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维前端架构设计



关于我
前端农民⼯工

https://github.com/fouber/

https://github.com/fouber/


热衷各种DIY，基本算是⼀一个技术宅



– 百度百科

“软件架构（software architecture）是⼀一系列相关
的抽象模式，⽤用于指导⼤大型软件系统各个⽅方⾯面的

设计。”



类⽐比⽽而来，Web前端架构就是⼀一系列相关的抽象
模式，⽤用于指导web前端系统各个⽅方⾯面的设计。



web前端本质上是⼀一种 GUI软件，
本可以直接借鉴其他GUI系统架构设计⽅方法，

但

web前端有点 特别



CS架构GUI软件的开发与部署过程

发布 运⾏行开发



WEB前端的开发与部署过程

发布 运⾏行开发

webserver

CDN



web前端是⼀一种 运⾏行时增量加载程序资源 的GUI软件



看似微⼩小的差异，引发了极⼤大的不同

为了追求极致的界⾯面响应效率

需要尽可能的提⾼高程序资源的加载速度

资源加载将深⼊入影响web前端系统的运⾏行⽅方式

web前端架构设计要 充分 考虑资源加载与管理的问题

运⾏行时增量加载程序资源 的GUI软件



充分考虑资源加载与管理

• 按需：最⼩小化增量加载程序资源

• 合并：提⾼高多个资源加载的总体速度

• 缓存：充分利⽤用浏览器缓存实现媲美本地应⽤用的响应效率

知乎问答：⼤大公司⾥里怎样开发和部署前端代码？

http://www.apple.com.cn


解决⽅方案：模块化 的前端资源管理系统



模块化是系统拆分的重要⼿手段

• 模块是可组合、可分解和更
换的单元

• 可进⾏行独⽴立设计与实现

• 以模块为单位进⾏行资源管理
与加载

• 系统按模块进⾏行拆分和维护，
是架构设计的基础保证



模块化体系的愿景

• 模块之间可以建⽴立 依赖关系 

• 引⽤用模块即 按需加载 模块
及其依赖模块的所有资源

• 加载资源过程中有请求合并、
缓存控制等 框架层⾯面的优化 
措施



实现模块化资源管理所需的 三种 能⼒力



第⼀一种能⼒力，资源定位



第⼀一种能⼒力：资源定位
将 项⺫⽬目路径 转换成 部署路径 的能⼒力



• 开发中使⽤用 相对路径 定位资源

• 由构建⼯工具识别 资源定位标记 ，将其替换成
部署路径（绝对路径）

第⼀一种能⼒力：资源定位



使⽤用 部署路径 定位资源是模块 独⽴立性 的保障



HTML中的资源定位标识

源代码

构建后

使⽤用 部署路径，即使变更⻚页⾯面访问地址，
也能正确加载资源，为各种路由定制提供了可能

构建 
⼯工具

部署
配置

第⼀一种能⼒力：资源定位



源代码

构建后

CSS中的资源定位标识

使⽤用 部署路径，为CSS的资源合并、嵌⼊入使⽤用等需求提供了保障

构建 
⼯工具

部署
配置

第⼀一种能⼒力：资源定位



源代码

构建后

JS中的 ⾃自定义 资源定位标识

使⽤用 部署路径，配合 ⾃自定义 资源定位标记，
使得在JS中可以获取其他资源的部署路径，
来使⽤用部署后的资源，保证了JS模块的独⽴立性

构建 
⼯工具

部署
配置

第⼀一种能⼒力：资源定位



• 模块化开发的 最重要最核⼼心 的基础能⼒力之⼀一

• 常⽤用于解耦 开发规范 和 部署规范

• 可同时提供资源 缓存 与 更新 解决⽅方案

• 为模块的独⽴立性、可移植性、可组合性提供保障

第⼀一种能⼒力：资源定位



第⼆二种能⼒力，依赖管理



第⼆二种能⼒力：依赖管理

a.js

b.js

JS⽂文件之间的依赖关系

依赖声明、依赖管理、按需加载的能⼒力



a.js

a.css
b.js

b.css

将CSS⽂文件也纳⼊入到模块化体系中，
并为之建⽴立依赖关系（⽐比如与同名JS⽂文件⾃自动建⽴立依赖）

这样，就形成了资源的完整依赖关系树

第⼆二种能⼒力：依赖管理



a.js

a.css b.js

b.css

CSS中也需要依赖声明标记

第⼆二种能⼒力：依赖管理

c.css



a.js

a.css
b.js

b.css

借助⼯工具识别依赖声明
最终将得到⼀一份资源 依赖关系数据 

同时包括资源定位信息

第⼆二种能⼒力：依赖管理



资源表则⽤用于 配合实现 各种
模块化管理框架及资源加载⽅方案

第⼆二种能⼒力：依赖管理

构建 
⼯工具

资源 
依赖表



⼯工程化的依赖管理应该是
构建⼯工具 与 模块化框架 共同配合完成的



结合资源表数据，还能在框架
层⾯面进⾏行资源 合并加载 管理

第⼆二种能⼒力：依赖管理

a.js

a.css
b.js

b.css

⾸首次访问⺴⽹网络请求



第三种能⼒力，⽂文件嵌⼊入



第三种能⼒力：⽂文件嵌⼊入

把⼀一个⽂文件的内容直接内嵌到另外⼀一个⽂文件中的能⼒力，
虽然 不是必须 的开发能⼒力需求（可以⽤用依赖管理或资源定位替代）

但很多时候可以为开发带来 便利

构建后的代码

源代码

构建 
⼯工具



第三种能⼒力：⽂文件内嵌

模板源代码

JS模块源代码

在js中内嵌模板⽂文件，构建后得到
模板的 字符串内容 或者 前端模板预编译函数



第三种能⼒力：⽂文件内嵌

不同⽂文件类型之间的内嵌⽅方式有所不同

HTML JS CSS 图⽚片

HTML 内容嵌⼊入 <script>  
标签嵌⼊入

<style>  
标签嵌⼊入

base64 
内容嵌⼊入

JS 内容字符串 
嵌⼊入 内容嵌⼊入 内容字符串 

嵌⼊入
base64 

字符串嵌⼊入

CSS x x 内容嵌⼊入 base64 
内容嵌⼊入

被嵌⼊入 
资源

主⽂文件



三种能⼒力：资源定位、依赖管理、⽂文件内嵌

a.js

a.css

b.js

b.css

图片

图片

图片

模板

x.swf

内嵌

内嵌

内嵌
依赖

依赖

依赖 定位

定位• 三种能⼒力是⽐比较 原⼦子的 开发
规则，通过组合使⽤用，可以满
⾜足各种业务场景下的模块化开
发需求

• 三种能⼒力相辅相成，⽐比较完整
的解决了模块化开发中有关资
源管理的⼯工程问题，使得模块
具有较强的 独⽴立性

• 实践证明，这三种能⼒力具有⾼高
度的 通⽤用性



三种能⼒力：资源定位、依赖管理、⽂文件内嵌

部署

源码

框架

构建
⼯工具

资
源
依
赖
关
系
表资
源
定
位

根据资源表加载资源

⽂文
件
内
嵌

配置
开发规范

部署规范

资
源
定
位



基于三种能⼒力，根据 不同业务场景 进⾏行架构设计



业务场景⼀一：单⻚页⾯面应⽤用



单⻚页⾯面应⽤用(SPA)

• 前端渲染⻚页⾯面，以JS为
模块主⽂文件



单⻚页⾯面应⽤用(SPA)

模板源代码

JS模块源代码

• 前端渲染⻚页⾯面，以JS为
模块主⽂文件

• 利⽤用 内嵌能⼒力 将模板
插⼊入到JS中使⽤用



单⻚页⾯面应⽤用(SPA)

• 前端渲染⻚页⾯面，以JS为
模块主⽂文件

• 利⽤用 内嵌能⼒力 将模板
插⼊入到JS中使⽤用

• 针对模板编写样式，
利⽤用 依赖管理能⼒力 给
JS和CSS⽂文件建⽴立依赖
关系

CSS模块源代码

模板源代码



单⻚页⾯面应⽤用(SPA)

• 前端渲染⻚页⾯面，以JS为
模块主⽂文件

• 利⽤用 内嵌能⼒力 将模板
插⼊入到JS中使⽤用

• 针对模板编写样式，
利⽤用 依赖管理能⼒力 给
JS和CSS⽂文件建⽴立依赖
关系

• 利⽤用 资源定位能⼒力 在
CSS/JS⽂文件中使⽤用⾮非模
块化资源

CSS模块源代码



单⻚页⾯面应⽤用(SPA)

• 前端渲染⻚页⾯面，以JS为模
块主⽂文件

• 利⽤用 内嵌能⼒力 将模板插
⼊入到JS中使⽤用

• 针对模板编写样式，利
⽤用 依赖管理能⼒力 给JS和
CSS⽂文件建⽴立依赖关系

• 利⽤用 资源定位能⼒力 在
CSS/JS⽂文件中使⽤用⾮非模块
化资源

• 使⽤用模块化框架，借助 
资源依赖表 进⾏行资源加
载与请求合并

⻚页⾯面代码



业务场景⼆二：⾯面向SEO的多⻚页⾯面应⽤用



多⻚页⾯面应⽤用

• 后端渲染，以模板为
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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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页⾯面应⽤用

• 后端渲染，以模板为主⽂文
件

• 通过 依赖管理 能⼒力，建
⽴立 模板 对 JS/CSS 的依赖
关系

• 在模板引擎中扩展
{%script%} 标记，收集模
板中的模块启动逻辑⽚片段

• 资源定位 与 ⽂文件嵌⼊入 照
常使⽤用

• 在⻚页⾯面模板中通过 
{%require%} 接⼝口使⽤用模
块

⻚页⾯面源代码



• 后端渲染，以模板为主⽂文件

• 通过 依赖管理 能⼒力，建⽴立 模
板 对 JS/CSS 的依赖关系

• 在模板引擎中扩展{%script%} 
标记，收集模板中的模块启动
逻辑⽚片段

• 资源定位 与 ⽂文件嵌⼊入 照常使
⽤用

• 在⻚页⾯面模板中通过 
{%require%} 接⼝口使⽤用模块

• 在模板引擎中利⽤用 资源依赖表 
实现模块化管理，通过 
{%require%} 接⼝口在模板 解释
执⾏行过程中 收集、计算资源依
赖

构建 
⼯工具

依赖关系表



• 后端渲染，以模板为主⽂文件

• 通过 依赖管理 能⼒力，建⽴立 模板 
对 JS/CSS 的依赖关系

• 在模板引擎中扩展{%script%} 标
记，收集模板中的模块启动逻辑⽚片
段

• 资源定位 与 ⽂文件嵌⼊入 照常使⽤用

• 在⻚页⾯面模板中通过 {%require%} 接
⼝口使⽤用模块

• 在模板引擎中利⽤用 资源依赖表 实
现模块化管理，通过 {%require%} 
接⼝口在模板 解释执⾏行过程中 收
集、计算资源依赖

• 在相应浏览器之前，将收集到的
js、css资源依赖 插⼊入到⻚页⾯面上，从
⽽而实现后端⻚页⾯面渲染模式下的模块
资源管理

多⻚页⾯面应⽤用

服务端模板渲染后的⻚页⾯面



模板源代码

资源依赖关系表

服务端
模块化 
框架



多⻚页⾯面应⽤用

模板源代码

模板在服务端渲染后的HTML

运⾏行时 收集资源依赖
CSS收集后插⼊入到头部
JS收集后插⼊入到底部



在后端模板渲染架构中，可以在后端模板引擎之
上实现前端模块化资源管理框架

举例经典：Rails的 Assets Pipeline
Facebook的 Static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http://guides.rubyonrails.org/asset_pipeline.html
http://velocity.oreilly.com.cn/2010/index.php?func=session&name=%E9%9D%99%E6%80%81%E7%BD%91%E9%A1%B5%E8%B5%84%E6%BA%90%E7%9A%84%E7%AE%A1%E7%90%86%E5%92%8C%E4%BC%98%E5%8C%96


业务场景三：运营平台(CMS)模板开发



运营平台模板开发

• 运营平台是前端业务
重要的组成 部分，但
经常遭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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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平台模板开发
• 运营平台是前端业务重
要的组成 部分，但经常
遭到忽视

• 运营平台模板项⺫⽬目可以 
线下 开发

• 通过构建⼯工具对模板项
⺫⽬目进⾏行 优化、打包，然
后⼀一键推送到运营平台，
供运营使⽤用

• 每个模块提供 样例数
据 ，供运营配置参考

• 同样可以进⾏行 模块化 开
发

⻚页⾯面源代码



运营平台模板开发

• 运营平台是前端业务重要的
组成 部分，但经常遭到忽视

• 运营平台模板项⺫⽬目可以 线下 
开发

• 通过构建⼯工具对模板项⺫⽬目进
⾏行 优化、打包，然后⼀一键推
送到运营平台，供运营使⽤用

• 每个模块提供 样例数据 ，
供运营配置参考

• 同样可以进⾏行 模块化 开发

• 利⽤用 资源定位能⼒力 将模块
资源部署到CDN，同时插⼊入
到模板中

⻚页⾯面源代码

构建后的运营平台模板



运营平台模板开发
• 运营平台是前端业务重要的组
成 部分，但经常遭到忽视

• 运营平台模板项⺫⽬目可以 线下 
开发

• 通过构建⼯工具对模板项⺫⽬目进⾏行 
优化、打包，然后⼀一键推送到
运营平台，供运营使⽤用

• 每个模块提供 样例数据 ，供
运营配置参考

• 同样可以进⾏行 模块化 开发

• 利⽤用 资源定位能⼒力 将模块资
源部署到CDN，同时插⼊入到模
板中

• 本地开发调试环境



运营平台模板开发
• 运营平台是前端业务重要的组成 
部分，但经常遭到忽视

• 运营平台模板项⺫⽬目可以 线下 开发

• 通过构建⼯工具对模板项⺫⽬目进⾏行 优
化、打包，然后⼀一键推送到运营
平台，供运营使⽤用

• 每个模块提供 样例数据 ，供运营
配置参考

• 同样可以进⾏行 模块化 开发

• 利⽤用 资源定位能⼒力 将模块资源部
署到CDN，同时插⼊入到模板中

• 本地开发调试环境

• 发布到运营平台，进⾏行模块组合
与配置



在模块化之上，进⾏行 组件化 开发



基于模块化开发进⾏行组件化拆分

头部图⽚片
(c-index-header)
导航菜单

(c-navigator)

今⽇日⽐比赛
(c-gamecard)

新闻列表

⼆二级头部
(c-sh)

新闻1(c-news-text)

新闻2(c-news-text)

……

新闻n(c-news-text)



组件化拆分协作⽂文档



在单⻚页⾯面应⽤用(SPA)模式下进⾏行组件化开发



⼀一个类似 Angular 但实现了 Web 
components 的 MVVM 轻量级框架。

Vue.js

filters directives data-binding components

http://vuejs.org/

http://vuejs.org/


• 在模块化开发模型的基础上 

• Vue.component 定义组件 

• 模板中声明式的数据和事件绑定 

• 数据驱动的组件化设计

vue模板代码

组件开发



• require(‘c-menu’)加载并注册组件 

• 模板中使⽤用⾃自定义标签<c-menu>

• 修改数据即可更新组件

组件开发



模块化与组件化

模块化 组件化

模块化框架

资源内嵌

资源加载

依赖管理

组件封装

组件引⽤用

数据 & 事件 
绑定

⽣生命周期 
管理



不同公司不同团队的架构设计需求 差异



• 项⺫⽬目规模⼤大，团队⼈人员众多

• 后端采⽤用php做开发语⾔言，选择smarty做模板
引擎，后端渲染⻚页⾯面

• PC端为多⻚页⾯面应⽤用

百度前端业务团队



• ⼀一个站点被拆分成多个⼦子系统 

• 每个⼦子系统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会产⽣生⼀一个独⽴立的 资源依赖表

百度前端架构设计



• ⼀一个站点被拆分成多个⼦子系统 

• 每个⼦子系统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会产⽣生⼀一个独⽴立的 资源依赖表  

• 在smarty模板引擎之上 扩展模块
化资源管理框架

百度前端架构设计



• ⼀一个站点被拆分成多个⼦子系统 

• 每个⼦子系统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会产⽣生⼀一个独⽴立的 资源依赖表  

• 在smarty模板引擎之上扩展 模块
化资源管理框架 

• 定义命名空间驱动模块化框架加
载不同的资源表，进⽽而实现 跨系
统资源复⽤用

百度前端架构设计



• ⼀一个站点被拆分成多个⼦子系统 

• 每个⼦子系统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会产⽣生⼀一个独⽴立的 资源依赖表  

• 在smarty模板引擎之上扩展 模块
化资源管理框架 

• 定义命名空间驱动模块化框架加
载不同的资源表，进⽽而实现 跨系
统资源复⽤用 

• 所有⼦子系统的静态资源依赖表最
终会被 部署到⼀一起，供运⾏行时查
找资源使⽤用

百度前端架构设计

构建 
⼯工具

站点系统

线上发布资源表



UC前端业务团队特点



UC前端业务团队特点

• 项⺫⽬目规模较⼩小，每个产品前端研发2-3⼈人

• 以移动端为主，对性能有较⾼高要求

• 开发模式多，覆盖了单⻚页⾯面应⽤用、多⻚页⾯面应⽤用和运营平台模
板开发

• ⼈人⼒力资源有限，项⺫⽬目之间时常有⼈人员流动

• 与浏览器APP整合，部分产品需要适配各种浏览器版本

• 流程与平台应⽤用刚起步，许多基础设施不完善



将前端架构设计思想 ⼜又 实践了⼀一次



UC前端架构设计

• 基于前述的设计思想，提供模块化开发模型

• 提供本地调试、开发⼯工具集

• 定制开发、部署规范，解决多版本并存问题

• 在框架层⾯面进⾏行性能优化

• 统⼀一多种业务场景下的开发模型

• 与持续集成平台结合，完善开发流程

扩展阅读：前端开发体系建设⽇日记

https://github.com/fouber/blog/issues/2


定制开发规范

模块化资源

⾮非模块化资源

Nodejs服务器

⽣生态模块依赖

npm模块依赖

构建配置⽂文件

服务端启动配置



模块化框架与性能优化

a.js

a.css
b.js

b.css

⾸首次访问⺴⽹网络请求



模块化框架与性能优化

再次访问⺴⽹网络请求

本地缓存



开发、调试、⾃自动化⼯工具

npm install -g scrat



公共组件发布与复⽤用



完善开发流程（常规项⺫⽬目）

scrat init

scrat release -wL

NAPI(BaaS)

CIgitlab UAE

性能 
监控

业务 
统计写码

看效果
保存

scrat server start



完善开发流程（运营类项⺫⽬目）

scrat init

scrat release -wL

NAPI(BaaS)

运营 
平台

本地 
打包

⻚页⾯面 
拼装

业务 
统计写码

看效果
保存

scrat server start



完善开发流程（CI平台）



多版本部署



线上多版本并存

http://tv.uc.cn/mobile/4.0.1/ http://tv.uc.cn/mobile/4.1.7/

v4.0.1 v4.1.7

http://tv.uc.cn/mobile/4.0.1/
http://tv.uc.cn/mobile/4.1.7/


统⼀一多种业务场景的开发模型



统⼀一开发模型——单⻚页⾯面应⽤用



统⼀一开发模型——多⻚页⾯面应⽤用



统⼀一开发模型——运营平台模板



⼯工程化 ≠ ⼯工具⾃自动化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