：环境句柄 

返回值： 无 

 

xml.xPathFreeObject(obj) 

功能描述： 释放对象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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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obj：对象句柄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xml = require('xml'); 

xml.initialize(); 

 

var doc = xml.parseFile('/datafs/data/gjobs.xml');  //解析 xml文件 

var rootelement = xml.docGetRootElement(doc);  //获取根元素 

var content = xml.nodeGetContent(rootelement); //获取根元素的内容 

console.log(content); 

 

xml.release(); 

 

service模块 

包含设备外设功能的控制接口： 

如：蜂鸣，振动、电量、USB 状态、LED 以及 SN 号 

 

var service = require(‘service’); 

var sn = new service.SN( );  // 获取 SN 对象 

var buzzer = new service.Buzzer();  // 获取蜂鸣器对象 

var vibrator = new service.Vibrator();  // 获取振子对象 

var battery = new service.Battery();  // 获取电池对象 

var usb = new service.USB();  // 获取 USB 对象 

var led = new service.LED();  // 获取 LED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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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对象 

Methods 

sn.getsn() 

功能描述： 获取设备 sn 号 

参数： 无 

返回值： 设备 SN 号  ---  字符串 

范例 

var service = require('service'); //获取服务 

var sn = new service.SN( );  // 获取 SN对象 

 

var snStr = sn.getsn();  //读取 sn号 

console.log(snStr); 

Buzzer 对象 

Methods 

buzzer.buzz(interval, hz) 

功能描述： 开启蜂鸣器，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 

参数： interval：响铃时间（ms） --- 数值型 

hz：声音频率 ---- 数值型     建议值：2730 

返回值： 无 

ps. 建议频率： 

正确音：3700 

提示音：2700 

错误音：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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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zzer.buzzon(hz) 

功能描述： 开启蜂鸣器 

参数： hz：声音频率 ---- 数值型      建议值：2730 

返回值： 无 

buzzer.buzzoff() 

功能描述： 关闭蜂鸣器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var service = require('service'); //获取服务 

 

gui.initialize(); 

var buzzer = new service.Buzzer();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var button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buzzer.buzz(3000, 1000);  //蜂鸣 3000毫秒，声音频率 1000Hz 

    }); 

    button.createbutton(dialog, 0, 50, 60, 60, 20, '蜂鸣 3秒'); 

    button.set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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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button2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2.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buzzer.buzzon(2000);  //打开蜂鸣（不限时），声音频率 2000Hz 

    }); 

    button2.createbutton(dialog, 0, 20, 90, 60, 20, '打开蜂鸣'); 

     

    var button3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3.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buzzer.buzzoff();  //关闭蜂鸣 

    }); 

    button3.createbutton(dialog, 0, 90, 90, 60, 20, '关闭蜂鸣');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if(key == 1){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gui.release(); 

        buzzer.buzzoff();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BuzzerDialog'); 

 

Vibrator 对象 

Methods 

vibrator(interval) 

功能描述： 开启振子，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 



 

 170 / 185 
http://www.nlscan.com 

参数： interval: 时间（毫秒）  ---  数值型 

返回值： 无 

vibratoron() 

功能描述： 开启振子（持续）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vibratoroff() 

功能描述： 关闭振子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var service = require('service'); //获取服务 

 

gui.initialize(); 

var vibrator = new service.Vibrator();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var button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vibrator.vibrator(3000);  //振动 3000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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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utton.createbutton(dialog, 0, 50, 60, 60, 20, '振动 3秒'); 

    button.setfocus(); 

     

    var button2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2.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vibrator.vibratoron();  //打开振动（不限时） 

    }); 

    button2.createbutton(dialog, 0, 20, 90, 60, 20, '打开振动'); 

     

    var button3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3.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vibrator.vibratoroff();  //关闭振动 

    }); 

    button3.createbutton(dialog, 0, 90, 90, 60, 20, '关闭振动');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if(key == 1){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gui.release(); 

        vibrator.vibratoroff();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vibrator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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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ery 对象 

Methods 

getcapacity() 

功能描述： 获取电池电量百分比 

参数： 无 

返回值： 电量 ---  数值型 

getstatus() 

功能描述： 获取电池充电状态 

参数： 无 

返回值： 电池状态 ---  字符串 

范例 

var service = require('service'); //获取 service模块     

var capacity = ( new service.Battery() ).getcapacity();  //读取电池

电量 

var status = ( new service.Battery() ).getstatus();  //读取电池状态 

console.log('电量：' + capacity + '\n 状态：' + status); 

 

USB 对象 

Methods 

getstatus() 

功能描述： 获取 USB 连接状态 

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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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USB 连接状态 ---  字符串 

范例 

var service = require('service'); //获取 service模块 

var status = ( new service.USB() ).getstatus();  //读取 USB状态 

console.log('状态：' + status); 

LED 对象 

Methods 

initialize() 

功能描述： 初始化 LED 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release() 

功能描述： 释放 LED 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etred1on() 

功能描述： 第一盏红灯亮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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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red1off() 

功能描述： 第一盏红灯暗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etgreen1on() 

功能描述： 第一盏绿灯亮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etgreen1off() 

功能描述： 第一盏绿灯暗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etred2on() 

功能描述： 第二盏红灯亮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etred2off() 

功能描述： 第二盏红灯暗 

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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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 

setgreen2on() 

功能描述： 第二盏绿灯亮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setgreen2off() 

功能描述： 第二盏绿灯暗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范例 

var gui = require('gui'); 

var service = require('service'); //获取 service模块 

 

gui.initialize(); 

var led = new service.LED(); 

led.initialize(); 

 

var dialog = gui.getdialogwrap(); 

dialog.on('onInitdialog', function(){ 

    var button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led.setgreen1off(); 

        led.setred2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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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setgreen2off(); 

        led.setred1on();  // 亮红灯 1 

    }); 

    button.createbutton(dialog, 0, 20, 60, 60, 20, '亮红灯 1'); 

    button.setfocus(); 

     

    var button2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2.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led.setred1off(); 

        led.setred2off(); 

        led.setgreen2off(); 

        led.setgreen1on();  // 亮绿灯 1 

    }); 

    button2.createbutton(dialog, 0, 20, 90, 60, 20, '亮绿灯 1'); 

     

    var button3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3.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led.setred1off(); 

        led.setgreen1off(); 

        led.setgreen2off(); 

        led.setred2on();  // 亮红灯 2 

    }); 

    button3.createbutton(dialog, 0, 90, 60, 60, 20, '亮红灯 2'); 

     

    var button4 = gui.getbuttonwrap(); 

    button4.on('onButtonClicke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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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setred1off(); 

        led.setgreen1off(); 

        led.setred2off(); 

        led.setgreen2on();  // 亮绿灯 2 

    }); 

    button4.createbutton(dialog, 0, 90, 90, 60, 20, '亮绿灯 2'); 

}); 

dialog.on('onKeydown', function(key){ 

    if(key == 1){  //ESC 

        dialog.destroydialogbox(); 

        gui.release(); 

        led.release(); 

    } 

}); 

dialog.createdialogbox(0, 'LED_test Dialog'); 

 

uart模块 

包含串口通信的相关接口 

调用模块方法： 

var Uart = require(‘uart’).Uart; 

var uart = new Uart(); 

Methods 

uart.open(dev) 

功能描述： 打开串口设备 

参数： dev：串口文件路径    建议值：/dev/ttyG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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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布尔值 

uart.destroy() 

功能描述： 销毁 uart 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uart.read(buf) 

功能描述： 读取串口数据（同步方式） 

参数： buf：缓冲区   Buffer 类型 

返回值： 如果出错返回值小于 0，否则返回读取到的字节数 

uart.asyncread() 

功能描述： 读取串口数据（异步方式）    调用该函数之前，uart 对象要先注册

‘onData’事件监听器，接收数据的操作在监听器内处理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uart.on(event, listener) 

功能描述： 注册事件监听器 

参数： event 事件名（字符串） 

listener 监听器 

可接收事件： 'onData' 描述： 当异步读取串口时，数据准备就绪时

产生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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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可接受的值）
接收参数： error：异常对象，若等于 null 则表示

正常 

isEOF：布尔值，true 表示不会再有

数据可接收 

buffer：数据缓冲区（保存数据） 

返回值： 无 

uart.write(buf) 

功能描述： 从串口发送数据（同步方式） 

参数： buf：数据缓冲区 

返回值： 如果出错返回值小于 0，否则返回已发送的字节数 

uart.setbaudrate(baud) 

功能描述： 设置波特率 

参数： baud：波特率 

返回值： 无 

 

uart.flush() 

功能描述： 清空串口的数据缓冲区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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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rt.sendbreak(duration) 

功能描述： 设置数据发送的间隔时间 

参数： duration：间隔时间 单位：ms 

返回值： 无 

uart.setmode(bytesize, parity, stopbits) 

功能描述： 设置串口 

参数： bytesize：数据位 

parity：奇偶校验 

   校验方式：uart. UART_PARITY_NONE  无校验 

             uart. UART_PARITY_EVEN  偶校验 

             uart. UART_PARITY_ODD   奇校验 

             uart. UART_PARITY_MARK 

             uart. UART_PARITY_SPACE 

stopbits：停止位 

返回值： 无 

uart. setflowcontrol( xonxoff, rtscts ) 

功能描述： 设置串口流控方式 

参数： xonxoff：软流控开关    1：开  0：关 

rtscts：硬流控开关      1：开  0：关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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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rt.setnonblocking( nonblock ) 

功能描述： 设置串口阻塞 

参数： nonblock：阻塞标志    1：非阻塞  0：阻塞  ps. 系统默认阻塞 

返回值： 无 

util模块 

包含一些常用的工具函数 

调用模块方法： 

var util = require(‘util’); 

Methods 

util.isNull(arg) 

功能描述： 判断 arg 参数是否为 null 

参数： Arg：参数 

返回值： 布尔值 

util.isUndefined (arg) 

功能描述： 判断 arg 参数是否为 undefined 

参数： Arg：参数 

返回值： 布尔值 

util.isNullOrUndefined (arg) 

功能描述： 判断 arg 参数是否为 null 或 undefined 

参数： Arg：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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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布尔值 

util.isNumber (arg) 

功能描述： 判断 arg 参数是否为 Number 

参数： Arg：参数 

返回值： 布尔值 

util.isBoolean (arg) 

功能描述： 判断 arg 参数是否为 boolean 

参数： Arg：参数 

返回值： 布尔值 

util.isString (arg) 

功能描述： 判断 arg 参数是否为 String 

参数： Arg：参数 

返回值： 布尔值 

util.isObject (arg) 

功能描述： 判断 arg 参数是否为 Object 

参数： Arg：参数 

返回值： 布尔值 

util.isFunction (arg) 

功能描述： 判断 arg 参数是否为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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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Arg：参数 

返回值： 布尔值 

util.isBuffer (arg) 

功能描述： 判断 arg 参数是否为 Buffer 

参数： Arg：参数 

返回值： 布尔值 

util.inherits(ctor, superCtor) 

功能描述： 实现继承，将 superCtor 作为 ctor 的原型 

参数： ctor：构造函数 

superCtor：原型对象 

返回值： 无 

assert模块 

包含一些检测异常的工具。 

调用模块方法： 

var assert = require(‘assert’); 

Methods 

assert.assert(value, message) 

功能描述： 验证 value 是否为真值 

参数： Value：待验证的值 

Message：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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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不成立抛出异常（包含错误消息 message） 

assert.equal(actual, expected, message) 

功能描述： 验证 value == expected 是否成立 

参数： Value：待验证的值 

Expected：期望值 

Message：错误消息 

返回值： 无；不成立抛出异常（包含错误消息 message） 

assert.notEqual(actual, expected, message) 

功能描述： 验证 value != expected 是否成立 

参数： Value：待验证的值 

Expected：期望值 

Message：错误消息 

返回值： 无；不成立抛出异常（包含错误消息 message） 

assert.strictEqual(actual, expected, message) 

功能描述： 验证 value === expected 是否成立 

参数： Value：待验证的值 

Expected：期望值 

Message：错误消息 

返回值： 无；不成立抛出异常（包含错误消息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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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rt.notStrictEqual(actual, expected, message) 

功能描述： 验证 value !== expected 是否成立 

参数： Value：待验证的值 

Expected：期望值 

Message：错误消息 

返回值： 无；不成立抛出异常（包含错误消息 mes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