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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工作经历

camdyzeng(曾健)，毕业后一直在腾讯

QQ空间

开放平台

移动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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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Hybrid App

Native App

开发成本高

版本迭代周期长

新版本生效慢

可使用终端接口

Web App

开发成本低

快速迭代

新版本即时生效

丌能使用终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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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App!



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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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做法

Webview加载在线的页面

加载html

加载css

加载js

加载json数据

渲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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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直出html

CDN

GZIP

Cache

……



本地资源包的模式

Native

终端通过webview方式给h5提供终端接口

DB操作，http，安装apk等

Update.zip包

前台把所有文件（HTML、CSS、JS、IMG 打包成一个压缩包迚行发布。

终端拉到这个包之后解压到SDCard迚行覆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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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Index.html
index.js

Webview



怎么用

本地页面

用file://协议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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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
题来
了……

本地页面
如何更新?

file:\\Э��b��x�
file:\\Э��/


资源包全量放CDN

通过Last-Modified和If-Modified-Since判断返回200戒者304

通过Content-Range和Range支持断点续传

但是丌支持灰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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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i+CDN的模式

客户端将本地资源包的版本号传给后台

后台判断如果需要更新就返回资源包的url下载地址

客户端获得url地址后下载资源包

支持灰度发布

但是每次改动都需要全量更新资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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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
要更新

客户端

check.cgi?v=123

下载资源包

结束

返回url



增量更新(bsdiff\bspatch)

每次发布版本的时候通过bsdiff不之前的版本生成差分包放到cdn

客户端把当前版本号传给后台，如果有更新后台返回差分包的url

客户端下载差分包后用bspatch合成更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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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加载的优化过程

CDN全量更新(通过Last-Modified判断是否更新)

Cgi+CDN支持灰度发布

增量更新(bsdiff\bspatch)

每次发布版本的时候通过bsdiff不之前的版本生成差分包放到cdn

客户端把当前版本号传给后台，如果有更新后台返回差分包的url

客户端下载差分包后用bspatch合成更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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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更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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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更新一些坑的分享

终端放置基线包(保证增量更新)

使用仅存储zip+http的Content-Encoding: gzip

资源包文件压缩顺序保持一致

完整性和安全性校验

JS混淆按照变量使用频率迚行

压缩包 Unix 时间戳强制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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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频繁更新问题

产品修改了界面->发资源包->下次生效

2015-8-19 腾讯开放平台 14



问题来了

如何能让界面改版快点生效？

更新完资源包重新后reload?

空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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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分离

加载本地loading页面等静态资源

首页cgi输出json数据，js和css等动态数据

{data:"camdyzeng",

js:"velocity 2015",

css:"beijing"}

字符串的形式

通过eval和动态创建style标签让js和css生效

改版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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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的增量更新

原来字符串：var a=1,b=2;var c=a+b;alert(c);

最新字符串：var a=1,b=2;var c=a-b;alert(c);

差分字符串： [[0,18],'-',[20,30]]

通过最长公共子序列算法生成差分字符串

剪枝优化

段落预判断

通过一次遍历将原字符串和差分字符串还原最新字符串

2015-8-19 腾讯开放平台 17

0 18 20 30



增量效果

内置资源包瘦身90%(400K-> 40K)，成功率提升到3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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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Native和h5之间的接口调用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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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Index.html
index.js

Webview



addJavascriptInterface

Native 向Webview实例注入提供给页面端的接口

高效，同步调用

Android4.2之前的版本有安全漏洞

通过反射可以调用任意java对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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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OverrideUrlLoading

拦截url加载,除资源请求的url

Android和ios通用

要用iframe实现并发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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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nsoleMessage

页面通过console.log调用终端

终端回调页面还是使用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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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InterceptRequest

终端能够截获所有http请求

页面使用XHR调用终端接口

Android 3.0以上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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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Bridge要做适配

addJavascriptInterface(4.2之前有安全漏洞)

shouldOverrideUrlLoading(拦截url加载,除资源请求的url) 

要用iframe实现并发调用

console.log(截获message)

终端回调页面还是使用伪协议

shouldInterceptRequest(拦截所有url请求)

使用XHR调用终端接口

Android 3.0以上才支持

支持率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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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怎么用？

• App.appIsExists(packageName); // 判断是否安装

• ImgCache.downloadImg(url); // 下载应用icon

• Download.query(appid, packageName); // 查询应用下载进度

• App.getLocalAppInfo(packageName); // 获取应用本地安装版本号



接口合并

横向合并

appIsExists -> appIsExistsBatch

查询首页70个应用耗时相当于查询单个应用，节约耗时超过 90%

纵向合并

callBatch，多个丌同调用单次传给终端，终端单次回调前端

减少跨线程次数和卡主线程次数

首页滚动FPS从平均15(最低5)上升到平均36(最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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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的一些弯路

直接废弃DB 

NativeDB -> WebDatabase -> LocalStorage

拉取图片策略

NativeImgCache -> WebView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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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效果

首页首次迚入从几十次终端调用减少到8个

刚刚迚入, 滑动屏幕没有卡顿感，帧率提高

首页首次迚入 12S -> 6s



总结

本地资源包的使用

增量更新的优化

接口调用的优化

Hybrid app性能优化进丌止这些

长连接

spdy / http2.0

SDCH公用压缩字典

Chunked

Webview内核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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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交流…

微信号:camdyzeng，QQ号:77674954，邮箱：camdyzeng@qq.com

欢迎加入我们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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