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浏览器和浏览器内核

浏览器是目前用户使用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应用程序之一，浏览器的发
展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过程。伴随着浏览器发展的是浏览器内核，它是浏览器中最
核心的功能部件，本章作为本书的开始，在基础性介绍了浏览器和浏览器内核等概
念之后引入了 WebKit 内核的特征分析和框架阐述。

1.1 浏览器
1.1.1

浏览器简介

互联网的革命浪潮带动了众多技术的快速发展，其中，网络浏览器（之后将简
称为浏览器）作为互联网最重要的终端接口之一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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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功能被加入到浏览器中来。在 W3C 等标准组
织的积极推动下逐步成型的 HTML5 技术，更是成为了浏览器发展的火箭推进器。
提到浏览器，不得不提的重量级人物是 Berners-Lee。Berners-Lee 是 W3C 组织
的理事，他在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浏览器 WorldWideWeb（后
改名为 Nexus），并在 1991 年公布了源代码。它支持早期的 HTML 标记语言，当然，
它的功能也很简单，只是支持文本、简单的样式表、电影、声音和图片等。但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是仅有的能够可视化网络内容的浏览器。
第二个不得不提的重量级人物是 Marc Andreessen。在 1993 年，真正有影响力的
浏览器 Mosaic 诞生，它是由 Marc Andreessen 领导的团队开发，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
的网景（Netscape）浏览器。同样地，在最开始的时候，它所支持的功能也有限，只
能显示简单的静态 HTML 元素，没有 JavaScript，没有 CSS，更没有目前 HTML5 各
种丰富的功能。不过，网景浏览器还是大受欢迎，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之后发
展迅速，在其顶峰时期，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
事情的转变源于 1995 年。受 Mosaic 浏览器的深刻影响，微软推出了闻名世界的
Internet Explorer（以下简称为 IE）浏览器，自此第一次浏览器大战正式打响。IE 受
益于 Windows 操作系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其逐渐取代了网景浏览器的领导地位，
一直到网景浏览器的消亡，至此，第一次浏览器大战结束。
处于低谷的网景公司在 1998 年成立了 Mozilla 基金会，开始凤凰涅磐。在该基
金会的推动下，网景公司主导开发了著名的开源项目火狐浏览器（也就是 Firefox，
后面使用该名称），在 2004 年发布了 1.0 版本，拉开了第二次浏览器大战的序幕，这
次大战影响深远。受益于 IE 浏览器发展较为缓慢，Firefox 浏览器自推出以来就深受
大家的喜爱，其功能丰富，扩展众多，因此市场份额一直在上升。
然而，第二次浏览器大战并没有结束，就在 Firefox 浏览器发布 1.0 版本的前一
年，也就是 2003 年，苹果发布了 Safari 浏览器，并在 2005 年释放了浏览器中一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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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部件的源代码，发起了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WebKit（它是 Safari 浏览器的内核，
也是本书的重点），这拉开了一个新的序幕。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移动操作系
统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超快速发展，苹果同样推出了 Safari 浏览器的移动版，并引
入了众多令人激动的功能和强大的移动用户体验，这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2008 年，Google 公司以苹果开源项目 WebKit 作为内核，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
Chromium，该项目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快速的、支持众多操作系统的浏览器，包括对
桌面操作系统和移动操作系统的支持。这也就是说 Chromium 使用了同 Safari 一样的
浏览器内核（这一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实际上也还有很多不同）。后面章节的很多
讨论会围绕 Chromium 中的技术来展开，所以这里会多介绍一点。在 Chromium 项目
的基础上，Google 发布了自己的浏览器产品 Chrome。不同于 WebKit 之于 Safari 浏
览器，Chromium 本身就是一个浏览器，而不是 Chrome 浏览器的内核，Chrome 浏览
器一般选择 Chromium 的稳定版本作为它的基础。Chromium 是开源试验场，它会尝
试很多创新并且大胆的技术，当这些技术稳定之后，Chrome 才会把它们集成进来，
也就是说 Chrome 的版本会落后于 Chromium；其次，Chrome 还会加入一些私有的编
码解码器以支持音视频等；再次，Chrome 还会整合 Google 众多的网络服务；最后，
Chrome 还有自动更新的功能（虽然只是 Windows 平台），这也是 Chromium 所没有
的。Chrome 浏览器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很快就在个人电脑市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自此，对于桌面系统而言，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微软 IE、Mozilla 火狐和
Google Chrome 成了桌面系统上最流行的三款浏览器，三者一起占据了该市场超过
90%的浏览器份额。对于移动系统而言，就是另一番情形了。由于苹果的 iOS 操作系
统和 Google 的安卓系统占据了绝对领先的地位，
因而这两个系统的默认浏览器 Safari
浏览器和安卓浏览器变得非常流行。有趣的是，它们都是基于苹果发起的开源项目
WebKit。浏览器作为用户访问互联网最重要的接口，也难怪获得如此众多巨头的关
注。未来，必将还是浏览器继续高速发展、竞争激烈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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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特性

从最初的仅支持简单功能到如今支持种类繁多的功能和特性，浏览器一直在向
前发展，可以预见，今后浏览器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那么目前一个浏览器应该包括
哪些功能呢？
大体上来讲，浏览器的这些功能包括网络、资源管理、网页浏览、多页面管理、
插件和扩展、书签管理、历史记录管理、设置管理、下载管理、账户和同步、安全
机制、隐私管理、外观主题、开发者工具等。下面是对它们之中的一些重要功能的
详细介绍。


网络：它是第一步，浏览器通过网络模块来下载各种各样的资源，例如 HTML
文本、JavaScript 代码、样式表、图片、音视频文件等。网络部分其实非常
重要，因为它耗时比较长而且需要安全访问互联网上的资源。



资源管理：从网络下载或者本地获取资源，并将它们管理起来，这需要高效
的管理机制。例如如何避免重复下载资源、缓存资源等，都是它们需要解决
的问题。



网页浏览：这是浏览器的核心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它通过网络下载
资源并从资源管理器获得资源，将它们转变为可视化的结果，这也是后面介
绍的浏览器内核最重要的功能。这部分会分成多个章节在后面逐一介绍。



多页面管理：很多浏览器支持多页面浏览，所以需要支持多个网页同时加载，
这让浏览器变得更为复杂。同时，如何解决多页面的相互影响和安全等问题
也非常重要，为此，一些浏览器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可能使用线程或是进
程来绘制网页。



插件和扩展：这是现代浏览器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们不仅能显示网页，而且
能支持各种形式的插件和扩展。插件是用来显示网页特定内容的，而扩展则
是增加浏览器新功能的软件或压缩包。目前常见的插件有 NPAPI 插件、
PPAPI 插件、ActiveX 插件等，扩展则跟浏览器密切相关，常见的有 Fire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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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和 Chromium 扩展。这在第 10 章中会做介绍。


账户和同步：将浏览的相关信息，例如历史记录、书签等信息同步到服务器，
给用户一个多系统下的统一体验，这对用户非常友好，是浏览器易用性的一
个显著标识。



安全机制：本质是提供一个安全的浏览器环境，避免用户信息被各种非法工
具窃取和破坏。这可能包括显示用户访问的网站是否安全、为网站设置安全
级别、防止浏览器被恶意代码攻破等，这在第 12 章会作详细介绍。



开发者工具：这对普通用户来说用处不大，但是对网页开发者来说意义却非
比寻常。一个优秀的开发者工具可以帮助审查 HTML 元素、调试 JavaScript
代码、改善网页性能等，这在第 14 章中会作详细介绍。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浏览器的多操作系统支持，包括桌面和移动两个领域。
让我们看看目前主流浏览器所支持的主流操作系统情况，如表 1-1 所示。从中我们可
以看出，Chrome 支持目前所有主流的操作系统，后面依次是 Firefox、Safari 和 IE。
不过，因为 iOS 的一些特殊限制，使得 Chrome 虽然发布了 iOS 版，但是其内核仍然
不是自身的，还是 iOS 系统默认的。而 Firefox 和 IE 则直接没有 iOS 版。
表 1-1 浏览器支持的操作系统

1.1.3

IE

Firefox

Chrome

Safari

Windows

是

是

是

是（5.1.7 版本之前）

Mac OS

否

是

是

是

Linux

否

是

是

否

Android

否

是

是

否

iOS

否

否

是

是

HTML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一种超文本标记语言，用于网页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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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信息在浏览器中的显示。它的语法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一系列的标签（也称
为元素），这些标签可以用来表示文字、图片、多媒体等。HTML1.0 由著名的
Berners-Lee（前面提到的第一个浏览器发明者）于 1991 年提出，后面历经多次版本更
新，直到 1997 年的 4.0 版本和 1999 年的 4.01 版本。

在 HTML4.01 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规范组织都没有大而新的规范出炉，这并不
表示 HTML 语言一片死气沉沉。相反，这是因为规范组织对新规范草案的争论非常
激烈。终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HTML5 技术在 2012 年由两大组织 WHATWG 和
W3C（这两个组织有明确不同的目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了解）推荐为候
选规范。HTML5 是一系列新技术的集合，其构建思想和前瞻性远远超过之前的规范，
将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技术带入到了 Web 前端领域，意义非常深远。它不仅可以构
建内容更加丰富的网页，更描述了崭新的 HTML5 技术作为一个平台所需要的能力。
HTML5 包含了一系列的标准，一共包含了 10 个大的类别，它们分别是离线
（offline）、存储（storage）、连接（connectivity）、文件访问（file access）、语义
（semantics）
、音频和视频（audio/video）
、3D 和图形（3D/graphics）
、展示（presentation）
、
性能（performance）和其他（Nuts and bolts）。其中每个大的类别都是由众多技术或
者是规范组成，表 1-2 描述了这 10 个类别所包含的具体规范。
HTML5 是如此的重要，它已经成为众多浏览器重点关注的对象。更好地支持
HTML5，是浏览器能力强大的重要表现，也是浏览器厂商宣传的重点。目前，网站
html5test.com 提供了测试浏览器支持 HTML5 的情况。表 1-3 显示上述四种浏览器在
Windows7 上支持 HTML5 的情况，得分为该网站检测后的结果。数据显示，在
Windows7 上，Chrome 占据了一些优势。更多关于浏览器支持 HTML5 的情况，读者
可以到 html5test.com 上了解。
表 1-2

HTML5 类别和包含的各种规范

类别

具体规范

离线

Application cache, Local storage, Indexed DB, 在线/离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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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具体规范

存储

Application cache, Local storage, Indexed DB 等

连接

Web Sockets，Server-sent 事件

文件访问

File API，File System，FileWriter，ProgressEvents

语义

各种新的元素，包括 Media，structural，国际化，Link relation, 属性，form
类型，microdata 等方面

音频和视频

HTML5 Video，Web Audio，WebRTC，Video track 等

3D 和图形

Canvas 2D，3D CSS 变换，WebGL，SVG 等

展示

CSS3 2D/3D 变换，转换（transition），WebFonts 等

性能

Web Worker，HTTP caching 等

其他

触控和鼠标，Shadow DOM, CSS masking 等
表 1-3

四种浏览器在 Windows 7 上的 HTML5 支持得分
IE

Firefox

Chrome

Safari

版本

10

20

26

6.0（在 Mac OS）

得分（满分 500，越高越好）

320

394

468

378

在 HTML 历史上的早期阶段，网页内容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内容是不能动态变
化的。服务器将内容传给浏览器之后，页面显示结果就固定不变了，这显然难以满
足各种各样的现实需求。随后 JavaScript 语言诞生了，该语言是 EMCAScript 规范的
一种实现。因为最初还有其他用于网页的脚本语言，例如 JScript。所以，标准化组
织制定了脚本语言的规范，也就是 EMCAScript。而 JavaScript 作为其中的一个实现，
受到了极为广泛的使用。虽然 JavaScript 语言的定义受到了众多的批评，但是如今，
网页已经离不开它了，HTML5 中的很多规范都是基于 JavaScript 语言来定义的。网
页第三个革命性成果是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也就是级联样式表。因为早期
阶段的网页不仅是静态的，而且表现形式非常固定和简单，所以内容没有办法以各
种可视化处理效果展示出来。引入了 CSS 之后，这一技术使得内容和显示分离开来，
对网页开发来说，极大地增强了显示效果并提升了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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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 HTML 技术的另一个技术是 HTTP，这是一种构建在 TCP/IP 之上的应用层
协议，用于传输 HTML 文本和所涉及的各种资源，包括图片和多媒体等。随后，安
全版的 HTTP 也就是 HTTPS 诞生，它在 HTTP 之下加入 SSL/TLS，用于安全地传输
数据。
这些规范很重要，特别对于开发者来说，想象一下，如果每个浏览器都有自己
的一套标准，那将是灾难性的。不幸的是，事实基本上就是这样，“碎片化”成为
Web 网页开发中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因此，使用这些规范的网页也不一定能在所
有浏览器上正常运行，兼容性成为 HTML 网页的一项重大挑战。欣喜的是，HTML5
规范的制定得到了主流浏览器厂商的支持，当然，这条路依旧很长。

1.1.4

用户代理和浏览器行为

用户代理（User Agent）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其作用是表明浏览器的身份，因而
互联网的内容供应商能够知道发送请求的浏览器身份，浏览器能够支持什么样的功
能。因此，网页内容提供商便可以为不同的浏览器发送不同的网页内容。例如通常
为 Chrome 的桌面版和 Android 版发送不同的网页内容以适应屏幕和操作系统的差
别，或者是因为不同的浏览器支持的标准不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避免浏
览器不支持的功能以及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前面提到过，浏览器大战相当激烈，网页内容提供商会根据最流行的浏览器的
行为设计一个不同的网页，不管网页是否遵循标准。这对其他浏览器来说是个打击，
因为很多时候，它们也很快支持这些功能，所以也希望收到类似内容的网页。于是，
出现了下面令人诧异并且越来越长的用户代理字符串。
最初是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设置了自己的用户代理字符串，例如“Mozilla/1.0
(Windows NT 6.1; rv:2.0.1) Gecko/20100101Firefox/4.0.1”，此字符串表明这是一个
Windows 版的使用 Gecko 引擎（火狐浏览器内核，下文即将涉及）的火狐浏览器。
所以，互联网的内容提供商就发送了特定的网页到浏览器。问题来了，IE 发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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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供商传给 IE 浏览器的内容没有传给火狐的丰富，虽然 IE 也能支持它们。那怎
么办呢？看看 IE7 的用户代理设置就能明白——“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7.0;
Windows NT 6.0)”。这个字符串的含义是什么呢？它表明这是一个可以和 Mozilla 兼
容的 Windows 版 IE 浏览器。这样，内容提供商会根据“Mozilla”字符串信息，将发
送给 Firefox 浏览器的内容也发送给 IE 浏览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Mozilla”
的浏览器。
在这之后，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苹果的 Safari 浏览器也设
置了类似的代理，但是该浏览器额外加入了 AppleWebKit、Safari 等信息，随着它的
流行（特别是移动领域）
，Chrome 等浏览器除了包含 Mozilla 之外，还添加了 Safari
浏览器的那些标志信息，导致它的用户代理字符串越来越长（如下所示）。
Mozilla/5.0 (Linux; Android4.0.4; Galaxy Nexus Build/IMM76B) AppleWebKit/535.19
(KHTML, like Gecko)Chrome/18.0.1025.133 Mobile Safari/535.19
确实是够长的，好吧，我们姑且将之理解为——一切为了更好的网页内容体验。
从上面可以看出，因为某种浏览器的流行，很多内容提供商和网站需要根据流行的
浏览器来定制内容，当后来者需要相同内容的时候，就只能是通过这些用户代理的
信息来模仿获得。

1.1.5

实践：浏览器用户代理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用户代理的含义，
本节介绍如何在 Google Chrome 的 Windows
版或者 Linux 版中设置和改变用户代理，而后再来讲解代理设置后对网页结果改变的
相关原理。
1.

以百度的首页为例，当读者在地址栏输入百度的网址 www.baidu.com 后，默
认情况下，Google Chrome 中显示的网页内容如图 1-1 所示。读者可以看到这
是一个传统的网页布局、链接排布非常密集、适合用鼠标单击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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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

百度为桌面系统设计的用户访问首页

在 Chrome 中，读者可以给用户代理设置任何自己定义的内容。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在 Chrome 启动时加入命令行参数--user-agent=”xxx”；其二是首先
打开 Chrome 的开发者工具，然后在右下角单击“设置”，之后选择“覆盖”
选项，最后读者单击“用户代理”框来为该页面设置新的用户代理。这里，
我们选择“Chrome - Android Mobile”
。需要记住的是，它们都不会被保存，
所以重启后无效。

3.

刷新当前的页面，读者会看到一个全新的页面，该页面跟读者在手机上看到
的页面相同。该页面是为 Android 系统设计的，HTML 元素之间的间距更大，
页面更简洁，更适合触屏手机这样的硬件和系统，如图 1-2 所示的结果。

用户代理信息是浏览器向网站服务器发送 HTTP 请求消息头的时候加入的，这
样，网站服务器就能很容易了解对方的浏览器信息。从图 1-1 和图 1-2 可以明显看出
不同用户代理信息对于网页内容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深入了解它们在源代
码上面的区别。当然，不是所有网站都对不同的用户代理设置了不同的内容，这一
切完全取决于网站设计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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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为移动系统设计的用户访问首页

1.2 浏览器内核及特性
1.2.1

内核和主流内核

在浏览器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模块，它主要的作用是将页面转变成可视化（准
确讲还要加上可听化）的图像结果，这就是浏览器内核。通常，它也被称为渲染引
擎。所谓的渲染，就是根据描述或者定义构建数学模型，通过模型生成图像的过程。
浏览器的渲染引擎就是能够将 HTML/CSS/JavaScript 文本及其相应的资源文件转换
成图像结果的模块，如图 1-3 所示。这里暂时先把它看成一个黑盒，其中的细节就是
本书的重点。

HTML/CSS/
JavaScript

浏览器渲染引擎

图像

WebKit 技术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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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浏览器渲染引擎作用

前面提到了第二次浏览器大战，伴随其中的也就是渲染引擎之争。目前，主流
的渲染引擎包括 Trident、Gecko 和 WebKit，它们分别是 IE、火狐和 Chrome 的内核
（2013 年，Google 宣布了 Blink 内核，它其实是从 WebKit 复制出去的，后一节重点
介绍）。这一对应让人看起来好像渲染引擎和浏览器是一一对应的，其实不然。事实
上，同一个渲染引擎（虽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可以被多个浏览器所采用。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可以把 Linux 内核和浏览器渲染引擎对应起来，把基于 Linux
内核的多个操作系统（Ubuntu、Fedora、Android 等）和浏览器对应起来。使用 Linux
内核的操作系统非常多，但是它们都是基于 Linux 内核。但是，某些操作系统对内核
作了很多的改变，这使得这些操作系统之间差别也很大。具体到浏览器和浏览器内
核上也是类似，表 1-4 显示了三个主流渲染引擎和采用它们的浏览器和 Web 平台
（Web 的平台化是个很新的话题，在第 15 章会介绍）。
表 1-4

浏览器和 Web 平台及其渲染引擎

Trident Gecko
基于渲染引擎的浏
览器或者 Web 平台

IE

WebKit

Firefox Safari，Chromium/Chrome，Android 浏览器，ChromeOS，
WebOS 等

由苹果发起的 WebKit 开源项目最受业界关注。自从开放源代码后，越来越多的
浏览器采用该渲染引擎，特别是在移动领域，更占据了垄断的地位。在表 1-4 中仅仅
是列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使用 WebKit 引擎作为内核的浏览器，根据 Wikipedia 上面
的数据，超过 30 种浏览器和 Web 平台是基于 WebKit 渲染引擎开发的。值得强调的
是，现在已经有了基于 WebKit 开发的 Web 平台，包括 ChromeOS 和 WebOS。它们
利用 HTML5 强大的能力，具有前瞻性地尝试开发了支持 HTML5 的 Web 操作系统。

1.2.2

内核特征

到目前为止，渲染引擎对我们而言还只是一个黑盒子，黑盒子中包含什么以及
有什么作用，我们还一无所知，本小节让我们一起一窥其中的“蹊跷”
。

WebKit 技术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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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渲染引擎所提供的渲染网页的功能，一般而言，它需要包含图 1-4 中所描述
的众多功能模块。图中主要分成三层，最上层使用虚线框住的是渲染引擎所提供的
功能。
渲染引擎

HTML 解释器

网络

CSS 解释器

存储

布局(layout)

2D/3D 图形

JavaScript 引擎

音频和视频

图片解码器

操作系统支持（如多线程，文件等）

图 1-4

渲染引擎模块及其依赖的模块

从图中大致可以看出，一个渲染引擎主要包括 HTML 解释器、CSS 解释器、布
局和 JavaScript 引擎等，其他还有绘图模块、网络等并没有在图中直接表示出来，下
面依次来描述它们。


HTML 解释器：解释 HTML 文本的解释器，主要作用是将 HTML 文本解释
成 DOM（文档对象模型）树，DOM 是一种文档的表示方法。



CSS 解释器：级联样式表的解释器，它的作用是为 DOM 中的各个元素对
象计算出样式信息，从而为计算最后网页的布局提供基础设施。



布局：在 DOM 创建之后，Webkit 需要将其中的元素对象同样式信息结合起来，
计算它们的大小位置等布局信息，形成一个能够表示这所有信息的内部表示模型。



JavaScript 引擎：使用 JavaScript 代码可以修改网页的内容，也能修改 CSS
的信息，JavaScript 引擎能够解释 JavaScript 代码并通过 DOM 接口和 CSSOM
接口来修改网页内容和样式信息，从而改变渲染的结果。



绘图：使用图形库将布局计算后的各个网页的节点绘制成图像结果。

这些模块依赖很多其他的基础模块，这其中包括网络、存储、2D/3D 图形、音

WebKit 技术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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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视频和图片解码器等。实际上，渲染引擎中还应该包括如何使用这些依赖模块的
部分，这部分的工作其实并不少，因为需要使用设计出合适的框架使用它们来高效
地渲染网页，后面章节会详细介绍。例如，利用 2D/3D 图形库来实现高性能的网页
绘制和网页的 3D 渲染，这个实现非常的复杂。最后，当然，在最下层，依然少不了
操作系统的支持，例如线程支持、文件支持等。
在了解了这些主要模块之后，下面介绍这些模块是如何一起工作以完成网页的
渲染过程。一般的，一个典型的渲染过程如图 1-5 所示，这是渲染引擎的核心过程，
一切都是围绕着它来的。
下面从左至右逐次解释图 1-5 中的这一过程，先后关系由图中的实线箭头表示。
从左上角开始，首先是网页内容，输入到 HTML 解释器，HTML 解释器在解释它后构
建成一棵 DOM 树，这期间如果遇到 JavaScript 代码则交给 JavaScript 引擎去处理；如
果网页中包含 CSS，则交给 CSS 解释器去解释。当 DOM 建立的时候，渲染引擎接收
来自 CSS 解释器的样式信息，构建一个新的内部绘图模型。该模型由布局模块计算模
型内部各个元素的位置和大小信息，最后由绘图模块完成从该模型到图像的绘制。

图 1-5

渲染引擎的一般渲染过程及各阶段依赖的其他模块

最后解释图 1-5 中虚线箭头的指向含义。它们表示在渲染过程中，每个阶段可能
使用到的其他模块。在网页内容的下载中，需要使用到网络和存储，这点显而易见。

WebKit 技术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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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计算布局和绘图的时候，需要使用 2D/3D 的图形模块，同时因为要生成最后的可
视化结果，这时需要开始解码音频、视频和图片，同其他内容一起绘制到最后的图
像中。
在渲染完成之后，用户可能需要跟渲染的结果进行交互，或者网页自身有动画
操作，一般而言，这需要持续的重复渲染过程。

WebKit 内核

1.3
1.3.1

WebKit 介绍

说到 WebKit 的渊源，这还得从 KHTML 说起。话说在 1998 年，苹果公司参与
了由 KDE 开源社区发起的网页渲染引擎 KHTML 的开源项目开发，它同 KDE 开源
社区一起共同提交代码帮助推动 KHTML 的发展，一开始一切都很美好。但是，很
快苹果公司发现，KHTML 的开发者不喜欢接受很多苹果公司工程师提交的代码，因
为他们提交的代码包很庞大并且这些代码没有合适的文档或者注释来描述它们。两
者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在 2001 年，苹果宣布从 KHTML 的源代码树中复制代码出
来，成立了一个新的项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WebKit。不过当时它是一个封闭的项
目。2005 年，苹果决定将 WebKit 项目开源，这一举动极大地推动了该项目的发展。
从此，WebKit 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被其他很多公司采用
作为浏览器的内核。
当笔者谈到“WebKit”的时候，其实可以表示两种含义，这里姑且称为广义 WebKit
和狭义 WebKit。广义的 WebKit 指的就是 WebKit 项目。为了解释狭义 WebKit，让我
们在一个更高层次上俯视一下这个开源项目。图 1-6 显示的是该项目的大模块图（在
第 3 章中会详细描述其中的细节）。图中“WebKit 嵌入式接口”就是指的狭义 WebKit，
它指的是在 WebCore（包含上面提到的 HTML 解释器、CSS 解释器和布局等模块）
和 JavaScript 引擎之上的一层绑定和嵌入式编程接口，可以被各种浏览器调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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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说明，所引用的 WebKit 均是指广义的概念。
WebKit 嵌入式接口（API）
项目
WebKit

WebCore

JavaScript 引擎

调用系统或依赖库接口的桥接层

图 1-6 WebKit 项目的大模块

WebKit 项目自开源以来就以结构清晰、易于维护等优点受到了众多浏览器或者
Web 平台厂商的青睐。随之而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由于各自需求不同，或者
操作系统不同，或者依赖的模块不同（如 2D 图形库，有 CG、skia、cairo、Qt 等）
，
操作系统的开发者必然需要 WebKit 设计和定义一套灵活的框架结构，而不同的厂商基
于框架结构，完成基于自身操作系统和依赖模块的实现，这里我们也称之为 WebKit
移植（Port）
。WebKit 这种简单灵活和便于引入新移植的特性，使其迅速成为最受欢迎
的渲染引擎。基于 WebKit 的浏览器遍地开花，不仅包括桌面市场，也包括逐步崛起的
移动市场。从渲染引擎市场的追随者到领跑者，WebKit 仅仅用了不到 10 年的时间，
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WebKit 有众多的移植，每个移植的实现都不同，出于自身的考虑，每个移植对
HTML5 规范的支持也不尽相同，所以，尽管都使用 WebKit，但还是可能对兼容性带
来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更为令人惊讶的是，WebKit 也在分裂，详见后面介绍的
Chromium 新内核——Blink。
WebKit 的代码可以从官方网站 www.webkit.org 上获取，上面有详细介绍如何下
载 、 如 何 编 译 的 文 档 ， 这 里 不 再 赘 述 。 而 Chromium 的 代 码 可 以 从 官 方 网 站
www.chromium.org 上获取，这两个项目的代码是本书讲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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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 和 WebKit2

这里说的 WebKit 不是指开源项目 WebKit，而是前面说到的狭义上的绑定和接口
层。同样的，WebKit2 也是一个狭义上的绑定和接口层。但是，WebKit2 不是 WebKit
绑定和接口层的简单修改版，而是一组支持新架构的全新绑定和接口层。在
Chromium 项目中，为了网页浏览环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原因考虑而引入了跨进程的
架构后，WebKit 开源项目也一直希望加入这方面的支持。可惜，这个特性一直没有
被加入到 WebKit 项目中来。
在 2010 年 4 月，苹果宣布了 WebKit2，目标就是抽象出一组新的编程接口，该
接口和调用者代码与网页的渲染工作代码不在同一个进程，这显然有了 Chromium 多
进程的优点，但是与此同时，WebKit2 接口的使用者不需要理解和接触背后的多进程
和进程间通信等复杂机制，WebKit2 部分代码也属于 WebKit 项目。图 1-7 显示的是
WebKit2 的进程结构模型，可以看出：至少有两个进程，其一是 UI 进程，也是 WebKit2
绑定和接口层所在的进程，也就是浏览器或者 Web 平台的 UI 进程；其二是 Web 进
程，也就是网页渲染所在的进程。
浏览器或 Web 平台

UI 进程

WebKit2 接口
进程通信桩
WebKit
项目
进程通信桩

Web 进程
WebCore 等

图 1-7

WebKit2 进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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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2 的具体内部抽象和实现情况，以及和 Chromium 进程架构的比较将会在
第 3 章做详细介绍。

1.3.3

Chromium 内核：Blink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发生在 KHTML 项目上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 WebKit 项
目上。2013 年 4 月（又是 4 月）
，Google 宣布了从 WebKit 复制出来并独立运作的 Blink
项目，其中的原因也是一言难尽，主要还是 Google 和苹果公司有了一些分歧。最初，
Blink 和 WebKit 没有特别大的不同，因为刚刚从 WebKit 复制过来。所以，本书基于
Chromium 的某些实现来讲解 WebKit 的技术内幕，也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地方。
在二者“分手”后，WebKit 将与 Google Chromium 浏览器相关的代码移除，同
时，Blink 将除 Chromium 浏览器需要之外的其他移植的代码都删除了。不过，可以
预见的是，二者以后的差别肯定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 Google 希望未来在 Blink 中
加入很多新的技术，下面是 Chromium 网站上列出的。
其一，实现跨进程的 iframe。iframe 允许网页中嵌入其他页面，这存在潜在的安全问
题。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为 iframe 创建一个单独的沙箱进程。该部分的介绍在第 12 章展开。
其二，重新整理和修改 WebKit 关于网络方面的架构和接口。长期以来，WebKit
中的一些实现是以 Mac OS 平台为基础的，所以存在某些方面的限制，Blink 将会在
这方面做比较大的调整。
其三，一个更为胆大更为激进的想法就是将 DOM 树引入 JavaScript 引擎中。由
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到，目前 DOM 和 JavaScript 引擎是分开的，这意味着 JavaScript
引擎访问 DOM 树需要较高的代价。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具有革命性的尝试，
会带来性能的极大提升，为什么呢？原因是 JavaScript 引擎访问 DOM 树需要额外的
负担，这影响了访问速度。
其四，就是针对各种技术的性能优化，包括但是不限于图形、JavaScript 引擎、
内存使用、编译的二进制文件大小等。
之后还有很多其他技术会被逐渐引入，让我们一直关注 WebKit 和 Blink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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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书结构
这是一本介绍 WebKit（Blink）内部机制的书，因为要支持完整的浏览器功能，
同样需要浏览器部分的实现，所以本书实际上是基于 WebKit 项目并结合 Chromium
项目来展开的。全书都是先介绍各种新的 HTML5 技术和原理，然后围绕着 WebKit
是如何支持 HTML5 技术，详细介绍 WebKit 的工作原理，同时辅以 Chromium 中更
进一步的机制。并且在介绍某些部分时，伴随着 HTML5 的实践。
本书后续将分十四个章节逐步为读者深入介绍 WebKit 的内部工作机制，共包含
基本篇共六章和高级篇共八章，其中基本篇主要介绍渲染的基本模块和过程，高级
篇则着重介绍 HTML5 和浏览器中的复杂和新颖技术，其组织结构如下。
第 2 章，着重剖析 HTML 网页的构成和结构，通过对它们的解释来帮助理解
WebKit 的渲染过程。
第 3 章，描述 WebKit 为支持渲染而包含的基本模块和架构，同时结合 Chromium
的架构和实现，来理解 WebKit 的组成和浏览器的组成结构。
从第 4 章开始，一直到第 7 章，依次详细描述渲染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及其工作
原理。
第 4 章，介绍 WebKit 的网络和资源加载机制，以及资源缓存策略。同时，在分
析 Chromium 多进程资源加载和全新网络栈和协议基础上，介绍一些 HTML 网页高
效的资源使用方法。
第 5 章，主要介绍 DOM 模型等方面的技术，并且描述 WebKit 中 HTML 解释器
和 DOM 内部表示。
第 6 章，详解 CSS 解释器，并描述 CSS3 的新功能和 WebKit 的支持情况。之后，
分析 WebKit 如何利用 CSS 来计算布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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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介绍目前的渲染方式以及根据网页结构来设计支持渲染的各种内部数
据表示，包括 RenderObject 树和 RenderLayer 树，最后详细展现软件渲染网页的过程。
从第 8 章开始，进入高级篇，笔者着重介绍目前的一些新技术和实现。
第 8 章，描述 GPU 硬件在目前渲染中所起的作用。现代浏览器越来越依赖 GPU
硬件加速渲染基础，特别是 HTML5 引入的众多标准。本章展示的是使用 CPU 硬件加
速机制的 HTML5 功能，以及众多支持硬件加速的模块在 Chromium 中是如何工作的。
第 9 章，专注于现代 JavaScript 引擎的介绍，包括 JavaScriptCore 和 V8 引擎，
描述它们在网页渲染中的作用。最后谈一谈如何编写高性能的 JavaScript 代码。
第 10 章，介绍浏览器中的插件机制和扩展机制，包括 WebKit 的 NPAPI 插件机
制、Chromium 浏览器中的扩展机制、PPAPI 机制和 NativeClient 技术，通过这些技
术可以增加 JavaScript API 在扩展 JavaScript 语言中的能力。
第 11 章，专注于 WebKit 对多媒体方面的支持，包括音频和视频。详解 WebKit
的内部原理和对最新的 HTML5 视频及音频的支持。最后展示是新颖的网络实时通信
机制 WebRTC 并尝试构建一个新的例子。
第 12 章，首先描述 HTML 指定的网页安全规范并解释 WebKit 和 Chromium 浏
览器的应对之策，接下来是浏览器为了维护自身安全所作的努力。
第 13 章，移动领域越来越重要，WebKit 在移动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本章描述
WebKit 支持移动领域特定的功能，同时也包括新的渲染机制。
第 14 章，详解 WebKit 中的调试模块 WebInspector，包括结构和原理等。之后，
以 Chromium 的开发者工具（DevTools）为例，实践如何调试网页的正确性和性能问
题，让我们一起认识调试功能的强大。
第 15 章，主要谈一谈对 Web 未来发展的看法和目前一些明显的趋势。特别是对
WebKit 的多用途化和 HTML5 未来的发展。当然也少不了目前初见端倪的 Web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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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eb 应用程序，这其中包括 PhoneGap、ChromeOS 等。
浏览器和浏览器内核的技术远不止这些，扩展到 Web 前端领域，还有众多的设备
接口（Device API）
、Web Storage 等存储技术、Web 性能技术等，书中并没有一一介绍，
但这些理解起来其实可以参考本书介绍的知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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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网页是利用 HTML 语言编写的文档，它是一种半结构化的数据表现方式。
它的结构特征可以归纳为三种：树状结构、层次结构和框结构，这些都是分析 WebKit
引擎渲染网页的基础。后面会详细描述 WebKit 引擎渲染网页的详细过程及中间涉及
的 WebKit 主要内部结构表示。

2.1 网页构成
2.1.1

基本元素和树状结构

简单来讲，HTML 网页就是一种使用 HTML 语言撰写的文档。但是，现在的网
页基本上都是动态网页（Dynamic HTML），也就是网页可以出现动画，可以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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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这就需要 CSS 样式语言和 JavaScript 语言。在这样的动态网页中，JavaScript
代码用来控制网页内部的逻辑， CSS 用来描述网页的显示信息。示例代码 2-1 是一
个简单但是完整使用这些技术的网页，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将代码保存到一
个文件里，并尝试在浏览器中打开。
示例代码 2-1 一个简单完整的 HTML 网页
<html>
<!-- HTML 文本 -->
<head>
<style type="text/css">
<!-- CSS 代码 -->
img { width: 100px; }
</style>
<title>This is a simple case.</title>
</head>
<body>
<img src="apic.png"></img>
<!-- 图片资源 -->
<div>Hello world!</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JavaScript 代码 -->
window.onload = function() {
console.log("window.onload()");
}
console.log("It’s me.");
</script>
</body>
</html>

整个网页可以看成一种树状结构，其树根是“html”，这是网页的根元素（或称
节点）。根下面也包含两个子节点“head”和“body”。“head”的子女“style”包含
的就是一段 CSS 代码，用来定义元素的样式信息。
CSS 是一种样式表语言，用来描述元素的显示信息。在 HTML 的早期，内容和显
示是混在一起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使用 table 元素来展示数据。这对网页的代码结
构非常不利。因为，如果 Web 开发者想修改数据的显示方式，也要修改数据本身，会
很麻烦。有鉴于此，借鉴数据和显示分离的原理，规范设计者们可以将有关显示的信
息例如颜色、大小、字体等抽取出来，使用 CSS 语言编写代码来描述它们，与 HTML
元素的内容分离开来。
“body”节点下面包含三个子节点，其一是“img”节点，用来在网页中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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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资源；其二是“div”节点；其三是“script”节点，它包括一段 JavaScript 代码。
JavaScript 是一种解释型的脚本语言，主要目的是控制用户端逻辑、同用户交互
等，它可以修改 HTML 元素及其内容。该语言是由网景发明，后被微软采用，虽然
只是 EMCAScript 标准的一种实现，但是绝大多数浏览器都支持它。现在，JavaScript
语言越来越重要，不仅被广泛使用，更是把工作领域拓展到了服务器端。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网页组成包括 HTML 文本、JavaScript 代码、
CSS 代码以及各种各样的资源文件。网络上的每个资源都是由 URL(Unified Resource
Locator)标记的，它是 URI（Unified Resource Identifier）的一种实现。这表明对于浏
览器来讲，区分两个资源是否相同的唯一标准就是它们的 URL 是否一致。
示例代码 2-1 中的这些元素组成一个树状结构，这就是 HTML 文档的树状结构。
在 WebKit 中，这个文档会构建成一个 DOM 树，这在第 5 章会做详细介绍。

2.1.2

HTML5 新特性

在第 1 章中，我们介绍了 HTML5 在 10 个大类别上对 Web 前端领域引入的全新
功能。本节让我们一起探讨 HTML5 新特性中对网页结构可能产生比较大影响的那些
功能。
HTML5 引入的最让人惊讶的最新能力之一是对 2D 和 3D 图形以及多媒体方面
的支持，这将彻底改变网页的渲染方式和复杂度。这里包括但是不限于 HTML5 视频、
Canvas 2D、WebGL（也就是 Canvas 3D），以及 CSS3 3D 变换（transform）和转换
（transition）
。HTML5 视频引入了一个新的“video”元素，支持在网页中播放视频。
Canvas2D 通过定义一个新的“canvas”元素，网页开发者利用该元素的 2D 绘图上下
文（graphics context）调用标准定义的接口，绘制常见的 2D 图形，例如点、线、矩
形、多边形等。WebGL 则是使用“canvas”元素，网页开发者可以利用该元素的 3D
绘图上下文调用标准定义的接口，绘制 3D 图形，这些接口类似于 OpenGL ES 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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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CSS 3D 的变换和转换则可以作用于 HTML 的任意可视元素，制造出各种炫丽
的 3D 效果。
想象一下，如果网页开发者之前想要在网页上绘制动态 2D、3D 图形或者播放视
频，浏览器本身还不是很容易办到。通常的做法是，利用浏览器提供的插件来支持
它们，例如 Flash 插件。但是，现在 HTML5 标准已经包含这些功能了，也就是说，
进入 HTML5 时代后，多媒体和 2D/3D 图形变成了“第一等公民”，浏览器原生支持
它们，而不需要借助于第三方插件。读者可能还没有理解“第一等公民”的含义，
因为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事实上，这的确很不一样，因为视频、3D 图形等和其他普通 HTML 元素一样，
可以被赋予同样的样式和操作。HTML5 不仅支持这些第三方插件所提供的能力，而
且其功能更为强大，因为除了创建 HTML 元素并可以在它上面绘制 2D、3D 图形之
外，甚至还可以将 3D 的变化和动画效果作用于任意 HTML 元素之上，包括视频等。
如果读者有点迷惑，那很正常，下面通过例子来说明其中的含义。示例代码 2-2
是一个使用了 CSS3 3D 变换、HTML5 视频、2D 图形绘制和 3D 图形绘制的示例网
页代码。
示例代码 2-2 使用 HTML5 新功能视频、2D 和 3D Canvas 的网页代码
<html>
<head>
<style type="text/css">
video, div, canvas {
-webkit-transform: rotateY(30deg) rotateX(-45deg); <!-- CSS
3D 变换 -->
}
</style>
</head>
<body>
<video src="avideo.mp4"></video>
<!-- HTML5 video -->
<div>
<canvas id="a2d"></canvas><br>
<!-- HTML5 canvas -->
<canvas id="a3d"></canvas>
<!-- HTML5 canvas -->
</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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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size = 300;
// canvas 2D 绘图
var a2dCtx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2d').getContext('2d');
a2dCtx.canvas.width = size;
a2dCtx.canvas.height = size;
a2dCtx.fillStyle="rgba(0,192,192,80)";
a2dCtx.fillRect(0, 0, 200, 200);
// canvas 3d, e.g. webGL 绘图
var a3dCtx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3d').getContext('experimentalwebgl');
a3dCtx.canvas.width = size;
a3dCtx.canvas.height = size;
a3dCtx.clearColor(0.0, 192.0/255.0, 192.0/255.0, 80.0/255.0);
a3dCtx.clear(a3dCtx.COLOR_BUFFER_BIT);
</script>
</body>
</html>

在 CSS 3D 变换的代码部分，将 3D 变换作用于“video”、
“div”和“canvas”三
种元素，其含义是将它们分别绕 X 轴和 Y 轴旋转 30°和-45°。在元素“body”的
子女中，首先是“video”元素，它用来播放 HTML5 视频。之后是一个“div”元素，
它包括两个“canvas”元素，前者将会用来绘制 2D 图形，后者将会用来绘制 3D 图
形，当然目前渲染引擎区分不出是 2D 还是 3D，因为它们是由后面的 JavaScript 代码
决定的。在“canvas 2D 绘图”的 JavaScript 代码中，ID 为“a2d”的“canvas”元素
创建 2D 上下文，这决定了它将采用 2D 绘图，之后填充该元素的颜色。在“canvas 3d
（webGL 绘图）”的 JavaScript 代码中，ID 为“a3d”的“canvas”元素创建 3D 上下
文，这决定了它将采用 3D 绘图，之后更新它的颜色缓冲区。
在刚刚简单的示例代码 2-2 中，就使用了 HTML5 的这些新功能，读者可以尝试
看看这些代码的效果，当然，建议使用 Google 的 Chrome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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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页结构
2.2.1

框结构

框结构很早就被引入网页中，它可以用来对网页的布局进行分割，将网页分成
几个框。同时，网页开发者也可以让网页嵌入其他的网页。在 HTML 的语法中，
“frameset”、“frame”和“iframe”可以用来在当前网页中嵌入新的框结构，这里就
不具体介绍语法了，有兴趣的读者请自行查阅相关文档。
每一个框结构包含一个 HTML 文档，最简单的框结构网页就是单一的框，其文
档没有包含任何其他的框。例如示例代码 2-1 的网页就是一个单一的框（用虚线表示，
下同），框中包含的文档就是 HTML 文档（用实线表示，下同），如图 2-1 所示。
主框
文档

图 2-1

示例代码 2-1 中的网页对应的框结构

网页也可以有很复杂的框结构，也就是框里面再嵌入框，依次类推。下面让我
们来看一个拥有复杂框结构的网页。
图 2-2 的左边部分是两个 HTML 网页的示例代码，其中“main.html”是主网页，
它使用“iframe”元素来嵌入左下方的“frameset.html”网页。而“frameset.html”网
页则包含两个子框，分别嵌入两个结构简单的网页。图中右侧则是左边“main.html”
网页所生成的框结构，可以说相当复杂。图中的箭头表示源代码和框结构的对应关
系，相信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对于图中使用到的“example1.html”和“exampl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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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给出，可以把它们看成类似于示例代码 2-1 的网页和结构。
虽然多框结构的网页非常不适合移动领域，因为该结构对触控操作来说的确是
一场灾难，但是它依然存在，而且在传统桌面系统中被广泛使用，笔者将在第 5 章
中介绍 WebKit 是如何支持框结构的。

图 2-2

2.2.2

多框结构的网页

层次结构

前一节介绍了网页的框结构，那么对于框结构中的文档，它的结构如何呢？本
节将介绍网页文档的层次结构。理解层次结构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理解
WebKit 如何构建它并依赖它来渲染，这有助于撰写高效的 HTML5 代码。
网页的层次结构是指网页中的元素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层次中，也就是说某些元素
可能不同于它的父元素所在的层次，因为某些原因，WebKit 需要为该元素和它的子女

WebKit 技术内幕

28

第2章

HTML 网页和结构

建立一个新层。下面以示例代码 2-2 中的代码来作为分析网页层次结构的示例网页。
之前笔者也做过说明，示例代码 2-2 中有四个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一个“video”
元素，一个“div”元素和两个“canvas”元素。同时还要注意到的是 CSS 部分的代
码，它也会对网页的分层策略产生重要影响。图 2-3 就是示例代码 2-2 对应的网页层
次结构，让我们一一剖析它们。

图 2-3

网页的层次结构

首先是图中最大的层，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根层”，当一个网页构建层次结构
的时候，首先是根节点，此时自然地为它创建一个层，这就是“根层”，所以，它其
实对应着整个网页文档对象。那么对于示例代码 2-1 而言，它实际上只有“根层”
，
没有其他层，这是网页包含的元素决定的。
其次认识一下图中的“层 1”，它是为元素“video”所创建的层。那为什么“video”
元素需要新创建一个层，而不是使用它的父亲所在的层呢？这是因为“video”元素
用来播放视频，为它创建一个新的层可以更有效地处理视频解码器和浏览器之间的
交互和渲染问题，见第 11 章。
再次，看一下图中的“层 2”
，它所对应的是示例代码 2-2 中的元素“div”
。接触
过 HTML 的读者应该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元素。而且上面我们也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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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2-1 只有“根层”，但是它也包含“div”元素。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因为
示例代码 2-2 中的“div”元素需要进行 3D 变换。
最后，图中还有两个层——“层 3”和“层 4”，它们分别对应示例代码 2-2 中的
两个元素“canvas”。两个元素对应着 HTML5 标准中复杂的 2D 和 3D 绘图操作。
相信读者也注意到了图中各层的前后关系。
“根层”在最后面，
“层 3”和“层 4”
在最前面。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需要复杂变换和处理的元素，它
们需要新层，所以，WebKit 为它们构建新层其实是为了渲染引擎在处理上的方便和
高效（后面我们能够看到）。
那么，哪些元素或者说哪些情况下，会产生新的层呢？对于不同的渲染引擎，
它们的策略可能是不一样的。哪怕都是 WebKit 渲染引擎，对于不同的基于 WebKit
的浏览器，分层策略也有可能不一样。那是否意味了这个问题无解了？当然不是，
通常来讲，它是有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示例中的这些元素，WebKit 一般都会为它
们创建新层。在第 7 章中，笔者会详细介绍 WebKit 和 Chromium 如何处理分层问题。

2.2.3

实践：理解网页结构

2.2.3.1

实践1：框结构

为了理解框结构，读者可以将图 2-2 的网页“main.html”和“frameset.html”的
代码分别保存到对应的文件中，然后使用 Chrome 浏览器打开“main.html”网页，就
可以看到图 2-4 中的渲染结果（当然，还需要“example1.html”和“example2.html”
网页，这里读者可以将示例代码 2-1 和 2-2 分别保存为它们，或者自行构造任何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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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示例网页的框结构图

我们将图 2-2 中的框和网页渲染结果中的区域关联起来。“框 2”对应的自然是
“example1.html”的渲染结果，
“框 3”对应的自然是“example2.html”的渲染结果。
“框 1”是它们的父亲“frameset.html”，而主框则是整个网页的结果。

2.2.3.2

实践2：层次结构

结合示例代码 2-2 和它对应的层次结构图 2-3，让我们在 Chrome 浏览器中观察
网页的层次结构。
1.

用浏览器打开示例代码 2-2 的网页，然后打开 Chrome 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2.

单击开发者工具右下角的“设置”按钮。

3.

在“General”标签页里的选项“Show composited layer borders”前打钩。

4.

页面中将会显示网页的层次结构，如图 2-5 中左侧的图片所示。

当用户操作步骤三时，Chrome 会为每个层次（其实是为图形层，但是这里可以
近似等价于本章的层次分析，第 8 章会分析两者的联系和差别）的边界画上一个框，
用以标记它们。如图 2-5 所示，其中包含很多的实线框，它们是层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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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2-1 网页的层次结构

我们将结果同层次结构图 2-3 对应起来，以便于直观地理解。
“层 1”和“层 2”
被设置 3D 变换，所以边框成平行四边形，而不是“根层”的矩形状。同理，
“层 3”
和“层 4”也被设置 3D 变换，但是发现角度比“层 2”更大，原因在于 3D 变换的叠
加效应。回顾示例代码 2-2 可以发现，两个“canvas”元素本身需要进行 3D 变换，
同时它们的父亲“div”元素也需要，两者叠加，出现了图中所示的状况。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根层”中包含很多大小一样的方块，同时，“层 2”也
是一样，这是 WebKit 故意将它们划分成小块的瓦片所致，这些都会在第 8 章中得到
解释。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修改网页的代码，看看都会发生些什么。同时，还可以
尝试一下示例代码 2-1 所表示的网页，然后依照上面的步骤，查看一下网页的层次结
构，比较一下该层次结构跟图 2-5 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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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 的网页渲染过程

2.3
2.3.1

加载和渲染

浏览器的主要作用就是将用户输入的“URL”转变成可视化的图像。按照某些
文档的分析，这其中包含两个过程，其一是网页加载过程，就是从“URL”到构建
DOM 树；其二是网页渲染过程，从 DOM 树到生成可视化图像。其实，这两个过程
也会交叉，很难给予明确的区分，所以，为了简单起见，本书统称这两个过程为网
页的渲染过程。
网页渲染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网页通常比我们的屏幕可视面积要大（在移动
设备上尤其明显），而当前可见的区域，我们称为视图（viewport），这一概念后面会
详细介绍和频繁使用到。因为网页比可视区域大，所以浏览器在渲染网页的时候，
一般会加入滚动条以帮助翻滚网页。就用户体验来说，垂直方向滚动效果好于水平
方向。

2.3.2

WebKit 的渲染过程

第 1 章介绍过网页的一般渲染过程，这里笔者重点阐述 WebKit 中的具体模块以
及在渲染过程中的作用，让读者对 WebKit 有个全局性的了解，这其中的每个细节都
会在后面的章节逐步展开。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过程中的数据和模块，数据包括网页内容、DOM、内部表
示和图像，模块则包括 HTML 解释器、CSS 解释器、JavaScript 引擎以及布局和绘图
模块。下面深入这些模块并对它们做进一步的细化。
根据数据的流向，这里将渲染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网页的 URL
到构建完 DOM 树，第二个阶段是从 DOM 树到构建完 WebKit 的绘图上下文，第三
个阶段是从绘图上下文到生成最终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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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这个过程，下面笔者会将 WebKit 中的一些细节展示给大家，可能其中
一些对读者来说很陌生，不过没关系，笔者会逐步来分析它们。图 2-6 显示的是将渲
染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的示意图，主要是针对 WebKit 中的逻辑来描述的。

图 2-6

从网页 URL 到 DOM 树

图 2-6 描述的是从网页 URL 到构建完 DOM 树这个过程，数字表示的是基本顺
序，当然也不是严格一致，因为这个过程可能重复并且可能交叉。
具体的过程如下。
1.

当用户输入网页 URL 的时候，WebKit 调用其资源加载器加载该 URL 对应
的网页。

2.

加载器依赖网络模块建立连接，发送请求并接收答复。

3.

WebKit 接收到各种网页或者资源的数据，其中某些资源可能是同步或异步
获取的。

4.

网页被交给 HTML 解释器转变成一系列的词语（Token）。

5.

解释器根据词语构建节点（Node），形成 DOM 树。

6.

如果节点是 JavaScript 代码的话，调用 JavaScript 引擎解释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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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avaScript 代码可能会修改 DOM 树的结构。

8.

如果节点需要依赖其他资源，例如图片、CSS、视频等，调用资源加载器来
加载它们，但是它们是异步的，不会阻碍当前 DOM 树的继续创建；如果是
JavaScript 资源 URL（没有标记异步方式）
，则需要停止当前 DOM 树的创建，
直到 JavaScript 的资源加载并被 JavaScript 引擎执行后才继续 DOM 树的创建。

在上述的过程中，网页在加载和渲染过程中会发出“DOMConent”事件和 DOM
的“onload”事件，分别在 DOM 树构建完之后，以及 DOM 树建完并且网页所依赖
的资源都加载完之后发生，因为某些资源的加载并不会阻碍 DOM 树的创建，所以这
两个事件多数时候不是同时发生的。
接下来就是 WebKit 利用 CSS 和 DOM 树构建 RenderObject 树直到绘图上下文，
如图 2-7 所示的过程。
这一阶段的具体过程如下。
1.

CSS 文件被 CSS 解释器解释成内部表示结构。

2.

CSS 解释器工作完之后，在 DOM 树上附加解释后的样式信息，这就是
RenderObject 树。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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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Object 节点在创建的同时，WebKit 会根据网页的层次结构创建
RenderLayer 树，同时构建一个虚拟的绘图上下文。其实这中间还有复杂的
内部过程，具体在后面专门的章节做详细介绍。

RenderObject 树的建立并不表示 DOM 树会被销毁，事实上，上述图中的四个内部
表示结构一直存在，直到网页被销毁，因为它们对于网页的渲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最后就是根据绘图上下文来生成最终的图像，这一过程主要依赖 2D 和 3D 图形
库，如图 2-8 所示。

图 2-8

从绘图上下文到最终的图像

图中这一阶段对应的具体过程如下。
1.

绘图上下文是一个与平台无关的抽象类，它将每个绘图操作桥接到不同的具
体实现类，也就是绘图具体实现类。

2.

绘图实现类也可能有简单的实现，也可能有复杂的实现。在 Chromium 中，
它的实现相当复杂，需要 Chromium 的合成器来完成复杂的多进程和 GPU
加速机制，这在后面会涉及。

3.

绘图实现类将 2D 图形库或者 3D 图形库绘制的结果保存下来，交给浏览器
来同浏览器界面一起显示。

这一过程实际上可能不像图中描述的那么简单，现代浏览器为了绘图上的高效
性和安全性，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引入复杂的机制。而且，绘图也从之前单纯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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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渲染，到现在的 GPU 硬件渲染、混合渲染模型等方式，这些同样会以单独的章节
加以剖析。
上面介绍的是一个完整的渲染过程。现代网页很多是动态网页，这意味着在渲
染完成之后，由于网页的动画或者用户的交互，浏览器其实一直在不停地重复执行
渲染过程。

2.3.3

实践：从网页到可视化结果

让笔者以示例代码 2-1 中的网页为例说明浏览器如何从用户输入 URL（下面的
例子中是“example1.html”）开始到最后生成可视化结果的过程。
先解释第一阶段——从网页的 URL 到构建完 DOM 树。方法也很简单，步骤如
下。
首先，打开 Chrome 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单击“Network”按钮。
其次，输入网页的 URL，可以看到如图 2-9 的界面（除掉三个文本框“资源加
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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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加载

图 2-9

DOMContentLoaded

onLoad

事件触发

事件触发

资源加载和 DOM 树的建立

图中的上半部分是网页的渲染结果，下半部分是 Chrome 开发者工具显示的网页
加载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该网页包含两个资源，一个是主 HTML 页面，另一个
是“apic.png”的图片。加载它们的顺序当然是先 HTML 页面，然后是图片。这其中
读者可以看到两条竖线。左侧的竖线表示 DOM 已经创建完成，右侧竖线表示资源都
加载完成，图中可以看到右侧竖线是在图片加载完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的。右侧竖线
之后，第一阶段即告完成。
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它们在下面被一起描述。同样以示例代码 2-1
的网页为例加以说明。如图 2-10 所示，得到示意图的步骤如下。
首先，打开 Chrome 浏览器并输入示例网页的 URL。
其次，打开 Chrome 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单击“Timeline”按钮，它表示的是
根据时间来获取网页渲染的动作过程。
再次，单击最下面一栏的“●”按钮，表示开始记录渲染中的操作，然后刷新
网页（按 F5 即可），重新渲染网页。
最后，网页显示出来后，再按一下“●”按钮就会得到上图所示的效果，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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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停止收录这些数据。

第一阶段

图 2-10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网页渲染的全过程细分图

图中已经标明对应的阶段，第一阶段得到的信息与图 2-9 的信息类似，只是表现
形式不一样。图中的“第二阶段”只是显示了“布局计算”部分，内部数据结构的
创建没有在图中显示出来，这没关系，不妨碍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理解。图中的“第
三阶段”则是实际的绘图阶段，里面包括“paint”
（表示绘制节点）和“composite Layers”
（合成网页的层次），这里主要是启动了硬件渲染，第 8 章再做详细介绍。
通过上面的介绍，相信读者基本上理解了这一过程，这有助于我们编写合适和
高效的代码，启示至少有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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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阶段化分析，网页开发者理解“onload”事件和“DOMContentLoaded”
事件什么时候被触发，从而可以在 JavaScript 代码中注册相应的回调函数。

2.

在 DOM 的构建过程中需要执行 JavaScript 代码，所以需要特别注意这部分
代码对网页 DOM 的访问问题，因为这个时候 DOM 可能还未创建完成，因
而 JavaScript 代码不能访问 DOM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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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章开始，正式进入介绍 WebKit 的内部原理部分。这一章从 WebKit 内部的
主要结构和模块开始，随后介绍基于 WebKit 的 Chromium 浏览器的内部结构和模块，
并介绍多线程和多进程模型，并将 Chromium 的多进程模型同 WebKit2 的多进程模型
进行比较，剖析目前前沿的浏览器架构和设计理念。

WebKit 架构及模块

3.1
3.1.1

获取 WebKit

WebKit 是一个开源项目，读者可以很方便地从 www.webkit.org 官方网站下载源
代码，目前支持 svn 和 git 两种代码管理方式，笔者偏好使用 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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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WebKit 也相对简单，运行脚本“Tools/ Scripts/build-webkit–help”1查看帮
助了解详细情况。因为 WebKit 支持不同的浏览器，采用不同的移植所以你需要选择
编译哪个移植，例如编译 gtk 版 WebKit、Qt 版 WebKit 或者 Safari 版 Webkit 等。

3.1.2

WebKit 架构

WebKit 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支持不同的浏览器，因为不同浏览器的需求不同，
所以在 WebKit 中，一些代码可以共享，但是另外一部分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部分
称为 WebKit 的移植（Ports）。今后笔者也用 WebKit 的移植指代该移植和依赖的 WebKit
的共享部分。
第 1 章中，笔者介绍过一张简单的 WebKit 结构图，图中只有简单的 2~3 个模块，
那是故意隐去了其中的细节，本节重点介绍 WebKit 架构的细节，如图 3-1 所示。

图 3-1 WebKit 架构

图中的 WebKit 架构，虚线框表示该部分模块在不同浏览器使用的 WebKit 内核
1

在目前 Chromium 依赖的 Blink 中，已经将该脚本移除掉了，读者可能需要参考 www.chromium.org 上的指令来编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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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实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它们不是普遍共享的。用实线框标记的模块表示它们
基本上是共享的，话之所以没有说绝，是因为它们中的一些特性可能并不是共享的，
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的编译配置改变它们的行为。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不同，所以，很
多使用 WebKit 的浏览器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显然就不令人惊奇了。是的，确
实够复杂的！
好，下面我们开始依次从下向上来分析。
图中最下面的是“操作系统”，WebKit 可以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工作（具体选择
视不同的需要而定）。不同浏览器可能会依赖不同的操作系统，同一个浏览器使用的
WebKit 也可能依赖不同的操作系统，例如，Chromium 浏览器支持 Windows、Mac OS、
Linux、Android 等系统。
在“操作系统”层之上的就是 WebKit 赖以工作的众多第三方库，这些库是 WebKit
运行的基础。通常来讲，它们包括图形库、网络库、视频库等，加载和渲染网页需
要它们不足为奇。WebKit 是这些库的使用者，如何高效地使用它们是 WebKit 和各种
浏览器厂商的一个重大课题，主要是如何设计良好的架构来利用它们以获得高性能。
现代浏览器的功能越来越强，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新的技术不断被引入浏览器和
Web 平台，这也大大增加了 WebKit 和浏览器的复杂性。
在它们二者之上的就是 WebKit 项目了，图中已经把它细分为两层，每层包含很
多模块，由于图的大小限制，略去了其中一些次要模块。图中的这些模块支撑了第 2
章介绍的网页加载和渲染过程。
WebCore 部分包含了目前被各个浏览器所使用的 WebKit 共享部分，这些都是加
载和渲染网页的基础部分，它们必不可少，具体包括 HTML（解释器）
、CSS（解释
器）、SVG、DOM、渲染树（RenderObject 树、RenderLayer 树等），以及 Inspector（Web
Inspector、调试网页）。当然，这些共享部分有些是基础框架，其背后的支持也需要
各个平台的不同实现。举个例子来讲，
“剪贴板”这个功能其实跟平台密切相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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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 的 gtk 版本中，它就依赖于 gtk 的一个具体实现。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
WebCore 这些部分主要被第 2 章中的加载和渲染过程的第一、二阶段所使用。
JavaScriptCore 引擎是 WebKit 中的默认 JavaScript 引擎，也就是说一些 WebKit
的移植使用该引擎。刚开始，它的性能不是很好，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优化被加入，
现在的性能已变得非常不错。之所以说它只是默认的，是因为它不是唯一并且是可
替换的。事实上，WebKit 中对 JavaScript 引擎的调用是独立于引擎的。在 Google 的
Chromium 开源项目中，它被替换为 V8 引擎。
WebKit Ports 指的是 WebKit 中的非共享部分，对于不同浏览器使用的 WebKit
来说，移植中的这些模块由于平台差异、依赖的第三方库和需求不同等方面原因，
往往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设计和实现，这就产生了移植部分，这是导致众多 WebKit 版
本的行为并非一致的重要原因。这其中包括硬件加速架构、网络栈、视频解码、图
片解码等。后面我们用移植表示一个不同的实现，例如 Qt 移植表示的是 WebKit 的
Qt 版，被 Qt 项目所使用。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对性能和功能影响非常大，也是后面
章节重点关注的地方。
在 WebCore 和 WebKit Ports 之上的层主要是提供嵌入式编程接口，这些嵌入式
接口是提供给浏览器调用的（当然也可以有其他使用者）。图中有左右两个部分分别
是狭义 WebKit 的接口和 WebKit2 的接口。因为接口与具体的移植有关，所以有一个
与浏览器相关的绑定层。绑定层上面就是 WebKit 项目对外暴露的接口层。实际上接
口层的定义也是与移植密切相关的，而不是 WebKit 有什么统一接口。
WebKit 还有一个部分在图中没有展现出来，那就是测试用例，包括布局测试用
例（Layout Tests）和性能测试用例（Performance Tests），这两类测试包含了大量的
测试用例和期望结果。虽然，不同的 WebKit 移植对应的测试用例不一样，总体上来
讲 WebKit 移植还是共享了大量的用例。为了保证 WebKit 的代码质量，这些用例被
用来验证渲染结果的正确性。每个浏览器所用的 WebKit 必须保证能够编译出来一个
可执行程序，称为 DumpRenderTree，它被用来运行测试用例并将渲染结果同期望结
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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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 的模块确实相当多，笔者希望没有把大家弄糊涂，下面让我们一起通过
实践来理解结构图中的众多模块。

3.1.3

WebKit 源代码结构

如果读者下载了 WebKit 源代码，下面就可以跟着笔者一起查看 WebKit 中的目
录结构，以便更好地理解 WebKit 的架构。
WebKit 的代码非常多，大概超过 500 万行代码，规模相当的庞大，幸运的是，
它的目录结构非常清晰，通过目录结构基本上可以了解 WebKit 的功能模块，当然，
了解目录结构也有助于读者理解后面很多对模块和机制的介绍。
图 3-2 显示的是主要的目录结构，包括一级目录和主要的二级目录，其中省去了
一些次要目录。对于重要的三级目录，读者可以查看图 3-3。
在一级目录中，重要的目录有四个，它们分别是 LayoutTests、PerformanceTests、
Source 和 Tools。对于该层下的其他目录，读者可以选择性忽略。对于我们来说，Source
目录最重要，它包括了后面章节我们要分析的几乎所有部分。Source 目录的子目录
中，重要的目录包括 JavaScriptCore、Platform、WebCore、WebKit、WebKit2 和 WTF，
见图 3-2。JavaScriptCore 是默认的渲染引擎，笔者会在第 9 章做详细分析。Platform
本来是 Chromium 的接口代码目录之一，现在已经被移除了。WebCore 就是图 3-1 中
模块 WebCore 对应的相关代码，非常重要。WebKit 和 WebKit2 分别是绑定和嵌入式
接口层。WTF 是一个基础类库，有点像 C++ stl 库，其中包括字符串操作、各种容器、
智能指针、线程、算法等。
接下来的重点是一些三级目录，它们属于二级目录 WebCore 和 WebKit2。读者
会发现图 3-1 中 WebCore 包括的模块尽在其中，而且按目录组织，例如 CSS 解释器、
DOM、HTML 解释器、资源加载、Web Inspector 等，如图 3-3 所示。
WebKit2 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目录，第一类是各个进程的代码，例如 Web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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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进程、网络进程、插件进程和它们共享的代码等；第二类就是各个移植的一个简
单的主函数（main）入口，拥有构建一个基于 WebKit2 接口的最简单的可执行程序。

图 3-2 WebKit 的源代码目录

同在目录“WebKit/Source”下的“WebKit”目录这里就不介绍了，它同“WebKit2”
目录结构类似，而且比之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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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Core 和 WebKit2 代码结构

3.2 基于 Blink 的 Chromium 浏览器结构
3.2.1

Chromium 浏览器的架构及模块

Chromium 也是基于 WebKit（Blink）的，而且在 WebKit 的移植部分中，Chromium
也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通过 Chromium 可以了解如何基于 WebKit 构建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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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Chromium 也是很多新技术的创新者，它将很多先进的理念引入到浏览器
领域。为此，本节在介绍 Chromium 内部架构、模块等基础上，给读者一个大致的概
念，在后面介绍 WebKit 的一些技术时，也会介绍 Chromium 的 WebKit 版本和
Chromium 有何独特之处。
Chromium 的代码非常复杂，模块非常多，结构也不是特别清晰，非常容易让人
迷惑。为此，为了方便理解，下面从架构和模块、多进程模型和多线程模型等角度
为读者一一剖析其中的“玄机”。

3.2.1.1

架构和模块

首先要熟悉的是 Chromium 的架构及其包含的模块。图 3-4 描述了 Chromium 的架
构和主要的模块。从图中可以看到，Blink 只是其中的一块，和它并列的还有众多的
Chromium 模块，包括 GPU/CommandBuffer（硬件加速架构）
、V8 JavaScript 引擎、沙
箱模型、CC（Chromium Compositor）
、IPC、UI 等（还有很多并没有在图中显示出来）
。

Chromium 浏览器

Content Shell

Android WebView

Content 接口

Content 模块

Blink（WebKit）

图 3-4

WebKit 技术内幕

GPU/Command
Buffer

沙箱模型

V8

CC（Chromium
合成器）

Chromium 模块结构图

IPC,
UI,
PPA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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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些模块之上的就是著名的“Content 模块”和“Content API（接口）”，
它们是 Chromium 对渲染网页功能的抽象。
“Content”的本意是指网页的内容，这里
是指用来渲染网页内容的模块。说到这里，读者可能有疑问了，WebKit 不就是渲染
网页内容的吗？是的，说的没错，没有 Content 模块，浏览器的开发者也可以在 WebKit
的 Chromium 移植上渲染网页内容，但是却没有办法获得沙箱模型、跨进程的 GPU
硬件加速机制、众多的 HTML5 功能，因为这些功能很多是在 Content 层里实现的。
“Content 模块”和“Content API”将下面的渲染机制、安全机制和插件机制等
隐藏起来，提供一个接口层。该接口目前被上层模块或者其他项目使用，内部调用
者包括 Chromium 浏览器、Content Shell 等，外部包括 CEF（Chromium Embedded
Framework）、Opera 浏览器等。
“Chromium 浏览器”和“Content Shell”是构建在 Content API 之上的两个“浏
览器”，Chromium 具有浏览器完整的功能，也就是我们编译出来能看到的浏览器式
样。而“Content Shell”是使用 Content API 来包装的一层简单的“壳”，但是它也是
一个简单的“浏览器”，用户可以使用 Content 模块来渲染和显示网页内容。Content
Shell 的作用很明显，其一可以用来测试 Content 模块很多功能的正确性2，例如渲染、
硬件加速等；其二是一个参考，可以被很多外部的项目参考来开发基于“Content API”
的浏览器或者各种类型的项目。
在 Android 系统上，Content Shell 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同它并排的左侧的
“Chromium 浏览器”部分的代码根本就没有开源，这直接导致开发者只能依赖
Content Shell。
还有一个上面故意漏掉的部分就是“Android WebView”，它是为了满足 Android
系统上的 WebView 而设计的，其思想是利用 Chromium 的实现来替换原来 Android
系统默认的 WebView，这部分在第 15 章中会作介绍。
2

最近的更新则是上面说的 WebKit 的布局测试也从 DumpRenderTree（它基于 WebKit 的 Chromium 移植，而不是

Content）移到这一层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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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进程模型

3.2.1.2

前面多次提到过 Chromium 的多进程架构，下面谈谈它的好处。相信你一定有过
这样的经历：在使用浏览器打开很多个页面的时候，不幸的是其中某个页面不响应
或者崩溃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更不幸的事——其他所有页面也都不响应或者崩溃
了。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其中一些页面可能还有未保存或者未发送的信息！
这绝对是不堪回首的过去。但是，现在好了，很多现代浏览器支持多进程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避免上面的问题，虽然它很复杂而且也有自身的问题，例如更
多的资源消耗，但是它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在 WebKit 内核之上，Chromium 率
先在 WebKit 之外引入了多进程模型。
多进程模型在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和复杂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优势，
而且这些优势非常的重要。该模型至少带来三点好处：其一是避免因单个页面的不
响应或者崩溃而影响整个浏览器的稳定性，特别是对用户界面的影响；其二是，当
第三方插件崩溃时不会影响页面或者浏览器的稳定性，这时因为第三方插件也被使
用单独的进程来运行；其三是，它方便了安全模型的实施，也就是说沙箱模型是基
于多进程架构的。其实，这很大程度上也是 WebKit2 产生的原因。那么，这是怎么
做到的呢?
图 3-5 给出了最常用的 Chromium 浏览器多进程模型，是的，你没看错“常用”
二字，因为 Chromium 架构设计的灵活性，使用者可以通过简单的设置来随意改变它
的进程模型方式。 图中方框代表进程，连接线代表 IPC 进程间通信。这些连接线其
实是很讲究的，它表示进程存在进程间通信，如果没有，表明两种不同类型的进程
之间没有通信。例如 NPAPI 插件和 GPU 之间没有通信，这是因为 NPAPI 是一种古
老的插件标准，它没有定义使用 GPU 进行加速的接口。
从图 3-5 中，读者可以看到 Chromium 浏览器主要包括以下进程类型。


Browser 进程：浏览器的主进程，负责浏览器界面的显示、各个页面的管理，
是所有其他类型进程的祖先，负责它们的创建和销毁等工作，它有且仅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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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ser 进程

NPAPI Plugin

Renderer

Pepper Plugin

NPAPI Plugin

Renderer

Pepper Plugin

…

…

…

GPU

图 3-5 Chromium 的多进程模型



Renderer 进程：网页的渲染进程，负责页面的渲染工作，Blink/WebKit 的渲
染工作主要在这个进程中完成，可能有多个，但是 Renderer 进程的数量是
否同用户打开的网页数量一致呢？答案是不一定。Chromium 设计了灵活的
机制，允许用户配置，随后就作介绍。此外，在沙箱模型启动的情况下，该
进程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NPAPI 插件进程：该进程是为 NPAPI 类型的插件而创建的。其创建的基本
原则是每种类型的插件只会被创建一次，而且仅当使用时才被创建。当有多
个网页需要使用同一种类型的插件的时候，例如很多网页需要使用 Flash 插
件，Flash 插件的进程会为每个使用者创建一个实例，所以插件进程是被共
享的。



GPU 进程：最多只有一个，当且仅当 GPU 硬件加速打开的时候才会被创建，
主要用于对 3D 图形加速调用的实现。



Pepper 插件进程：同 NPAPI 插件进程，不同的是为 Pepper 插件而创建的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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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的进程：图中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进程没有描述出来，例如 Linux
下的“Zygote”进程，Renderer 进程其实都是由它创建而来。另外一个就是
名为“Sandbox”的准备进程，这在安全机制中作进一步的介绍。

通过上面的讨论，对于桌面系统（Windows、Linux、Mac OS）中的 Chromium
浏览器，它们的进程模型总结后包括以下一些特征。
1.

Browser 进程和页面的渲染是分开的，这保证了页面的渲染导致的崩溃不会
导致浏览器主界面的崩溃。

2.

每个网页是独立的进程，这保证了页面之间相互不影响。

3.

插件进程也是独立的，插件本身的问题不会影响浏览器主界面和网页。

4.

GPU 硬件加速进程也是独立的。

经过这些分析，读者应该理解这一模型为什么能够解决本节开始时候遇到的问
题——多使用了些资源，换来的好处是浏览器更稳定了。
上面的模型是针对桌面版的 Chromium，而对于 Chromium 的 Android 版，主体
进程模型大致相同，但还是稍微有些不同，主要指的是 GPU 进程和 Renderer 进程（目
前，Android 版不支持插件，所以也就没有插件进程）。在 Android 平台上，GPU 进
程演变成 Browser 进程的一个线程，也就是 GPU 线程，这得益于其灵活的架构，主
要目的之一是节省资源。另外一个就是 Renderer 进程，Renderer 也是独立的进程，
但是会演变成 Android 上的服务（service）进程。而且，由于 Android 系统的局限性，
Renderer 进程的数目会被严格限制，这就涉及到了“影子”
（Phantom）标签的议题。
“影子”标签就是浏览器会将后台的网页所使用的渲染设施都清除了，只是原来的
一个影子，当用户再次切换的时候，网页需要重新加载和渲染。
上面说到 Chromium 允许用户配置 Renderer 进程被创建的方式，下面简单地介
绍一下模型的类型。


Process-per-site-instance：该类型的含义是为每一个页面都创建一个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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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 进程，不管这些页面是否来自于同一域。举个例子来讲，例如，用户
访问了 milado_nju 的 CSDN 博客（我的博客）
，然后从个人主页打开多篇文章
时，每篇文章的页面都是该域的一个实例，因而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渲染进程。
如果新打开 CSDN 博客的主页，那么就是另一个实例，会重新创建进程来
渲染它。这带来的好处是每个页面互不影响，坏处自然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Process-per-site：该类型的含义是属于同一个域的页面共享同一个进程，
而不同属一个域的页面则分属不同的进程。好处是对于相同的域，进程可以
共享，内存消耗相对较小，坏处是可能会有特别大的 Renderer 进程。读者
可以在命令行加入参数--process-per-site 进行尝试。



Process-per-tab：该类型的含义是，Chromium 为每个标签页都创建一个独
立的进程，而不管它们是否是不同域不同实例，这也是 Chromium 的默认行
为，虽然会浪费资源。



Single process：该类型的含义是，Chromium 不为页面创建任何独立的进
程，所有渲染工作都在 Browser 进程中进行，它们是 Browser 进程中的多个
线程。但是这个类型在桌面系统上只是实验性质并且不是很稳定，因而一般
不推荐使用，只有在比较单进程和多进程时相对有用，读者可以在命令行加
入参数--single-process 来尝试它。当然在 Chromium 的 Android 版本上，情
况再一次不一样。在 Android WebView 中，该模式被采用。

3.2.1.3

Browser进程和Renderer进程

因为 Browser 进程和 Renderer 进程都是在 WebKit 的接口之外由 Chromium 引入
的，所以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它们是如何利用 WebKit 渲染网页的，这其中的代码层
次由图 3-6 给出。
最下面的就是 WebKit 接口层，一般基于 WebKit 接口层的浏览器直接在上面构
建，而没有引入复杂的多进程架构。
然后，在 WebKit 接口层上面就是 Chromium 基于 WebKit 的接口层而引入的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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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层，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 Chromium 中的一些类型和 WebKit 内部不一致，所以需
要一个简单的桥接层。

图 3-6

从 WebKit 接口层到用户界面的路径

再上面的就是 Renderer，它主要处理进程间通信，接受来自 Browser 进程的请求，
并调用相应的 WebKit 接口层。同时，将 WebKit 的处理结果发送回去。上面这些介
绍的层都是在 Renderer 进程中工作的。
下面就进入了 Browser 进程，与 Renderer 相对应的就是 RendererHost，其目的也
是处理同 Renderer 进程之间的通信。不过 RendererHost 是给 Renderer 进程发送请求
并接收来自 Renderer 进程的结果。
Web Contents 表示的就是网页的内容，因为网页可能有多个需要绘制的内容，例
如弹出的对话框内容，所以这里是“Contents”
。它同时包括显示网页内容的一个子窗
口（在桌面系统上）
，这个子窗口最后被嵌入浏览器的用户界面，作为它的一个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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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介绍，相信这里面的关系已经被理顺了。那么，进程的内部又是什
么情况呢？如何在支持进程间通信的同时又能支持高效渲染或者用户事件响应？答
案是多线程模型。

3.2.1.4

多线程模型

每个进程内部，都有很多的线程，那么 Chromium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于
Browser 进程，Chromium 的官方说法告诉我们，多线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用
户界面的高响应度，保证 UI 线程（Browser 进程中的主线程）不会被任何其他费时
的操作阻碍从而影响了对用户操作的响应。这些费时的其他操作很多，例如本地文
件读写、socket 读写、数据库操作等。既然文件读者等会阻碍其他操作，那好，把它
们放在单独的线程里自己忙或者等待去吧，所以读者就看到那么多与它们相关的线
程。而在 Renderer 进程中，Chromium 则不让其他操作阻止渲染线程的快速执行。更
甚者，为了利用多核的优势，Chromium 将渲染过程管线化，这样可以让渲染的不同
阶段在不同的线程执行。
图 3-7 展示了主要进程中的重要线程信息及它们之间是如何工作的。事实上，进
程中的线程远远不止这些，这里只是列举了其中两个重要的线程。

图 3-7 Chromium 的多线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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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网页的加载和渲染过程在图中模型下的基本工作方式如以下步骤。
1.

Browser 进程收到用户的请求，首先由 UI 线程处理，而且将相应的任务转
给 IO 线程，它随即将该任务传递给 Renderer 进程。

2.

Renderer 进程的 IO 线程经过简单解释后交给渲染线程。渲染线程接受请求，
加载网页并渲染网页，这其中可能需要 Browser 进程获取资源和需要 GPU
进程来帮助渲染。最后 Renderer 进程将结果由 IO 线程传递给 Browser 进程。

3.

最后，Browser 进程接收到结果并将结果绘制出来。

接下来，Chromium 中的线程间如何通信和同步呢？这是多线程领域中一个非常
难缠的问题，因为这会造成死锁或者资源的竞争冲突等问题。Chromium 精心设计了
一套机制来处理它们，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场景使用事件和一种 Chromium 新创建的任
务传递机制，仅在非用不可的情况下才使用锁或者线程安全对象。3
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那就是线程内部的消息和任务是如何处理的呢？这其实
并不容易，因为它严重地影响了用户界面的响应度和 JavaScript 执行的效率，我们在
第 9 章介绍 JavaScript 引擎的时候会一并介绍。

3.2.1.5

Content接口

Content 接口不仅提供了一层对多进程进行渲染的抽象接口，而且它从诞生以来
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支持所有的 HTML5 功能、GPU 硬件加速功能和沙箱机制，
这可以让 Content 接口的使用者们不需要很多的工作即可得到很强大的能力。下面详
细介绍一下 Content 接口包含哪些部分。
Content 接口的相关定义文件均在“content/public”目录下，按照功能分成六个
部分。每个部分的接口一般也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嵌入者（embedder，这里可以
是 Chromium 浏览器、CEF3 和 Content Shell）调用的接口，另一类是嵌入者应该实
3

这有严格的要求，详细的情况请查看以下链接以便作进一步的了解：http://www.chromium.org/developers/lock-and-

condition-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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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回调接口，被 Content 接口的内部实现所调用，用来参与具体实现的逻辑或者事
件的监听等。


App
这部分主要与应用程序或者进程的创建和初始化相关，它被所有的进程使
用，用来处理一些进程的公共操作，具体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主要包括进
程创建的初始化函数，也就是 Content 模块的初始化和关闭动作；第二类主
要是各种回调函数，用来告诉嵌入者启动完成，进程启动、退出，沙盒模型
初始化开始和结束等。



Browser
同样包括两类，第一类包括对一些 HTML5 功能和其他一些高级功能实现的
参与，因为这些实现需要 Chromium 的不同平台的实现，同时需要例如
Notification、Speech recognition、Web worker、Download、Geolocation 等这
些 Content 层提供的接口，Content 模块需要调用它们来实现 HTML5 功能。
第二类中的典型接口类是 ContentBrowserClient，主要是实现部分的逻辑，
被 Browser 进程调用，还有就是一些事件的函数回调。



Common
主要定义一些公共的接口，这些被 Renderer 和 Browser 共享，例如一些进程
相关、参数、GPU 相关等。



Plugin
仅有一个接口类，通知嵌入者 Plugin 进程何时被创建。



Renderer
该部分也包括两类，第一类包含获取 RenderThread 的消息循环、注册 V8
Extension、计算 JavaScript 表达式等；第二类包括 ContentRendererClient，
主要是实现部分逻辑，被 Browser 端（或者进程）调用，还有就是一些事件
的函数回调。



Utility
工具类接口，主要包括让嵌入者参与 Content 接口中的线程创建和消息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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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实践：从 Chromium 代码结构和运行状态理解现代浏览器
下面让我们阅读 Chromium 的代码结构以及详细了解 Chromium 运行时候的状态
信息来帮助读者对上面介绍的架构模型有直观的印象。

3.2.2.1

Chromium代码结构

图 3-8 显示的是 Chromium 项目的一级目录，节选了其中重要的模块，略去了一
些次要的部分。读者会发现，这其中已经包含了很多模块。
从图中的各个目录和后面的解释，基本可以看出 Chromium 在 WebKit 之上引入
了 很 多 新 特 性 和 功 能 。 除 此 之 外 ， Chromium 项 目 除 了 包 括 浏 览 器 ， 还 包 括
ChromiumOS 和 Chrome Frame，这也是新颖的地方。ChromiumOS 就是一个基于 Web
的操作系统，仅支持 Web 网页和 Web 应用程序。而 Chrome Frame 是一个有趣的东
西，其目的是提供一个基于 WebKit 和 Content 的支持 HTML5 的插件，该插件可以
运行在 IE 浏览器中，以弥补老版本的 IE 浏览器对 HTML5 支持不足的问题，不过它
很快就会被抛弃。
图中省略了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目录，那就是“third_party”。该目录保存了
Chromium 所依赖的所有第三方开源项目。因为 Chromium 提供了很多新特性和功能，
相应地，这些新功能也需要很多库来支持，而且这些特性和功能会存在一些不足，
或者 Chromium 有特定需求，所以，Chromium 的做法就是将超过 150 个的项目直接
包含进来。其实，Blink 的代码也被包含在其中。
读者可以将图中的代码目录结构同图 3-4 中的模块对应，理解它们是如何被组织
的，当然实际的代码远不止这些。在描述完一级目录之后，下面重点描述的是 Content
目录，其目录安排如图 3-9 所示。结构很容易理解，它们基本上对应了多进程模型中
的各种进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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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Chromium 的源代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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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content
app

各个进程的公共实现部分

browser

Browser 进程所需的代码

common

被进程共享的代码

gpu

GPU 进程的代码

plugin

插件进程的代码

public

提供 Content 接口的目录
app

目录结构跟 Content 下面的结构非常
类似，因为它表示的是各个进程的接口

brows
common
renderer
renderer

renderer 进程的相关代码

shell

Content Shell 的代码

图 3-9

“content”目录结构

Content 的接口主要在“public”目录中，它包含的目录也是按照进程类型来划分
的。读者回顾一下之前关于这部分接口的介绍就能明白它们的对应关系。

3.2.2.2

Chromium多进程

笔者希望通过运行中的 Chrome 浏览器来帮助读者理解多进程模型，主要步骤如下。
1.

打开 Chrome 浏览器，然后打开两个标签页，分别输入以下两个网址：
http://blog.csdn.net/milado_nju 和 http://www.webkit.org/blog-files/3d-transforms/
morphing-cub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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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任务管理器，将进程按照“命令行”排序，找到“Google Chrome”相
应的信息。

3.

读者会发现总共有 5 个“Google Chrome”进程，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Google Chrome 浏览器在 Windows 上的多进程示例图

在 5 个进程中，其中第一个没有参数，它就是主进程“Browser”。后面四个进程
都有参数，其中第一个参数表示的是进程类型，图中分别是 GPU 进程、PPAPI 进程
和两个 Renderer 进程。读者会发现这些进程共享同一个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有兴趣
的读者可以再研究一下后面的参数，它们用来表示 IPC 等信息。
上面的例子中，之所以打开第一个网址，是因为它会触发创建 PPAPI 进程；之
所以打开第二个网址，是因为需要硬件加速机制，它会触发创建 GPU 进程。4

3.2.2.3

Chromium多线程

下面以 Linux 平台的 Chromium 浏览器为例，介绍 Browser 进程和 Renderer 进程
中包含的线程的情况。首先来看 Browser 进程，该进程包含了非常多的线程，多达
28 个，图 3-11 显示的是 Linux 平台下 Chromium 浏览器的 Browser 进程的线程信息。
查看方法很简单，就是使用 GDB 调试该进程，然后输入“info threads”查看结果。
其中线程 1“chrome”是主线程，“Chrome_IOThread”线程就是 IO 线程。中间
还有很多其他的线程，用来处理视频、存储、网络、文件、音频、浏览历史等。之
所以很多现场是因为这些线程中的操作可能是阻塞式的，所以 Chromium 需要置于单
独的线程。

4

在 Linux 中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稍微有些不同，上面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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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Linux 平台下 Chromium 浏览器的 Browser 进程的线程信息

下面就是 Renderer 进程中的线程信息。Renderer 进程至少有 4 个线程，之后可
能会有更多的线程，这是因为 Chromium 希望将 Blink 的渲染过程分成很多独立的阶
段，对于每一个阶段，Blink 为它创建一个新的线程，从而利用 CPU 的多核能力，加
快网页的渲染速度，这就像流水线处理一样，可以极大地提高并发性。图 3-12 显示
的是 Linux 平台下 Chromium 浏览器的 Renderer 进程的线程信息（查看的方法同上）。
其中线程 1“chrome”是主线程，“Chrome_IOThread”线程就是 IO 线程。而线
程 2 的名字也是“chrome”，不过这不足为奇，它是一个新的线程，用来解释 HTML
文档，这也是 Chromium 不同于其他基于 WebKit 的浏览器之处。

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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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GPU 等进程来说，结构就要简单很多，基本就是一个主线程（处理逻辑）
和 IO 线程，请读者自行查看。

3.3

WebKit2

3.3.1

WebKit2 架构及模块

相比于狭义的 WebKit，WebKit2 是一套全新的结构和接口，而不是一个简单的
升级版。它的主要目的和思想同 Chromium 类似，就是将渲染过程放在单独的进程中
来完成，独立于用户界面。图 3-13 显示的是 WebKit2 的接口和使用方式以及内部的
进程模型。
依旧是自底向上介绍。是的，WebKit2 中也引入了插件进程，而且它还引入了网
络进程。图中的“Web 进程”对应于 Chromium 中的 Renderer 进程，主要是渲染网
页。在这之上的是“UI 进程”，它对应于 Chromium 中的 Browser 进程。接口就暴露
在该进程中，应用程序只需调用该接口即可。其中“应用程序”指的是浏览器或者
任何使用该接口的程序。

图 3-13

WebKit2 接口和进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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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 和 WebKit2 嵌入式接口

WebKit 提供嵌入式接口，该接口表示其他程序可以将网页渲染嵌入在程序中作
为其中的一部分，或者用户界面的一部分。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不代表所有的移
植都是这样。对于 WebKit 的 Chromium 移植来说，它的接口主要用于 Chromium 浏
览器，而不是嵌入式的使用方式。
下面以 WebKit 的 EFL 移植部分为例。EFL 是一个类似于 GTK 的图形工具包，
被应用在开源操作系统 Tizen 中。在 WebKit 项目中，狭义 WebKit 的接口主要是与移
植相关的 ewk_view 文件中的相关类。其主要思想是将网页的渲染结果作为用户界面
中的一个窗口部件，从这个角度上看，这跟其他的部件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它
用来显示网页的内容。总结这些接口，按功能大致可以把所有接口分成六种类型：
第一类，设置加载网页、获取加载进度、停止加载、重新加载等；第二类，遍历前
后浏览记录类，可以前进、后退等；第三类，网页的很多设置，例如缩放、主题、
背景、模式、编码等；第四类，查找网页的内容、高亮等；第五类，触控事件、鼠
标事件处理；第六类，查看网页源代码、显示调试窗口等与开发者相关的接口。这
也是通常的嵌入式接口提供的功能。这些类型大概有 180 多个接口，非常之多。
WebKit2 接口不同于 WebKit 的接口，它们是不兼容的。当然，目的却是差不多
的，都是提供嵌入式的应用接口。WebKit2 接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同样以
EFL 的移植部分为例加以说明。
第一部分是 WebView 相关的接口，表示渲染的设置、渲染过程、界面等，其中
大多数跟各个移植紧密相关。这里有三个主要的类，它们被各个移植所共享。


WKView[Ref]：表示的是一个与平台相关的视图，例如在 Windows 上它表
示的就是一个窗口的句柄。



WKContextRef：所有页面的上下文，这些被共享的信息包括 local storage、
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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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PageRef：表示网页，也就是浏览的基本单位。

虽然下面有大量跟移植相关的类，最主要的接口其实还是 ewk_view。在 EFL 中，
WebKit2 的 ewk_view 接口同 WebKit 还是比较相似的，提供的功能也类似，都是一
个能够渲染网页的窗口部件。但是，其接口比 WebKit 的部件少很多，去除一些不是
很有用的接口，大概还有 48 个接口。接口类中还有很多其他跟移植相关的类，它们
很多是为提供该窗口部件服务的，例如历史记录等。
第二部分是上面接口依赖的基础类，它们被各个移植所共享，既包括容器、字
符串等基础类，也包括跟网页相关的基础类，例如 URL、请求、网页设置等。
WebKit2 还有一部分接口其实是在 Web 进程里的，那就是 WebBundle，其目的
是让某些移植访问 DOM，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需求。

3.3.3

比较 WebKit2 和 Chromium 的多进程模型以及接口

前面提到 WebKit2 的多进程模型参考了 Chromium 的模型和框架，而且 WebKit2
也提供了多进程之上的接口层，那么这二者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吗？
图 3-14 详细描述了 WebKit 接口和 Chromium 的多进程的关系，以及和 Content
接口的关系。前面笔者也介绍了一些，例如 Renderer 进程直接调用 WebKit 接口，以
及和 Content 接口允许应用程序注入并参与 Content 之下各个进程的内部逻辑。
首先，Chromium 使用的仍然是 WebKit 接口，而不是 WebKit2 接口，也就是说
Chromium 是在 WebKit 接口之上构建的多进程架构。
其次，WebKit2 的接口希望尽量将多进程结构隐藏起来，如图 3-13 所示，这样
可以让应用程序不必纠缠于内部的细节，例如邮件客户端等。但是，对 Chromium 来
说，它的主要目的是给 Chromium 提供 Content 接口以便构建浏览器，其本身目标不
是提供嵌入式接口，虽然有 CEF 项目基于它构建了嵌入式接口。
最后，Chromium 中每个进程都是从相同的二进制可执行文件启动，而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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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2 的进程则未必如此，这当然也跟二者的设计理念不同有关。

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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