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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的主要从属对象

Window History

Navigator

Location

Event

Document

Screen

clipboard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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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对象
history 对象纪录浏览器在这次激活阶段已经浏览过的 URL 信息，这些信息
和浏览器「纪录」清单里的内容一样，因此可以利用 Script 取得这些浏览
记录，history 对象只有性质与方法而没有专属事件。

属 性 说 明

length 传回「记录」清单里的纪录数目

方 法 说 明

back
加载「记录」清单里浏览过的前一个 URL 纪录，相当
于按下浏览器工具列的「上一页」

Forward
加载「记录」清单里浏览过的下一个 URL 纪录，相当
于按下浏览器工具列的「下一页」

Go
加载「记录」清单里由目前所在记录位置的第 n 个
URL，例如 “history.go 3” 表示加载往下的第 3 个
URL， “history.go -3” 表示加载往前的第 3 个 URL 26

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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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or对象常用属性

Navigator 指的就是浏览器本身，用来提供使用中浏览器应用程序的名称、代号、
版本、…等信息。

属 性 说 明

appCodeName 传回浏览器代号名称，IE 与 Netscape 一律传回「Mozilla」

appName 传回浏览器应用程序的名称

appVersion 传回浏览器应用程序的版本

userAgent 传回浏览器的代号与版本(appCodeName 与 appVersion)

cookieEnabled
传回浏览器是否可接受来自网络上的 cookie，传回值为
True(接受 cookie) 或 False(不接受 cookie) 

platform 传回浏览器运行平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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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or对象常用方法

方 法 说 明

taintEnabled 是否允许数据污点，传回值为 True与False

javaEnabled 是否激活执行 java 的功能，传回值为 True(是)与False(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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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对象常用属性
location 储存有关于网页(URL)地址的信息。

属 性 说 明

href 完整的 URL 字符串

protocol 使用的协议名称

hostname 主机名称(Domain Name)

pathname 目录的路径

port TCP 连接端口号

hash URL 中在＃后的字符串（锚）

search 搜寻的字符串（？后的字符串）

http://www.ncit.edu.tw:8080/admin/index.asp?cc=aa

href

29
protocol hostname port pathnam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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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对象常用方法

方 法 说 明

assign 加载另一个网页

reload 重新加载目前的网页（浏览器工具列的「刷新」）

replace 连结另一个新的网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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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对象

浏览器内所有对象所发生的事件都会传给 event 对象，因此对于

浏览器而言 event 对象是担任收集事件角色，对于网页中其它的对

象而言，可以通过 event 对象获得事件发生的信息，因此 event 对

象在浏览器中对其它对象而言是事件信息的提供者。

event 对象常用来传回鼠标或对象在网页中的位置坐标以及键盘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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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对象常用属性1/2

属性 描述

offsetX 设置或获取鼠标指针位置相对于触发事件的对象的 x 坐标。

offsetY 设置或获取鼠标指针位置相对于触发事件的对象的 y 坐标。

screenX 设置或获取获取鼠标指针位置相对于用户屏幕的 x 坐标。

screenY 设置或获取鼠标指针位置相对于用户屏幕的 y 坐标。

x 设置或获取鼠标指针位置相对于父文档的 x 像素坐标。

y 设置或获取鼠标指针位置相对于父文档的 y 像素坐标。

button 设置或获取用户所按的鼠标按钮。

clientX
设置或获取鼠标指针位置相对于窗口客户区域的 x 坐标，其中

客户区域不包括窗口自身的控件和滚动条。

clientY
设置或获取鼠标指针位置相对于窗口客户区域的 y 坐标，其中

客户区域不包括窗口自身的控件和滚动条。 31

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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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对象常用属性2/2

属性 描述

altKey 设置或获取 Alt 键的状态。

altLeft 设置或获取左 Alt 键的状态。

ctrlKey 设置或获取 Ctrl 键的状态。

ctrlLeft 设置或获取左 Ctrl 键的状态。

keyCode 设置或获取与导致事件的按键关联的 Unicode 按键代码。

shiftKey 设置或获取 Shift 键的状态。

shiftLeft 设置或获取左 Shift 键的状态。

srcElement 设置或获取触发事件的对象。

type 从 event 对象中获取事件名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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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pboardData对象

提供了对于预定义的剪贴板格式的访问，以便在编辑操作中使用

方法 描述

clearData 从剪贴板删除一种或多种数据格式。

getData 从剪贴板获取指定格式的数据。

setData 以指定格式给clipboardData 对象赋予数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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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对象常用属性
包含关于客户屏幕和渲染能力的信息

属性 描述

availHeight 获取系统屏幕的工作区域高度，排除 Windows任务栏。

availWidth 获取系统屏幕的工作区域宽度，排除 Windows 任务栏。

height 获取屏幕的垂直分辨率。

width 获取屏幕的垂直分辨率。

colorDepth 获取屏幕的颜色每像素位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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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对象主要方法

允许访问由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组件宿主应用程序提供的附加
对象模型。

方法 描述

AddDesktopComponent 向 Microsoft活动桌面中添加 Web 站点或图像。

AddFavorite 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用户将指定的 URL 添加到收藏夹内。

ImportExportFavorites 处理导入和导出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收藏夹。

ShowBrowserUI 打开指定的浏览器对话框。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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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对象主要属性
属性 描述

alinkColor 设置或获取元素中所有激活链接的颜色。

bgColor 设置或获取表明对象后面的背景颜色的值。

fgColor 设置或获取文档的前景(文本)颜色。

linkColor 设置或获取对象文档链接的颜色。

vlinkColor 设置或获取用户已访问过的链接颜色。

documentElement 获取对文档根结点的引用。

domain 设置或获取文档的安全域名。

lastModified 获取页面上次修改的日期，若页面提供的话。

referrer 获取将用户引入当前页面的位置 URL。

title 获取文档的标题

URL 设置或获取当前文档的 URL。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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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对象主要方法

方法 描述

getElementById ID标签属性为指定值的第一个对象的引用

getElementsByName 根据 Name标签属性的值获取对象的集合

getElementsByTagName 根据 标签名获取对象的集合

write 写入一个或多个 HTML 表达式。

writeln 比write多一换行符

open 打开文档以备输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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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对象主要集合

集合 描述

all 返回对象所包含的元素集合的引用。

anchors
获取所有带有 name 和/或 id 属性的 a 对象的集合。此
集合中的对象以 HTML 源顺序排列。

forms 获取以源顺序排列的文档中所有 form 对象的集合。

images 获取以源顺序排列的文档中所有 img 对象的集合。

links
获取文档中所有指定了 HREF 属性的 a 对象和所有 area 
对象的集合。

styleSheets
获取代表与文档中每个 link 或 style 对象的实例相对
应的样式表的 styleSheet 对象的集合。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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