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Page" => "fetchPage", "downloadPage"

使⽤用更精确的单词 p.12

"binaryTree.size" => "binaryTree.numNodes"
"stop()" => "pause()", "kill()"
复杂公式

"made" => "create", "set up", "build", "generate",
"compose", "add", "new"

使⽤用更有表现⼒力的单词 p.13

清晰和精确的表⽰示⽐比卖萌好

抽取⺫⽬目标

纯⼯工具代码 (⽂文件/数据库/字符串操作)

"retval" => "sum_score"

避免使⽤用泛泛的名字 p.14
⾮非项⺫⽬目专有的功能

"tmp" => "tmp_file"

抽取不相关的⼦子问题 p.107

"i", "j", "iter" => "user_i", "club_j", "player_iter"
"serverCanStart()" => "canListenOnPort()"

⽤用具体名字代替抽象的名字 p.17
例如"document.cookie"

包装/简化不理想的接⼝口

"--run-locally" => "--use-local-database"
"id" => "hex_id"

为名字附加更多信息 p.19

把信息装到名字⾥里 p.11

"start_time" => "start_time_in_millisecond"
"password" => "plaintext_password"
(Don't be evil)

将任务拆分成函数

⼀一次只做⼀一件事 p.117

在⼩小的作⽤用域可以使⽤用短名字 p.22
名字不能过⻓长 p.22

⾸首字⺟母缩写和缩略词 p.23

⾄至少将完成相同任务的代码集中在⼀一起

普遍好理解的

"evaluation" => "eval"
"document" => "doc"

⽆无法理解的

"BackEndManager" => "BEManager"

"convertToString()" => "toString()"

丢掉没⽤用的词 p.24

"doServerLoop()" => "serverLoop()"

先⽤用⾃自然语⾔言描述你要写的程序
编写清晰精炼的代码

将想法变成代码 p.127

了解你的函数库已经提供了什么

重新组织代码 p.107

常量定义 "kConstantName" (与宏定义 "MARCO_NAME" 区分)

成员变量定义 "_stat" 或 "stat_", 避免"this.stat"

利⽤用名字的的格式传达含义 p.24
避免过度设计

构造函数⾸首字⺟母⼤大写, 普通函数⾸首字⺟母⼩小写
JQuery返回的对象使⽤用"$"作前缀

"var $all_img = $('img'); "

少写代码 p.135
质疑和拆分需求, 解决最简单的问题

HTML/CSS "id"使⽤用下划线, "class"使⽤用连字符

"<div id='mid_column' class='main-content' >"

"kCartToBigLimit" => "kMaxItemsInCart"
熟悉所⽤用库的API

避免⼆二义性单词 p.28
"clip(text, length)" => "truncate(text, max_chars)"

了解/尝试外⾯面的轮⼦子

使⽤用 "first/last", "min/max" 表⽰示包含的范围

避免使⽤用 "start/stop" 表⽰示范围
使⽤用Unix⼯工具⽽而⾮非写代码

不会误解的名字 p.27

使⽤用 "begin/end" 表⽰示包含/排除的范围

加上 "is, has, can, should" 前缀

"if enter" => "if hasEnter"

给布尔值命名 p.30
避免反义名字

"disabled_ssl = false" => "use_ssl = true"

"getXXX()" => "computeXXX()"
与使⽤用者的期望相匹配 p.37

⽤用户会认为 "getXXX()" 和 "size()" 是轻量的⽅方法
"size()" => "countSize()"

只提供"输⼊入"和"期待的输出"

最⼩小的测试声明 p.148

使⽤用换⾏行来保持⼀一致和紧凑 p.38

表⾯面层次的改进 p.8

使⽤用测试框架所提供更好的"assert()"

⽤用⽅方法来整理不规则且重复的代码 p.40

审美 p.36

可读的错误提⽰示 p.150
保持代码的列对⻬齐 p.41

⼿手⼯工打造必要的错误输出

保持使⽤用变量的顺序 p.42

将⼤大块代码分成段落并注释 p.43

负数 "-99998.7" => "-1"
简化输⼊入值
⼤大负数 "-99998.7" => "-1e100"
选择更好的测试输⼊入 p.152

每个测试⽤用例都针对⼀一种特定的情况

保持代码⻛风格的⼀一致性 p.45

测试与可读性 p.145

⼀一致的⻛风格⽐比"正确"的⻛风格更重要

多组⼩小测试
当代码本⾝身被理解的速度快于读注释时

精选话题 p145

什么时候不要注释 p.49
为注释⽽而注释, 重复函数的声明

"Test_<FunctionName>_<Situation>()"

为测试函数命名 p.154
"拐杖式注释", 试图粉饰错误的命名

该写什么样的注释 p.47
使⽤用全局变量

"好代码 > 坏代码 + 好注释"
⼤大量依赖外部组件

可测试性差的代码

代码有不确定⾏行为

⽤用注释记录你的思想 p.52

对测试较好的开发⽅方式 p.156

"指导性批注", 代码为什么这样写

为缺陷和未完成写注释, "TODO"

很少或没有内部状态
类/函数只做⼀一件事

常量值背后的故事

"int NUM_THREADS = 8; //最好是CPU核数x2"

可测试性好的代码

低耦合

站在读者的⾓角度 p.54

为预料中的提问注释

接⼝口简单, 定义明确

为意料之外的⾏行为注释

"此函数时间复杂度为O(m*n), 1分钟后超时"

"全局观"注释, 描述代码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
为测试牺牲真实代码的可读性
追去100%的测试覆盖率

为⼀一段代码块做总结性注释, 避免读者迷失在细节中
不要⾛走的太远 p.158
如果你不喜欢写注释 p.58

让测试成为产品开发的阻碍

1. 不管⼼心⾥里想什么, 先把它写下来

《编写可读代码的艺术》

2. 读⼀一下这段注释, 看看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3. 不断改进

避免使⽤用不明确的代词

润⾊色粗糙的句⼦子, 让注释更紧凑

《代码⼤大全》

使⽤用⼀一个精⼼心挑选的"输⼊入/输出"例⼦子来说明函数

精确描述函数的⾏行为

//Example. strip("abba/a/ba", "ab") returns "/a/"

写出⾔言简意赅的注释 p.60

《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

"//倒序输出集合" => "//价格由⾼高到低显⽰示商品"

声明⾼高层次的意图, ⽽而⾮非明显细节

使⽤用嵌⼊入式的注释解释难以理解的函数参数

connect( /* use_encryption = */ false);
应当使⽤用枚举替代布尔类型作为参数

使⽤用信息量⼤大的词汇让注释更简洁

《程序设计实践》

关于写⾼高质量代码的书

《程序员修炼之道》

条件语句中将改变的值写在左边, 稳定的值写在右边

"if/else"的顺序

⾸首先处理正逻辑(==), ⽽而后负逻辑(!=)

把控制流变得易读 p.68

先处理简单情况, 这样"if"和"else"可以在同⼀一屏内出现
先处理有趣或可疑的情况

《代码整洁之道》
只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使⽤用三元表达式

通常(if/while/for)逻辑条件都会出现在代码块之前

避免do while循环

深⼊入阅读 p.175

避免goto, 尤其是向上的

最⼩小化嵌套, 减少读者的"思维栈"

在保护语句后提前返回
循环时在保护语句后continue

简化循环和逻辑 p.67

《JavaScript语⾔言精粹》
《编程珠玑》

拆分超⻓长的表达式 p.82

引⼊入额外的解释变量

将获取⽤用户编号的连续字符串处理结果赋值
给变量 "user_id"

引⼊入额外的总结变量

将⽤用户编号和⽤用户权限标⽐比较的结果赋值给
变量 "user_has_permission"

使⽤用德摩根定理重写逻辑表达式

关于各种编程话题的书

"if (!(a && !b))" => "if (!a || b)"
"a == false" ⽐比 "!a" 更易读

《Effective Java》

避免滥⽤用短路逻辑写出巨⼤大的表达式 p.85

减少变量 p.92

去除没有价值的临时变量
利⽤用提早返回去除控制流变量

《设计模式：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
变量与可读性 p.91

减少变量的作⽤用域 p.94

使⽤用闭包来避免声明全局变量
在JavaScript中总是⽤用var来声明变量, 否则会
成为全局变量

《⾼高性能⺴⽹网站建设指南》

Python与JavaScript语句块中的变量会"溢
出"到整个函数
将变量的定义移到使⽤用它之前

只写⼀一次的变量更好 p.100

《软件随想录》

常量使代码更易于理解
保证变量在较少的地⽅方被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