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vaScript极速入门 —— 基本概念

主讲人与课程设计：耕耕



基础语法

1. 大小写

2. 标识符

注释是用来自己标识这段代码的作用（相当于我自己做个记号），不会被执行

变量名test 和变量名Test 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变量

所谓标识符，就是指变量、函数、属性的名字（自己定义的），或者函数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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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释

// 单行注释

/* 多行
注释 */



语句

ECM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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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sum = a + b; //结尾以分号结尾
var minus = a - b //有效语句，结尾没有分号结尾，但是不推荐

if (true) {
console.log(123); // 有大括号的是代码块，代码块内的语句推荐带上分号

}

有{ }大括号标示代码块



关键词

JavaScript有自己的专有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有特殊用途，你不能用它作为标识符，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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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runoob.com/js/js-reserved.html

https://www.runoob.com/js/js-reserved.html


变量（重点）

变量赋值与使用

var message; //定义了标识符为message的变量，但是未给出具体的值（默认为undefined）

ECM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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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特殊
关键词var来定义变量

var message; // 定义变量
message = "hello"; // 赋值变量
message = "world"; // 改变变量

console.log(message); // 使用变量

顺便提一下，es6 多了两种let和const声明变量



简单作用域

声明变量的时候推荐一定要带上var关键词

var message = "hello"; //默认全局作用域，任何地方都能访问到它(message)

function myFunction() {
var message = "hello"; // message的值只能在myFunction方法体内访问

}

function myFunction() {
message = "hello"; // 如果没有var关键词，语句有效，但是message自动变为全局作用域

}



JavaScript极速入门

数据类型(重要)



JavaScript极速入门

对象类型转化(补充)



JavaScript极速入门 —— 数据类型

主讲人与课程设计：耕耕



数据类型 —— 8种

Object：用于更复杂的数据结构
Undefined：用于未定义的值 —— 只有一个 undefined 值的独立类型
Null：用于未知的值 —— 只有一个 null 值的独立类型
Number：用于任何类型的数字：整数或浮点数，在 ±253 范围内的整数
BigInt：用于任意长度的整数
Boolean：用于 true 和 false
String：用于字符串：一个字符串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字符，所以没有单独的单字符类型
Symbol：用于唯一的标识符

注意：BigInt 和 Symbol 是es6 的内容，先不用掌握

记忆：OUNNBBSS （哦，牛逼死）



“null” 值

Null 类型是只有一个值的数据类型，这个特殊的值是null

JavaScript 中的 null 仅仅是一个代表“无”、“空”或“值未知”的特殊值

注意：null 和undefined 之间的相等操作符（==）总是返回true

如果定义的变量准备在将来用于保存对象，那么最好将该变量初始化为null（习惯上用来标示一
个空对象指针） 而不是其他值



“undefine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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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message = undefined;
alert(message == undefined);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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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o = new Object();

对象我们将在后续进行详细讲解，这里做了解



Symbol 类型

Symbol是由ES6规范引入的一项新特性，它的功能类似于一种标识唯一性的ID

对象我们将在后续进行详细讲解，这里做了解

var s1 = Symbol();



BigInt 类型 （了解）

在 JavaScript 中，“number” 类型无法代表大于 253（或小于−253 ）的整数，这是其内部表示形
式导致的技术限制。

BigInt 类型是最近被添加到 JavaScript 语言中的，用于表示任意长度的整数。

var n = 123n;

通过将 n 附加到整数字段的末尾来创建 BigInt



Boolean 类型（逻辑类型，小白们）

boolean 类型仅包含两个值：true 和 false。

拓展：任何值可以通过Boolean函数转化为boolean值

结论：0, ‘’, null, undefined, NaN, false 这6个值全部转化为false，其他都为true

var nameFieldChecked = true; // yes, name field is checked
var ageFieldChecked = false; // no, age field is not che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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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message = "Hello world!";
if (message) {

alert("Value is true");
}



String 类型（小白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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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引号（``）表示， 使用toString方法可以转为字符串

var firstName = "Nicholas";
var lastName = 'Zakas';
var middleNmae = `Niu`; //es6用法

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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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类型转换，一般情况是看到什么转化什么，只有对象一般情况转换为[object Object], 数组
转为逗号分隔的字符串, [1,2,3] => “1,2,3”



String 类型（对象转换）

如果转换是对象：

补充说明：

Number、Stirng、Boolean、Null、Underfined, Symbol这些基本数据类型（原始值），他们的值直接保
存在栈中;
Object、Function、Array、Date、RegExp这些引用类型，他们的引用变量储存在栈中，通过指针指向储
存在堆中的实际对象

2. 看两者是否其中一个返回原始值，如果是，则返回转换，否则报错， 先toString()后valueOf()

1. 如果没有toString()方法，直接返回[object Object]；

3. toString()是否能返回原始值，如果不能返回，看valueOf()是否能返回原始值，如果不能返回就报错。
如果有返回就转化为字符串。两个方法如果都不能返回原始值，就报错



Number 类型，小白们

number 类型代表整数和浮点数(小数)

数字可以有很多操作，比如，乘法 *、除法 /、加法 +、减法 - 等等

除了常规的数字，还包括所谓的“特殊数值（“special numeric values”）”也属于这种类型：
Infinity、-Infinity 和 NaN

var n = 123;
n = 12.345;

var shi = 98; // 十进制
var ba = 070; // 八进制的56
var shi6 = 0xA; // 十六进制的10

拓展：第一位是0标示八进制，如果前两位是0x标示16进制（了解一下）



Number 类型(转化规则，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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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undefined，返回NaN。
如果是[]，返回0。
如果是[9]，返回9。
如果是fun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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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他情况的数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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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valu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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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类型(对象类型转换)

1. 如果对象没有valueOf()和toString()，返回NaN

2. 看两者是否其中一个返回原始值，如果是，则返回并转换，否则报错， 先valueOf()后toString()

3. valueOf()是否能返回原始值，如果不能返回，看toString()是否能返回原始值，如果不能返回就报错。
如果有返回就转化为数字。两个方法如果都不能返回原始值，就报错



typeof操作符，小白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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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of undefined // "undefined",包括没有定义的
typeof 0 // "number"
typeof 10n // "bigint"
typeof true // "boolean"
typeof "foo" // "string"
typeof Symbol("id") // "symbol"
typeof Math // "object" (1)
typeof null // "object" (2)
typeof alert // "function" (3)

注意：8种数据类型7种typeof 返回都是自己的类型；然而null返回object，还多了一种function类型，
返回结果都是字符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