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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对象

属性/集合 说 明

elements[] 返回form对象集合

length 返回form对象集合的元素个数

action 设置或获取表单内容要发送处理的 URL。

method 设置或获取如何将表单数据发送到服务器。

target 设置或获取目标内容要显示于哪个窗口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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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描述

Reset() 模拟单击对所调用表单重置按钮的单击。

Submit() 提交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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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对象

属 性 说 明

frameBorder 设置或获取是否显示frame边框

noResize 设置或获取是否允许更改frame大小

scrolling 设置或获取是否允许滚动frame

src 设置或获取更改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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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对象

属性 说 明

align 设置或获取对象针对其邻接文本如何排列。

alt 设置或获取用于替代图像的文本。

border 设置或获取绘制对象周围边框的宽度。

height/width 设置或获取对象的高度和宽度。

src 设置或获取要由对象装入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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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58.htm


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4 4

Option/Select 对象

• <option>

属性 说 明

selectedIndex 设置或获取列表框中的选项的序号

selected 设置或获取列表框中的选项是否为默认项目。

text 设置或获取由 option 标签指定的字符串。

size 设置或获取 option 的大小

multiple 设置或获取 option是否允许多选

value 设置或获取当控件提交时返回给服务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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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说 明

remove 删除option选项

add 增加option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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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 对象

• <input type="radio">

属性 说 明

checked 设置或获取复选框的状态。传回值为 True与False

disabled 设置或获取控件的状态

value 设置或获取当控件提交时返回给服务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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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对象属性

属 性 说 明

background 设置或获取对象中文本和图像后平铺的背景图片。

bgColor 设置或获取对象后面的背景颜色。

border 设置或获取绘制对象周围边框的宽度。

borderColor 设置或获取对象的边框颜色。

caption 获取/设置table标题

cellPadding
设置或获取介于单元格边框和单元格内容之间的
空间总量。

cellSpacing 设置或获取表格中单元格之间的空间总量。

cols 设置或获取表格的列数。

frame 设置或获取表格周围的边框显示的方式。

rules 设置或获取要显示哪些分隔线(内部边框)。

rows 集合。操作表格行。详见TableRow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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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对象方法

方法 描述

createCaption() 生成空白 caption

deleteCaption() 删除Caption

deleteRow([i]) 删除行

insertRow([i]) 插入行

moveRow(from,to) 移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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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Row  对象
• <tr>

属性/集合 说 明

cells[] 设置或获取行中的单元格

bgColor 设置或获取对象后面的背景颜色。

height 设置或获取对象高度。

align 设置或获取对象的水平对齐方式。

vAlign 设置或获取对象的垂直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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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说 明

deleteCell([i]) 增加单元格

insertCell([i]) 删除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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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Data  对象

• <td>

属性 说 明

colSpan 单元格跨列数

rowSpan 单元格跨行数

align/Valign 单元格对齐方式

width/ height 单元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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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对象

• <input type="text"> 

属性 说 明

defaultValue 设置或获取对象的初始内容。

maxLength 设置或获取用户可在文本控件中输入的最多字符数。

readOnly 设置或获取表明对象内容是否为只读的值。

value 设置或获取对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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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area  对象

• <textarea> 

方 法 说 明

rows 设置或获取对象的高度（行数）

cols 设置或获取对象的宽度（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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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用属性和方法
属性 说 明

innerText 设置或获取位于对象起始和结束标签内的文字。

innerHTML 设置或获取位于对象起始和结束标签内的 HTML。

outerText 设置或获取对象的文本

outerHTML 设置或获取对象及其内容的 HTML 形式。

方 法 说 明

blur() 使元素失去焦点并触发 onblur()事件。

focus() 使元素获取焦点并触发 onfocus()事件。

click() 模拟鼠标单击并触发 onclick()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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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总结

• 对象获取

• 对象属性修改/访问

• 对象事件

By Name By Id ByTagName&ID？

Prop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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