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模拟题及解析 

6.1 单选题 

1. 哪个 HTML5 标记用于显示具有等宽字体的文本并同时保留空格和换行符？ 

<area> 

 

<hr> 

 

<strong> 

 

<pre> 

解析：<area>标签用于定义可点击图像的区域，其在使用时始终嵌套在<map>标签内部。 

      <hr>标签用于在 HTML 页面中创建一条水平线。 

      <strong>标签用于文档中的文本进行加粗。 

      <pre>标签可定义预格式化的文本。被包围在 <pre> 标签元素中的文本通常会保留

空格和换行符，而文本也会呈现为等宽字体。 

2. 在 HTML5 中哪个属性将对输入元素预先填充默认值？ 

autocomplete 

 

name 

 

placeholder 

 

required 

解析：autocomplete 属性规定输入字段是否应该启用自动完成功能。自动完成允许浏览器

预测对字段的输入。当用户在字段开始键入时，浏览器基于之前键入过的值，应该显示出在

字段中填写的选项。 

      name 属性规定输入标签的名称。name 属性用于在 JavaScript 中引用元素，或者

在表单提交之后引用表单数据。 

      placeholder 属性规定可描述输入字段预期值的简短的提示信息（比如：一个样本值

或者预期格式的短描述）。该提示会在用户输入值之前显示在输入字段中。 

      required 属性是一个布尔属性。用于规定必需在提交表单之前填写输入字段。  

6.2 多选题 

1. SVG 的两个特点是什么？请选择两个答案 

使用基于栅格的高性能图形 

 

可使用 CSS 进行修改 



 

可使用 JavaScript 进行修改 

 

使用基于像素的高性能图形 

解析：SVG 指可伸缩矢量图形 (Scalable Vector Graphics)，用来定义用于网络的基于矢量的

图形。SVG 是使用 XML 来描述二维图形和绘图程序的语言。 

 

 Canvas SVG 

历史 较新，由 Apple 私有技术发展而来 历史悠久，2003 年成为 W3C 标准 

功能 功能简单，2D 绘图 API 功能丰富，各种图形、滤镜、动画等 

特点 像素，只能脚本驱动 矢量，XML，CSS，元素操作 

支持 主流浏览器，IE9+ 主流浏览器，IE9+，其他 SVG 阅读器 

                    表 6.1   Canvas 与 SVG 的比较 

 

2. 此代码段将实现哪两个结果？请选择两个答案。 

<audio src=”happy.wav” controls=”controls”> 

Hello World 

</audio> 

在 HTML5 以前的浏览器上，将不播放 happy.wav 文件而是显示 Hello World 

 

在 HTML5 以前的浏览器上，将播放 happy.wav 文件而隐藏 Hello World 

 

在支持.wav 文件的 HTML5 浏览器上，将播放 happy.wav 文件而隐藏 Hello World 

 

在支持.wav 文件的 HTML5 浏览器上，将播放 happy.wav 文件并显示 Hello World 

解析：<audio> 标签定义声音，比如音乐或其他音频流。可以在 <audio> 和 </audio> 之

间放置文本内容，这些文本信息将会被显示在那些不支持 <audio> 标签的浏览器中。 

 

3. 哪三个是有效的 JavaScript 变量？请选择三个答案。 

1xyz 

 

Int1 

 

xyz1 

 

.Int 

 

_int 

解析：JavaScript 中的变量有如下要求： 

 变量必须以字母开头 

 变量也能以 $ 和 _ 符号开头（不推荐这么做） 

 变量名称对大小写敏感（y 和 Y 是不同的变量） 

 



4. HTML5 中哪三个事件属性与 CAPTION 元素一起使用？请选择三个答案。 

onconnect 

 

onmouseover 

 

ondblclick 

 

onabort 

 

onkeydown 

解析：<caption> 标签定义表格的标题，必须直接放置到 <table> 标签之后使用并且只能

对每个表格定义一个标题。 

      对于 A 选项，没有 onconnect 事件。对于 D 选项，onabort 是一种多媒体事件，表示

当发生中止事件时运行脚本。该事件需要通过视频、图像、音频进行触发，多应用于 HTML

媒体元素。 

      onmouseover 是鼠标事件，表示当鼠标指针悬停至元素之上时运行脚本。满足要求。 

      ondblclick 是鼠标事件，表示双击鼠标时运行脚本。满足要求。 

      onkeydown 是键盘事件，当按下按键时运行脚本。满足要求。 

6.3 判断题 

1. 您正在开发一个使用 HTML5 控件显示音频和视频媒体的网站应用程序。 

说明：判断以下每项表述的对错。如果表述正确，选择是；表述错误选择否。每选对一项

得一分。 

                                                              是      否 

HTML5 要求该标记指定将使用哪个第三方加载项或插件来播放媒体。  ○      ○√ 

 

HTML5 视频标记与 HTML5 音频标记共享媒体属性和事件。           ○      ○√ 

 

JavaScript 可与 HTML5 视频和音频标记结合使用来增强其行为。       ○√    ○ 

解析：<video>和<audio>标签是 HTML5 的新标签，如果浏览器支持就可运行，无需第三

方加载项或插件。 

      <video>标签的 height 和 width 属性是<audio>标签所不具备的。 

      HTML5 中的标签可以通过 JavaScript 与用户进行交互。 

 

2. 您正在创建一个 Web 工作线程以便在后台线程中执行计算。 

说明：判断以下每项表述的对错。如果表述正确，选择是；表述错误选择否。每选对一项

得一分。 

                                                              是        否 

Web 工作线程能够操纵文档对象模型（DOM）。                    ○        ○√ 

 

Web 工作线程需要获得脚本的统一资源标识符（URL）才能执行。    ○        ○√ 

 



在 Web 工作线程和页面之间交换的所有数据都是副本，而非引用。   ○√      ○ 

 

解析：Web Worker 对象在独立线程中运行，它们不会直接对主 HTML 文档或 DOM 执

行操作。（可以使用 setTimeout、setInterval 和 XMLHttpRequest。） 

      Worker 对象在主 HTML 文档中创建，当浏览器解释到此行时，就会创建一个

Worker 线程，然后使用 postMessage()方法启动该线程。并不需要 URL。 

      Web Worker 通过消息传递信息，执行与主 HTML 文档分开的 JavaScript 文件中

的代码。所以和页面之间操作的不是同一份数据，只是副本。 

 

6.4 拖拽题 

1. 请将 HTML5 技术与相应的描述进行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中的技术拖到右侧与之对应的说明上。每个技术可以使用一

次、多次或不使用。您可能需要拖动窗格之间的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匹配

一项得一分。 

HTML5 技术              描述 

CSS  一种用于存储配置设置和数据的语言  XML 

 

HTML5  一种控制文档格式和样式的语言  CSS 

 

JavaScript  一种使用标记显示文本块和功能的语言  HTML5 

 

SOAP  一种用于设置文档对象交互和事件响应

的语言 

 JavaScript 

 

XML 

 

解析：XML 用来传输和存储数据，如文件配置。 

      CSS 用来控制网页的样式和布局。 

      HTML5 是一种用于创建网页的标准标记语言。 

      JavaScript 是 Web 的编程脚本语言，增加与用户的交互。 

      SOAP 是基于 XML 的简易协议，可使应用程序在 HTTP 之上进行信息交换。是一

种用于发送消息的格式。 

 

2. 请将 JavaScript 代码段与 HTML5 本地存储功能进行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中的技术拖到右侧与之对应的说明上。每个技术可以使用一

次、多次或不使用。您可能需要拖动窗格之间的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匹配

一项得一分。 



JavaScript 代码段                              HTML5 本地存储功能 

localStorage.key(0); 

 

localStorage.clear(); 

 

localStorage.getItem(“name”) 

 

localStorage.removeItem(“name”) 

 

localStorage.setItem(“name”,”nameData”) 

 

localStorage.setItem(“name”,”nameData”) 

 

localStorage.clear(); 

 

localStorage.removeItem(“name”) 

 

localStorage.getItem(“name”) 

 

解析：数据的存储使用 setItem()方法；数据全部删除使用 clear()方法； 

      删除某一条数据使用 removeItem()方法；读取数据使用 getItem()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