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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CSS, JAVASCRIPT 三者关系

html
结构设计

css
美化

JavaScript
行为控制

As you can see, HTML can 
make something.
Then CSS can make it 
beautiful
So, JavaScript make it to 
do something



重点核心

⚫ 概念
⚫ 引入方式
⚫ 语法

⚫ 选择器
⚫ 常用属性
⚫ 盒子模型
⚫ 定位方式
⚫ 布局

⚫ BFC
⚫ 单位
⚫ 高级技巧
⚫ 常见问题？

内容提纲

补充内容

基础



什么是css

1. CSS 指层叠样式表 (Cascading Style Sheets)

3. 给html打扮穿衣服

2. 样式定义如何显示 HTML 元素



引入方式

1. 外部样式表 —— 在html中使用<link>标签，引入外部的文件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main.css" />

2. 内嵌套样式表 —— 在html中使用<style>标签，内容写在该标签里面

<style type="text/css">
.main{

color: pink;
}

</style>

3. 内联样式表 —— 在html任意标签中使用style属性，内容是属性值

<div class="main" style="color:purple;">aaa</div>



基础语法

p {
color: pink;
font-size: 100px;

}
属性 属性值

选择器
大括号开始

大括号结束

分号结束



第一个案例 —— 尝鲜

<div></div>

div {
width: 200px;
height: 200px;
background-color: pink;

}

html代码 css代码

效果：div元素宽度200像素，高度200像素，并且背景颜色为粉色



http://css.cuishifeng.cn/

css总览

http://css.cuishifeng.cn/


核心掌握属性总结

外边距（margin），内边距（padding），边框
（border），尺寸（width，height），背景
（background），颜色（color），字体（font），
文本（text），布局属性，选择器



选择器 (selector)



选择器是什么

在 CSS 中，选择器是一种模式，用于选择需要添加样式的元素。

https://www.w3school.com.cn/cssref/css_selectors.asp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Html元素，如<div>

<div class="red">1</div>
<div class="red">2</div>
<div class="red yellowHair">3</div>
<div class="red">4</div>

<div class="red">5</div>
<div class="red">6</div>
<div class="red">7</div>
<div class="red">8</div>

<div class="red yellowHair">9</div>
<div class="red">10</div>
<div class="red">11</div>

https://www.w3school.com.cn/cssref/css_selectors.asp


选择器 (selector)

1. id选择器（ # myid）

2. 类选择器（.main）

3. 标签选择器（div, h1, p）

4. 相邻选择器（h1 + p）

5. 兄弟选择器（h1 ~ p）

6. 子选择器（div>span）

7. 后代选择器（div span）

8. 通配符选择器（ * ）

9. 属性选择器（a[rel = "external"]）

10. 伪类选择器（p: hover）



选择器权重

important的权重为权益提升，最高级

内联样式的权重是1000

ID选择器的权重为100

类选择器的权重为10 —— 最常用

标签选择器的权重为1

伪类选择器的权重为10

属性选择器的权重为10

伪对象选择器的权重为1

通配符选择器的权重为0

注：数字越大，权重越高，优先级也越高



ID选择器：规定用#来定义（名字自定义）

Html代码 <h2 id="mytitle">你好</h2>

css代码
#mytitle {

border: 3px dashed green;
}

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标签来使用，只能使用一次。css中的ID选择器以”#”来定义。

注意：id选择器的选择符是”#”， 任何的HTML标签都可以有id属性



类选择器：规定用圆点.来定义

Html代码

css代码

和id非常相似，任何的标签都可以携带id属性和class属性。类选择器可以使用多次。

注意：类选择器可以被多种标签使用，同一个标签可以使用多个类选择器。用空格隔开。

<h2 class="oneclass">你好</h2>

.oneclass {
color: red;

}

<div class="oneclass">你好2</div>



标签选择器：选择器的名字代表html页面上的标签

Html代码

css代码

标签选择器，选择的是页面上所有这种类型的标签，所以经常描述“共性”，无法描述某一个元素的“个性”。

注意：所有的标签，都可以是选择器。选择的所有，而不是一个。

div {
color: red;

}

<div>你好2</div>



子选择器：E>F

Html代码

css代码

选择E下面的所有儿子F，只有儿子，没有孙子，重孙子等等

<div class="parent">
<div class="son">

son
<div>sonson</div>

</div>
</div>

.parent>div {
width: 100px;
height: 100px;

}



后代选择器：E F

Html代码

css代码

选择E下面的所有后代，包括儿子，孙子，重孙子等等

<div class="parent">
<div class="son">

son
<div>sonson</div>

</div>
</div>

.parent div {
width: 100px;
height: 100px;

}



相邻选择器：E + F

Html代码

css代码

选择E下一个邻居，只是下一个且只有一个

<div class="brother">brother1</div>
<p>brother2</p>
<p>brother3</p>

.brother+p {
font-size: 100px;

}



兄弟选择器：E ~ F

Html代码

css代码

选择E下面所有邻居

<div>brother0</div>
<div class="brother">brother1</div>
<p>brother2</p>
<p>brother3</p>

.brother~p {
font-size: 100px;

}



通配符选择器：*

Html代码

css代码

选择所有

<div class="all">
<span>name</span>
<p>abc</p>

</div>

.all * {
color: purple;
font-size: 50px;

}



属性选择器：[attribute=value]

Html代码

css代码

[attribute]，[attribute=value]，[attribute~=value]，[attribute|=value]，
[attribute^=value]，[attribute*=value]，[attribute$=value]

<div name="haha">abc</div>

[name="haha"] {
font-size: 100px;

}

[attr|=”bar”]'attr'属性值开头必须是bar的单词，或者开头是bar-
[attr^=”val”] 值开头三个字符必须是val
[attr$=”val”]属性值最后三个字符必须是val
[attr*=”val”]属性值任意位置包含val这三个字符即可
[attr~=”val”]属性值任意位置包含val这单词



伪类选择器：（冒号：）

Html代码

css代码

CSS 伪类用于向某些选择器添加特殊的效果。

<div class="wei">abc</div>

.wei:hover {
color: skyblue;

}



交集选择器

Html代码

css代码

<div class="jiao">abc</div>
<div>

<p class="jiao">cdf</p>
</div>

div.jiao {
font-size: 100px;

}



问题1

这么多选择器如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