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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CSS3选择器

HTML5

·关系选择器

·CSS层叠性、继承性与优先级

·属性选择器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链接伪类

HTML5



✎ ✎ 学习目标

掌握CSS3中新增加的

属性选择器，能够运

用属性选择器为页面

中的元素添加样式。

1

掌握伪元素选择器的使

用，能够在页面中插入

所需要的文字或图片内

容。

4

2
理解关系选择器的用

法，能够准确判断元

素与元素间的关系。

3

掌握常用的结构化伪

类选择器，能够为相

同名称的元素定义不

同样式。

掌 握

掌握CSS伪类，会使用

CSS伪类实现超链接特

效。5



✎  目录

属性选择器

☞点击查看本小节知识架构

关系选择器

☞点击查看本小节知识架构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伪元素选择器

链接伪类

阶段案例—制作网页设计软件列表

☞点击查看本小节知识架构

☞点击查看本小节知识架构



✎  知识架构

4.1  属性选择器

4.1.1 E[att^=value] 属性选择器

4.1.2 E[att$=value]属性选择器

4.1.3 E[att*=value]属性选择器



✎

4.2  元素的类型与转换

4.2.1

4.2.2

子代选择器（>）

兄弟选择器（+、~）

 知识架构



✎

4.3  块元素垂直外边距的合并

4.3.1 :root选择器

4.3.2 :not选择器

4.3.3 :only-child 选择器

4.3.4 :first-child和:last-child选择器

4.3.5 :nth-child(n)和:nth-last-child(n)选择器

4.3.6 :nth-of-type(n)和:nth-last-of-type(n)选择器

4.3.7 :empty选择器

4.3.8 :target选择器

 知识架构



✎

4.4  伪元素选择器

4.4.1

4.4.2

:before选择器

:after选择器

 知识架构



✎ CSS3选择器

CSS3中新增的多种选择器，使用它可以大幅度提高开

发人员书写和修改样式表的效率。

本章将向读者介绍CSS3中新增的多种选择器。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可以

更轻松的控制网页元素。



✎ 4.1  属性选择器

属性选择器可以根据

元素的属性及属性值

来选择元素。CSS3

中新增了3种属性选

择器。

E[att^=value]

E[att$=value]

E[att*=value]



✎ 4.1  属性选择器

E[att^=value] 属性选择器4.1.1

E[att^=value] 属性选择器是指选择名称为E的标记，且该标记定义了

att属性，att属性值包含前缀为value的子字符串。

E是可以省略的，如果省略则表示可

以匹配满足条件的任意元素。



✎ 4.1  属性选择器

E[att$=value]属性选择器4.1.2

E[att$=value] 属性选择器是指选择名称为E的标记，且该标记定义了

att属性，att属性值包含后缀为value的子字符串。与E[att^=value]

选择器一样，E元素可以省略，如果省略则表示可以匹配满足条件的任

意元素。

例如： div[id$=section]

表示匹配包含id属性，且id属性值是以“section”字符串结尾的

div元素。



✎

E[att*=value]属性选择器4.1.3

E[att*=value]选择器用于选择名称为E的标记，且该标记定义了att属

性，att属性值包含value子字符串。该选择器与前两个选择器一样，E

元素也可以省略，如果省略则表示可以匹配满足条件的任意元素。

例如： div[id*=section]

表示匹配包含id属性，且id属性值包含“section”字符串的div元

素。

4.1  属性选择器



✎ 4.2 关系选择器

子代选择器（>）4.2.1

子代选择器主要用来选择某个元素的第一级子元素。

h1 strong>

例如：

希望选择只作为 h1 元素子

元素的 strong 元素，可以

这样写：h1 > strong。



✎

兄弟选择器用来选择与某元素位于同一个父元素之中，且位于该元素

之后的兄弟元素。

临近兄弟

选择器

普通兄弟

选择器

兄弟选择器（+、~）4.2.2

4.2 关系选择器



✎

临近兄弟

选择器

普通兄弟

选择器

普通兄弟

选择器

该选择器使用加号“+”来链接前后两个选择器。选

择器中的两个元素有同一个父亲，而且第二个元素

必须紧跟第一个元素。

兄弟选择器（+、~）4.2.2

4.2 关系选择器



✎

临近兄弟

选择器

普通兄弟

选择器

普通兄弟

选择器

普通兄弟选择器使用 “~”来链接前后两个选择器。

选择器中的两个元素有同一个父亲，但第二个元素

不必紧跟第一个元素。

临近兄弟

选择器

兄弟选择器（+、~）4.2.2

4.2 关系选择器



✎ 4.3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1
➢ :root选择器

2
➢ :not选择器

3
➢ :only-child 选择器

4
➢ :first-child和:last-child选择器

5
➢ :nth-child(n)和:nth-last-child(n)选择器

6
➢ :nth-of-type(n)和:nth-last-of-type(n)选择器

7
➢ :empty选择器

8
➢ :target选择器

常用的结构化伪类选择器有



✎

:root选择器4.3.1

1
➢ :root选择器

:root选择器用于匹配文档根元素，在HTML中，根元素

始终是html元素。也就是说使用“:root选择器”定义的

样式，对所有页面元素都生效。对于不需要该样式的元

素，可以单独设置样式进行覆盖。

4.3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

:not选择器4.3.2

2
➢ :not选择器

如果对某个结构元素使用样式，但是想排除这个结构元

素下面的子结构元素，让它不使用这个样式，可以使

用:not选择器。

4.3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

:only-child 选择器4.3.3

3
➢ :only-child 选择器

:only-child 选择器用于匹配属于某父元素的唯一子元素

的元素，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父元素仅有一个子元素，

则使用“:only-child 选择器”可以选择这个子元素。

4.3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

:first-child和:last-child选择器4.3.4

4
➢ :first-child和:last-child选择器

:first-child选择器和:last-child选择器分别用于为父元素

中的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子元素设置样式。

4.3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

:nth-child(n)和:nth-last-child(n)选择器4.3.5

5
➢ :nth-child(n)和:nth-last-child(n)选择器

使用:first-child选择器和:last-child选择器可以选择某个

父元素中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子元素，但是如果用户想要

选择第2个或倒数第2个子元素，这两个选择器就不起作

用了。为此，CSS3引入了:nth-child(n)和:nth-last-

child(n)选择器，它们是:first-child选择器和:last-child

选择器的扩展。

4.3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

:nth-of-type(n)和:nth-last-of-type(n)选择器4.3.6

6
➢ :nth-of-type(n)和:nth-last-of-type(n)选择器

:nth-of-type(n)和:nth-last-of-type(n)选择器用于匹配

属于父元素的特定类型的第 n 个子元素和倒数第n个子

元素。

4.3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

:empty选择器4.3.7

7
➢ :empty选择器

:empty选择器用来选择没有子元素或文本内容为空的所

有元素。

4.3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

:target选择器4.3.8

8
➢ :target选择器

:target选择器用于为页面中的某个target元素（该元素

的id被当做页面中的超链接来使用）指定样式。只有用

户单击了页面中的超链接，并且跳转到target元素

后，:target选择器所设置的样式才会起作用。

4.3 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 4.4 伪元素选择器

所谓伪元素选择器，是针对CSS中已经定义好的伪元素

使用的选择器。CSS中常用的伪元素选择器有:before

伪元素选择器和:after伪元素选择器

:before

选择器

:after选

择器



✎

:before

选择器

:after选

择器

:after选

择器

:before选择器4.4.1

:before伪元素选择器

用于在被选元素的内容

前面插入内容，必须配

合content属性来指定

要插入的具体内容。

<元素>:before
{

content:文字/url();
}

4.4 伪元素选择器



✎

:before

选择器

:after选

择器

:after选

择器

:after选择器4.4.2

:before

选择器

:after伪元素选择器用于在某个元素之后插入一

些内容，使用方法与:before选择器相同。

4.4 伪元素选择器



✎ 4.5 链接伪类

在CSS中通过链接伪类可以

实现不同的链接状态

定义超链接时，为了

提高用户体验，经常

需要为超链接指定不

同的状态，使得超链

接在点击前、点击后

和鼠标悬停时的样式

不同。



✎

超链接标记<a>的伪类 含义

a:link{ CSS样式规则; } 未访问时超链接的状态

a:visited{ CSS样式规则; } 访问后超链接的状态

a:hover{ CSS样式规则; } 鼠标经过、悬停时超链接的状态

a:active{ CSS样式规则; } 鼠标点击不动时超链接的状态

超链接标记<a>的伪类

4.5 链接伪类



✎ 4.6 阶段案例

阶段案例

效果图



✎ 本章小结

本章从CSS3新增的选择器开始介绍，依次介绍

了属性选择器、关系选择器、结构化伪类选择器、

伪元素选择器等选择器的使用方法。最后利用本周

知识点实现了一个网页设计软件列表页面的阶段案

例。

选择器是CSS3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实现了

页面内对样式的各种需求，本章仅仅演示了这些选

择器比较常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读者深入研究学

习其他高级功能。



✎ ✎ 动手实践

学习完前面的内容，下面来动手实践一

下吧：

请结合给出的素材，运用HTML相关标记和CSS选择器实现图4-30所示的学员感言页面。

其中的小标题均是超链接，当鼠标悬浮到每个小标题上时，文字由黑色变为红色并添加

下划线，如图4-3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