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一）JAVA

基础 含 参考答案

Java 基础知识点面试专题

1、java 中==和 equals 和 hashCode 的区别

1）==若是基本数据类型比较，是比较值，若是引用类型，则比较的是他们在内存中的存

放地址。对象是存放在堆中，栈中存放的对象的引用，所以==是对栈中的值进行比较，若

返回 true 代表变量的内存地址相等；

2）equals 是 Object 类中的方法，Object 类的 equals 方法用于判断对象的内存地址引用

是不是同一个地址（是不是同一个对象）。若是类中覆盖了 equals 方法，就要根据具体代

码来确定，一般覆盖后都是通过对象的内容是否相等来判断对象是否相等。

3）hashCode()计算出对象实例的哈希码，在对象进行散列时作为 key 存入。之所以有

hashCode 方法，因为在批量的对象比较中，hashCode 比较要比 equals 快。在添加新元

素时，先调用这个元素的 hashCode 方法，一下子能定位到它应该旋转的物理位置，若该

位置没有元素，可直接存储；若该位置有元素，就调用它的 equals 方法与新元素进行比较，

若相同则不存，不相同，就放到该位置的链表末端。

4）equals 与 hashCode 方法关系：



hashCode() 是 一 个 本 地 方 法 ， 实 现 是 根 据 本 地 机 器 上 关 的 。 equals() 相 等 的 对 象 ，

hashCode()也一定相等；hashCode()不等，equals()一定也不等；hashCode()相等，equals()

可能相等，也可能不等。

所 以 在 重 写 equals(Object obj) 方 法 ， 有 必 要 重 写 hashCode() 方 法 ， 确 保 通 过

equals(Object obj)方法判断结果为 true 的两个对象具备相等的 hashCode()返回值。

5）equals 与==的关系：

Integer b1 = 127;在 java 编译时被编译成 Integer b1 = Integer.valueOf(127);对于-128

到 127 之间的 Integer 值，用的是原生数据类型 int，会在内存里供重用，也就是这之间的

Integer 值进行==比较时，只是进行 int 原生数据类型的数值进行比较。而超出-128〜127

的范围，进行==比较时是进行地址及数值比较。

2、int、char、long 各占多少字节数

int\float 占用 4 个字节，short\char 占用 2 个字节，long 占用 8 个字节，byte/boolean

占用 1 个字节

基本数据类型存放在栈里，包装类栈里存放的是对象的引用，即值的地址，而值存放在堆里。



3、int 与 integer 的区别

Integer 是 int 的包装类，int 则是 java 的一种基本数据类型，Integer 变量必须实例化才能

使用，当 new 一个 Integer 时，实际是生成一个指向此对象的引用，而 int 是直接存储数

据的值，Integer 默认值是 null，而 int 默认值是 0

4、谈谈对 java 多态的理解

同一个消息可以根据发送对象的不同而采用多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在执行期间判断所引用的

对象的实际类型，根据其实际的类型调用其相应的方法。

作用：消除类型之间的耦合关系。实现多态的必要条件：继承、重写（因为必须调用父类中

存在的方法）、父类引用指向子类对象

5、String、StringBuffer、StringBuilder 区别

都是字符串类，String 类中使用字符数组保存字符串，因有 final 修饰符，String 对象是不

可变的，每次对 String 操作都会生成新的 String 对象，这样效率低，且浪费内存空间。但

线程安全。

StringBuilder 和 StringBuffer 也是使用字符数组保存字符，但这两种对象都是可变的，即



对字符串进行 append 操作，不会产生新的对象。它们的区别是：StringBuffer 对方法加

了同步锁，是线程安全的，StringBuilder 非线程安全。

6、什么是内部类？内部类的作用

内部类指在类的内部再定义另一个类。

内部类的作用：1）实现多重继承，因为 java 中类的继承只能单继承，使用内部类可达到多

重继承；2）内部类可以很好的实现隐藏，一般非内部类，不允许有 private 或 protected

权限的，但内部类可以；3）减少了类文件编译后产生的字节码文件大小；

内部类在编译完后也会产生.class 文件，但文件名称是：外部类名称$内部类名称.class。分

为以下几种：

1）成员内部类，作为外部类的一个成员存在，与外部类的属性、方法并列，成员内部类持

有外部类的引用，成员内部类不能定义 static 变量和方法。应用场合：每一个外部类都需要

一个内部类实例，内部类离不开外部类存在。

2）静态内部类，内部类以 static 声明，其他类可通过外部类.内部类来访问。特点：不会持

有外部类的引用，可以访问外部类的静态变量，若要访问成员变量须通过外部类的实例访问。

应用场合：内部类不需要外部类的实例，仅为外部类提供或逻辑上属于外部类，逻辑上可单

独存在。设计的意义：加强了类的封装性（静态内部类是外部类的子行为或子属性，两者保



持着一定关系），提高了代码的可读性（相关联的代码放在一起）。

3）匿名内部类，在整个操作中只使用一次，没有名字，使用 new 创建，没有具体位置。

4）局部内部类，在方法内或是代码块中定义类，

7、抽象类和接口区别

抽象类在类前面须用 abstract 关键字修饰，一般至少包含一个抽象方法，抽象方法指只有

声明，用关键字 abstract 修饰，没有具体的实现的方法。因抽象类中含有无具体实现的方

法，固不能用抽象类创建对象。当然如果只是用 abstract 修饰类而无具体实现，也是抽象

类。抽象类也可以有成员变量和普通的成员方法。抽象方法必须为 public 或 protected（若

为 private，不能被子类继承，子类无法实现该方法）。若一个类继承一个抽象类，则必须

实现父类中所有的抽象方法，若子类没有实现父类的抽象方法，则也应该定义为抽象类。

接口用关键字 interface 修饰，接口也可以含有变量和方法，接口中的变量会被隐式指定为

public static final 变量。方法会被隐式的指定为 public abstract，接口中的所有方法均不

能有具体的实现，即接口中的方法都必须为抽象方法。若一个非抽象类实现某个接口，必须

实现该接口中所有的方法。

区别：

1）抽象类可以提供成员方法实现的细节，而接口只能存在抽象方法；



2）抽象类的成员变量可以是各种类型，而接口中成员变量只能是 public static final 类型；

3）接口中不能含有静态方法及静态代码块，而抽象类可以有静态方法和静态代码块；

4）一个类只能继承一个抽象类，用 extends 来继承，却可以实现多个接口，用 implements

来实现接口。

7.1、抽象类的意义

抽象类是用来提供子类的通用性，用来创建继承层级里子类的模板，减少代码编写，有利于

代码规范化。

7.2、抽象类与接口的应用场景

抽象类的应用场景：1）规范了一组公共的方法，与状态无关，可以共享的，无需子类分别

实现；而另一些方法却需要各个子类根据自己特定状态来实现特定功能；

2）定义一组接口，但不强迫每个实现类都必须实现所有的方法，可用抽象类定义一组方法

体可以是空方法体，由子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法来覆盖；



7.3、抽象类是否可以没有方法和属性？

可以

7.4、接口的意义

1）有利于代码的规范，对于大型项目，对一些接口进行定义，可以给开发人员一个清晰的

指示，防止开发人员随意命名和代码混乱，影响开发效率。

2）有利于代码维护和扩展，当前类不能满足要求时，不需要重新设计类，只需要重新写了

个类实现对应的方法。

3）解耦作用，全局变量的定义，当发生需求变化时，只需改变接口中的值即可。

4）直接看接口，就可以清楚知道具体实现类间的关系，代码交给别人看，别人也能立马明

白。

8、泛型中 extends 和 super 的区别

<? extends T>限定参数类型的上界，参数类型必须是 T 或 T 的子类型，但对于 List<?

extends T>，不能通过 add()来加入元素，因为不知道<? extends T>是 T 的哪一种子类；

<? super T>限定参数类型的下界，参数类型必须是 T 或 T 的父类型，不能能过 get()获取



元素，因为不知道哪个超类；

9、父类的静态方法能否被子类重写？静态属性和静态方法是否可以被

继承？

父类的静态方法和属性不能被子类重写，但子类可以继承父类静态方法和属性，如父类和子

类都有同名同参同返回值的静态方法 show()，声明的实例 Father father = new Son();

(Son extends Father)，会调用 father 对象的静态方法。静态是指在编译时就会分配内存

且一直存在，跟对象实例无关。

10、进程和线程的区别

进程：具有一定独立功能的程序，是系统进行资源分配和调度运行的基本单位。

线程：进程的一个实体，是 CPU 调度的苯单位，也是进程中执行运算的最小单位，即执行

处理机调度的基本单位，如果把进程理解为逻辑上操作系统所完成的任务，线程则表示完成

该任务的许多可能的子任务之一。

关系：一个进程可有多个线程，至少一个；一个线程只能属于一个进程。同一进程的所有线

程共享该进程的所有资源。不同进程的线程间要利用消息通信方式实现同步。

区别：进程有独立的地址空间，而多个线程共享内存；进程具有一个独立功能的程序，线程



不能独立运行，必须依存于应用程序中；

11、final，finally，finalize 的区别

final：变量、类、方法的修饰符，被 final 修饰的类不能被继承，变量或方法被 final 修饰

则不能被修改和重写。

finally：异常处理时提供 finally 块来执行清除操作，不管有没有异常抛出，此处代码都会

被执行。如果 try 语句块中包含 return 语句，finally 语句块是在 return 之后运行；

finalize：Object 类中定义的方法，若子类覆盖了 finalize()方法，在在垃圾收集器将对象

从内存中清除前，会执行该方法，确定对象是否会被回收。

12、序列化 Serializable 和 Parcelable 的区别

序列化：将一个对象转换成可存储或可传输的状态，序列化后的对象可以在网络上传输，也

可以存储到本地，或实现跨进程传输；

为什么要进行序列化：开发过程中，我们需要将对象的引用传给其他 activity 或 fragment

使用时，需要将这些对象放到一个 Intent 或 Bundle 中，再进行传递，而 Intent 或 Bundle

只能识别基本数据类型和被序列化的类型。



Serializable：表示将一个对象转换成可存储或可传输的状态。

Parcelable：与 Serializable 实现的效果相同，也是将一个对象转换成可传输的状态，但它

的实现原理是将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分解，分解后的每一部分都是 Intent 所支持的数据类

型，这样实现传递对象的功能。

Parcelable 实现序列化的重要方法：序列化功能是由 writeToParcel 完成，通过 Parcel 中

的 write 方法来完成；反序列化由 CREATOR 完成，内部标明了如何创建序列化对象及数级，

通过 Parcel 的 read 方法完成；内容描述功能由 describeContents 方法完成，一般直接返

回 0。

区别：Serializable 在序列化时会产生大量临时变量，引起频繁 GC。Serializable 本质上使

用了反射，序列化过程慢。Parcelable 不能将数据存储在磁盘上，在外界变化时，它不能

很好的保证数据的持续性。

选择原则：若仅在内存中使用，如 activity\service 间传递对象，优先使用 Parcelable，它

性能高。若是持久化操作，优先使用 Serializable

注意：静态成员变量属于类，不属于对象，固不会参与序列化的过程；用 transient 关键字

编辑的成员变量不会参与序列化过程；可以通过重写 writeObject()和 readObject()方法来

重写系统默认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13、谈谈对 kotlin 的理解

特点：1）代码量少且代码末尾没有分号；2）空类型安全（编译期处理了各种 null 情况，

避免执行时异常）；3）函数式的，可使用 lambda 表达式；4）可扩展方法（可扩展任意

类的的属性）；5）互操作性强，可以在一个项目中使用 kotlin 和 java 两种语言混合开发；

14、string 转换成 integer 的方式及原理

1）parseInt(String s)内部调用 parseInt(s, 10)默认为 10 进制 。

2）正常判断 null\进制范围，length 等。

3）判断第一个字符是否是符号位。

4）循环遍历确定每个字符的十进制值。

5）通过*=和-=进行计算拼接。

6）判断是否为负值返回结果。

java 深入源码级的面试题

1、哪些情况下的对象会被垃圾回收机制处理掉？

利用可达性分析算法，虚拟机会将一些对象定义为 GC Roots，从 GC Roots 出发沿着引用链

向下寻找，如果某个对象不能通过 GC Roots 寻找到，虚拟机就认为该对象可以被回收掉。

1.1 哪些对象可以被看做是 GC Roots 呢？

1）虚拟机栈（栈帧中的本地变量表）中引用的对象；

2）方法区中的类静态属性引用的对象，常量引用的对象；



3）本地方法栈中 JNI(Native 方法）引用的对象；

1.2 对象不可达，一定会被垃圾收集器回收么？

即使不可达，对象也不一定会被垃圾收集器回收，1）先判断对象是否有必要执行 finalize()
方法，对象必须重写 finalize()方法且没有被运行过。2）若有必要执行，会把对象放到一个

队列中，JVM 会开一个线程去回收它们，这是对象最后一次可以逃逸清理的机会。

2、讲一下常见编码方式？

编码的意义：计算机中存储的最小单元是一个字节即 8bit，所能表示的字符范围是 255 个，

而人类要表示的符号太多，无法用一个字节来完全表示，固需要将符号编码，将各种语言翻

译成计算机能懂的语言。

1）ASCII 码：总共 128 个，用一个字节的低 7 位表示，0〜31 控制字符如换回车删除等；32~126
是打印字符，可通过键盘输入并显示出来；

2）ISO-8859-1,用来扩展 ASCII 编码，256 个字符，涵盖了大多数西欧语言字符。

3）GB2312:双字节编码，总编码范围是 A1-A7,A1-A9 是符号区，包含 682 个字符，B0-B7 是

汉字区，包含 6763 个汉字；

4）GBK 为了扩展 GB2312,加入了更多的汉字，编码范围是 8140~FEFE，有 23940 个码位，能

表示 21003 个汉字。

5）UTF-16: ISO 试图想创建一个全新的超语言字典，世界上所有语言都可通过这本字典

Unicode 来相互翻译，而 UTF-16 定义了 Unicode 字符在计算机中存取方法，用两个字节来表

示 Unicode 转化格式。不论什么字符都可用两字节表示，即 16bit，固叫 UTF-16。

6）UTF-8：UTF-16 统一采用两字节表示一个字符，但有些字符只用一个字节就可表示，浪

费存储空间，而 UTF-8 采用一种变长技术，每个编码区域有不同的字码长度。 不同类型的

字 符 可 以 由 1~6 个 字 节 组

成。

3、utf-8 编码中的中文占几个字节；int 型几个字节？



utf-8 是一种变长编码技术，utf-8 编码中的中文占用的字节不确定，可能 2 个、3 个、4 个，

int型占 4 个字节。

4、静态代理和动态代理的区别，什么场景使用？

代理是一种常用的设计模式，目的是：为其他对象提供一个代理以控制对某个对象的访问，

将两个类的关系解耦。代理类和委托类都要实现相同的接口，因为代理真正调用的是委托类

的方法。

区别：

1）静态代理：由程序员创建或是由特定工具生成，在代码编译时就确定了被代理的类是哪

一个是静态代理。静态代理通常只代理一个类；

2）动态代理：在代码运行期间，运用反射机制动态创建生成。动态代理代理的是一个接口

下的多个实现类；

实现步骤：a.实现 InvocationHandler 接口创建自己的调用处理器；b.给 Proxy 类提供

ClassLoader 和代理接口类型数组创建动态代理类；c.利用反射机制得到动态代理类的构造函

数；d.利用动态代理类的构造函数创建动态代理类对象；

使用场景：Retrofit中直接调用接口的方法；Spring 的 AOP机制；

5、Java 的异常体系

Java中 Throwable 是所有异常和错误的超类，两个直接子类是 Error（错误）和 Exception（异

常）：

1）Error 是程序无法处理的错误，由 JVM 产生和抛出，如 OOM、ThreadDeath 等。这些异常

发生时，JVM 一般会选择终止程序。

2）Exception是程序本身可以处理的异常，又分为运行时异常(RuntimeException)(也叫 Checked
Eception) 和 非 运 行 时 异 常 ( 不 检 查 异 常 Unchecked Exception) 。 运 行 时 异 常 有

NullPointerException\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等，这些异常一般是由程序逻辑错误引起

的，应尽可能避免。非运行时异常有 IOException\SQLException\FileNotFoundException 以及

由用户自定义的 Exception 异常等。

6、谈谈你对解析与分派的认识。

解析指方法在运行前，即编译期间就可知的，有一个确定的版本，运行期间也不会改变。解



析是静态的，在类加载的解析阶段就可将符号引用转变成直接引用。

分派可分为静态分派和动态分派，重载属于静态分派，覆盖属于动态分派。静态分派是指在

重载时通过参数的静态类型而非实际类型作为判断依据，在编译阶段，编译器可根据参数的

静态类型决定使用哪一个重载版本。动态分派则需要根据实际类型来调用相应的方法。

7、修改对象 A的 equals 方法的签名，那么使用 HashMap 存放这个对象

实例的时候，会调用哪个 equals 方法？

会调用对象的 equals 方法，如果对象的 equals 方法没有被重写，equals 方法和==都是比较

栈内局部变量表中指向堆内存地址值是否相等。

8、Java 中实现多态的机制是什么？

多态是指程序中定义的引用变量所指向的具体类型和通过该引用变量发出的方法调用在编

译时不确定，在运行期间才确定，一个引用变量到底会指向哪个类的实例。这样就可以不用

修改源程序，就可以让引用变量绑定到各种不同的类实现上。Java实现多态有三个必要条件：

继承、重定、向上转型，在多态中需要将子类的引用赋值给父类对象，只有这样该引用才能

够具备调用父类方法和子类的方法。

9、如何将一个 Java 对象序列化到文件里？

ObjectOutputStream.writeObject()负责将指定的流写入，ObjectInputStream.readObject()从指

定流读取序列化数据。

//写入

try {
ObjectOutputStream os = new ObjectOutputStream(new

FileOutputStream("D:/student.txt"));
os.writeObject(studentList);
os.close();

} catch(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10、说说你对 Java 反射的理解

在运行状态中，对任意一个类，都能知道这个类的所有属性和方法，对任意一个对象，都能

调用它的任意一个方法和属性。这种能动态获取信息及动态调用对象方法的功能称为 java
语言的反射机制。

反射的作用：开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某个类的某个成员变量、方法或属性是私有的，或只

对系统应用开放，这里就可以利用 java 的反射机制通过反射来获取所需的私有成员或是方

法。

1) 获取类的 Class 对象实例 Class clz = Class.forName("com.zhenai.api.Apple");

2) 根 据 Class 对 象 实 例 获 取 Constructor 对 象 Constructor appConstructor =
clz.getConstructor();

3) 使 用 Constructor 对 象 的 newInstance 方 法 获 取 反 射 类 对 象 Object appleObj =
appConstructor.newInstance();

4) 获取方法的 Method 对象 Method setPriceMethod = clz.getMethod("setPrice", int.class);

5) 利用 invoke方法调用方法 setPriceMethod.invoke(appleObj, 14);

6) 通过 getFields()可以获取 Class 类的属性，但无法获取私有属性，而 getDeclaredFields()可
以获取到包括私有属性在内的所有属性。带有 Declared 修饰的方法可以反射到私有的方法，

没有 Declared 修饰的只能用来反射公有的方法，其他如 Annotation\Field\Constructor 也是如

此。

11、说说你对 Java 注解的理解

注解是通过@interface 关键字来进行定义的，形式和接口差不多，只是前面多了一个@

public @interface TestAnnotation {

}

使用时@TestAnnotation 来引用，要使注解能正常工作，还需要使用元注解，它是可以注解

到注解上的注解。元标签有@Retention @Documented @Target @Inherited @Repeatable五种

@Retention 说明注解的存活时间，取值有 RetentionPolicy.SOURCE 注解只在源码阶段保留，

在编译器进行编译时被丢弃；RetentionPolicy.CLASS 注解只保留到编译进行的时候，并不会

被加载到 JVM中。RetentionPolicy.RUNTIME可以留到程序运行的时候，它会被加载进入到 JVM
中，所以在程序运行时可以获取到它们。



@Documented 注解中的元素包含到 javadoc 中去

@Target 限 定 注 解 的 应 用 场 景 ， ElementType.FIELD 给 属 性 进 行 注 解 ；

ElementType.LOCAL_VARIABLE 可以给局部变量进行注解；ElementType.METHOD 可以给方法

进行注解；ElementType.PACKAGE 可以给一个包进行注解 ElementType.TYPE 可以给一个类型

进行注解，如类、接口、枚举

@Inherited 若一个超类被@Inherited 注解过的注解进行注解，它的子类没有被任何注解应用

的话，该子类就可继承超类的注解；

注解的作用：

1）提供信息给编译器：编译器可利用注解来探测错误和警告信息

2）编译阶段：软件工具可以利用注解信息来生成代码、html文档或做其它相应处理；

3）运行阶段：程序运行时可利用注解提取代码

注解是通过反射获取的，可以通过 Class 对象的 isAnnotationPresent()方法判断它是否应用了

某个注解，再通过 getAnnotation()方法获取 Annotation对象

12、说一下泛型原理，并举例说明

泛型就是将类型变成参数传入，使得可以使用的类型多样化，从而实现解耦。Java 泛型是在

Java1.5 以后出现的，为保持对以前版本的兼容，使用了擦除的方法实现泛型。擦除是指在

一定程度无视类型参数 T，直接从 T 所在的类开始向上 T 的父类去擦除，如调用泛型方法，

传入类型参数 T 进入方法内部，若没在声明时做类似 public T methodName(T extends Father
t){}，Java就进行了向上类型的擦除，直接把参数 t 当做 Object 类来处理，而不是传进去的 T。
即在有泛型的任何类和方法内部，它都无法知道自己的泛型参数，擦除和转型都是在边界上

发生，即传进去的参在进入类或方法时被擦除掉，但传出来的时候又被转成了我们设置的 T。
在泛型类或方法内，任何涉及到具体类型（即擦除后的类型的子类）操作都不能进行，如

new T()，或者 T.play()（play 为某子类的方法而不是擦除后的类的方法）

13、Java 中 String 的了解

1）String 类是 final 型，固 String 类不能被继承，它的成员方法也都默认为 final 方法。String
对象一旦创建就固定不变了，对 String 对象的任何改变都不影响到原对象，相关的任何改变

操作都会生成新的 String 对象。

2）String 类是通过 char 数组来保存字符串的，String 对 equals 方法进行了重定，比较的是



值相等。

String a = "test"; String b = "test"; String c = new String("test");

a、b 和字面上的 test 都是指向 JVM 字符串常量池中的"test"对象，他们指向同一个对象。而

new 关键字一定会产生一个对象 test，该对象存储在堆中。所以 new String("test")产生了两

个对象，保存在栈中的 c 和保存在堆中的 test。而在 java 中根本就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模一样

的字符串对象，故在堆中的 test 应该是引用字符串常量池中的 test。

例：

String str1 = "abc"; //栈中开辟一块空间存放引用 str1，str1指向池中 String 常量"abc"
String str2 = "def"; //栈中开辟一块空间存放引用 str2，str2指向池中 String 常量"def"
String str3 = str1 + str2;//栈中开辟一块空间存放引用 str3
//str1+str2 通过 StringBuilder 的最后一步 toString()方法返回一个新的 String 对象"abcdef"
//会在堆中开辟一块空间存放此对象，引用 str3指向堆中的(str1+str2)所返回的新 String对象。

System.out.println(str3 == "abcdef");//返回 false
因为 str3 指向堆中的"abcdef"对象，而"abcdef"是字符池中的对象，所以结果为 false。JVM
对 String str="abc"对象放在常量池是在编译时做的，而 String str3=str1+str2 是在运行时才知

道的，new 对象也是在运行时才做的。

14、String 为什么要设计成不可变的？

1）字符串常量池需要 String 不可变。因为 String 设计成不可变，当创建一个 String 对象时，

若此字符串值已经存在于常量池中，则不会创建一个新的对象，而是引用已经存在的对象。

如果字符串变量允许必变，会导致各种逻辑错误，如改变一个对象会影响到另一个独立对象。

2）String 对象可以缓存 hashCode。字符串的不可变性保证了 hash 码的唯一性，因此可以缓

存 String 的 hashCode，这样不用每次去重新计算哈希码。在进行字符串比较时，可以直接

比较 hashCode，提高了比较性能；

3）安全性。String 被许多 java 类用来当作参数，如 url 地址，文件 path 路径，反射机制所

需的 Strign 参数等，若 String 可变，将会引起各种安全隐患。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二）图片 含

参考答案



1、图片库对比

juejin.im/post/5c9e0f…

Picasso Glide Fresco

Picasso 毕加索 Square

Picasso 没有实现本地缓存功能，交给了 Square 的另外一个网络库 okhttp 去实现，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通过请求 Response Header 中的 Cache-Control 及 Expired 控制

图片的过期时间。复制代码

 使用简单，代码简洁

 与 Square 其他类库搭配兼容性好，Retrofit OkHttp 等

缺点：

 功能简单 图片加载

 性能（加载速度等等）较（Glide、Fresco）差

 自身没有实现"本地缓存"

Glide Google 开源

支持 Gif WebP Video

生命周期继承

高效缓存策略

 支持 Memory 和 Disk缓存

 Picasso 只会缓存原始尺寸图片，而 Glide 缓存时多种规格

 内存开销小，默认 RGB_565，Picasso 默认是 ARGB_8888

缺点：

 使用方法复杂，实现方法较多

 使用比 Fresco 简单，但性能（加载&缓存）却比不上 Fresco

Fresco Facebook

 大大减少 OOM，底层使用 C++技术解决图片缓存问题

 使用加单，几乎全部功能都能在 xml 上定制

缺点：

 用法变得更加复杂

 依赖包更大了 2~3M

https://juejin.im/post/5c9e0feb6fb9a05e2b23ed4d


 底层 C++，阅读源码困难

juejin.im/entry/5af9a…

对比项 Picasso Glide Fresco

地址
github.com/square/pi

ca…

github.com/bumptech/

gl…

github.com/facebook/

fr…

发布时

间
2013 年 5 月 2014 年 9 月 2015 年 5 月

是否支

持 gif
false true true

是否支

持 webP
true true true

视频缩

略图
false true true

大小 100k 500 KB 2～3M

加载速

度
中 高 高

Disk+M

en

Cache

true true true

Easy of

use
low mediun difficult

star 13160 14709 12444

开发者 Square 主导 Google 主导 Facebook 主导

详细属性对比

对比

项
Glide Fresco

配置

compile

'com.github.bumptech.glide:glide:X

XX.XXX'

compile

'com.facebook.fresco:fresco:X

XX.XXX

初始

化
直接使用 Fresco.initialize(this);

layo

ut
普通 ImageView 独有的 SimpleDraweeView

圆

角，

圆形

需要自己实现圆角，继承自

BitmapTransformation 操作 bitmap 对

象实现

通过 RoundingParams 设置参数

缓存 Glide 内存和磁盘缓存 三级缓存，分别是 Bitmap 缓存，

https://juejin.im/entry/5af9aabf51882542bd69d0c0


对比

项
Glide Fresco

未解码图片缓存， 文件缓存。

缓存

图像

大小

Glide 则会根据 ImageView 控件尺寸获

得对应的大小的 bitmap 来展示，从而缓

存也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原始图像

（source），结果图像(result)

缓存原始图像

加载

策略
Glide 只有占位图

先加载小尺寸图片，再加载大尺寸

的

加载

进度
false true

Bitmap myBitmap = Glide.with(上下文)

.load(url)

.asBitmap() //必须

.get()

//同样在 DataSubscriber中获取

FileBinaryResource resource = (FileBinaryResource)

Fresco.getImagePipelineFactory().getMainFileCache().getResource(new

SimpleCacheKey(url));if (resource != null && resource.getFile() != null)
{

setImage(ImageSource.uri(Uri.fromFile(resource.getFile())));
}

2、LRUCache 原理

blog.csdn.net/u010983881/…

LruCache DiskLruCache

LruCache是 Android 3.1所提供的一个缓存类 DisLruCache目前在 Android还不是

Android SDK 的一部分，但 Android官方文档推荐使用该算法来实现硬盘缓存。

LinkedHashMap 它使用了一个双向链表来存储 Map中的 Entry 顺序关系，这种顺

序有两种，一种是 LRU 顺序，一种是插入顺序

put()重要的就是在添加过缓存对象后，调用 trimToSize()方法，来判断缓存是否

已满，如果满了就要删除近期最少使用的算法。

trimToSize()方法不断地删除 LinkedHashMap中队头的元素，即近期最少访问的，

直到缓存大小小于最大值

LruCache中维护了一个集合 LinkedHashMap，该 LinkedHashMap 是以访问顺序排

序的。当调用 put()方法时，就会在结合中添加元素，并调用 trimToSize()判断缓

https://blog.csdn.net/u010983881/article/details/79050209


存是否已满，如果满了就用 LinkedHashMap的迭代器删除队头元素，即近期最少

访问的元素。当调用 get()方法访问缓存对象时，就会调用 LinkedHashMap的 get()
方法获得对应集合元素，同时会更新该元素到队尾。

3、图片加载原理

www.jianshu.com/p/1d0bfbdaa…

https://www.jianshu.com/p/1d0bfbdaab17




4、自己去实现图片库，怎么做？

blog.csdn.net/github_3713…

图片的同步加载

图片的异步加载

图片压缩

内存缓存

磁盘缓存

网络拉取

5、Glide 源码解析

www.jianshu.com/p/9bb50924d…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390522
https://www.jianshu.com/p/9bb50924d42a




RequestManager with(Context context)

RequestManager with(android.app.Activity)

RequestManager with(android.app.Fragment)

RequestManager with(android.support.v4.app.Fragment)



RequestManager with(android.support.v4.app.FragmentActivity)复制代码

无论使用什么参数，最终都会进入如下三个方法创建 RequestManager：

RequestManager fragmentGet(Context context,

android.app.FragmentManager fm);

RequestManager supportFragmentGet(Context context,

android.support.v4.app.FragmentManager fm);

RequestManager getApplicationManager(Context context);复制代码

结论：

 Activity--FragmentManager--RequestManagerFragment--RequestManager，所以一个

Activity 对应一个 RequestManager
 一个 Fragment 对应一个 RequestManager
 Activity 包含 Fragment，Fragment 包含 Fragment，若分别创建 Glide 请求是并不

会只创建一个 RequestManager 的

 子线程发起 Glide 请求或传入对象为 ApplicationContext ，则使用全局单例的

RequestManager

创建 RequestBuilder 的 load 方法有很多：

RequestBuilder<Drawable> load(@Nullable Bitmap bitmap);

RequestBuilder<Drawable> load(@Nullable Drawable drawable);

RequestBuilder<Drawable> load(@Nullable String string);

RequestBuilder<Drawable> load(@Nullable Uri uri);

RequestBuilder<Drawable> load(@Nullable File file);

RequestBuilder<Drawable> load(@RawRes @DrawableRes @Nullable Integer

resourceId);

RequestBuilder<Drawable> load(@Nullable URL url);

RequestBuilder<Drawable> load(@Nullable byte[] model);

RequestBuilder<Drawable> load(@Nullable Object model);复制代码

看看有这么多重载方法，没一个都代表不同的加载源。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特殊

的方法：

RequestBuilder<File> downloadOnly();

RequestBuilder<File> download(@Nullable Object model);复制代码

再创建 RequestManager 时会先创建一个不可见的 Fragment ，通过 FM 加入

到当前页面，用这个不可见的 Fragment 即可检测页面的生命周期。

Request 主要的实现类有三个：

SingleRequest

ThumbnailRequestCoordinator



ErrorRequestCoordinator复制代码

6、Glide 使用什么缓存？

www.jianshu.com/p/62b7f990e…

https://www.jianshu.com/p/62b7f990ee83


BitmapPool 大小通过 MemorySizeCalculator 设置；

使用 LRU 算法维护 BitmapPool ；

Glide 会根据 Bitmap 的大小与 Config 生成一个 Key；

Key 也有自己对应的对象池，使用 Queue 实现；

数据最终存储在 GroupedLinkedMap 中；

GroupedLinkedMap 使用哈希表、循环链表、List 来存储数据。复制代码

7、Glide 内存缓存如何控制大小？

blog.csdn.net/github_3713…

一种是 Resource缓存，一类是 Bitmap缓存。

Resource缓存： 图片从网络加载，将图片缓存到本地，当需要再次使用时，直

接从缓存中取出而无需再次请求网络。

Glide在缓存 Resource使用三层缓存，包括：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390533


一级缓存：缓存被回收的资源，使用 LRU算法（Least Frequently Used，最近最少使用算

法）。当需要再次使用到被回收的资源，直接从内存返回。

二级缓存：使用弱引用缓存正在使用的资源。当系统执行 gc操作时，会回收没有强引用的资源。

使用弱引用缓存资源，既可以缓存正在使用的强引用资源，也不阻碍系统需要回收无引用资源。

三级缓存：磁盘缓存。网络图片下载成功后将以文件的形式缓存到磁盘中。复制代码

Bitmap缓存 通过 Bitmap压缩质量参数：Glide默认使用 RGB_565，比系统默认

使用的 ARGB_8888节省一半的资源，但 RGB_565无法显示透明度。

Bitmap缓存算法：

在 Glide中，使用 BitmapPool来缓存 Bitmap,使用的也是 LRU算法。

当需要使用 Bitmap时，从 Bitmap的池子中取出合适的 Bitmap,若取不到合适的，则再新创

建。

当 Bitmap使用完后，不直接调用 Bitmap.recycler()回收，而是放入 Bitmap的池子。复

制代码

8.Fresco 源码分析

juejin.im/post/5a7568…

https://juejin.im/post/5a7568825188257a7a2d9ddb


初始化 Fresco。

获取 DataSource。

绑定 Controller与 Hierarchy。



从内存缓存/磁盘缓存/网络获取图片，并设置到对应的 Drawable层。





缓冲缓存层：由 BufferedDiskCache实现，提供缓冲功能。

文件缓存层：由 DiskStorageCache实现，提供实际的缓存功能。

文件存储层：由 DefaultDiskStorage实现，提供磁盘文件读写的功能。

DiskStorageCache：实现了 FileCache接口与 DiskTrimmable接口是缓存的主要实现类。

DefaultDiskStorage：实现了 DiskStorage接口，封装了磁盘 IO的读写逻辑。

BufferedDiskCache：在 DiskStorageCache的基础上提供了 Buffer功能。复制代码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CONTENT_FILE_EXTENSION = ".cnt";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TEMP_FILE_EXTENSION = ".tmp";

未解码图片内存缓存：由 EncodedImage 描述真正的缓存对象。 已解码图片内存

缓存：由 BitmapMemoryCache 描述真正的缓存对象。

github.com/sucese/andr…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三）网络和

安全机制 含 参考答案

1.网络框架对比和源码分析

blog.csdn.net/github_3713…

Volley

特点：

 基于 HttpURLConnection
 封装 Url 图片加载框架，支持图片加载

 有缓存

 Activity 和生命周期的联动，Activity 结束时取消在此 Activity 中调用的所有网络请求

场景：

 适合传输量小，数据请求频繁的的场景

https://github.com/sucese/android-open-framework-analysis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390541


 不能进行大量数据操作，如上传下载，因为 Volley 的 Request 和 Response 放到 byte[]
中

OkHttp

特点：

 基于 NIO 和 Okio，请求处理速度更快

 IO 是阻塞式；NIO 是非阻塞式；Okio （Square）基于二者的更高效的数据流库

IO 面向流 Steam，NIO 面向缓冲区 Buffer IO 阻塞，NIO 非阻塞

NIO 情况下，一个线程可以处理多个通道的读取和写入，更充分的利用线程资源。

适用场景

IO 适合于链接数量不大,但是每个链接需要发送/接收的数据量很大,需要

长时间连续处理;

NIO 更适合于同时存在海量链接,但是每个链接单次发送/接收的数据量较

小的情形.比如聊天服务器.海量链接但是单个链接单次数据较小

"Accept-Encoding","gzip" "Content-Encoding","gzip"

Content-Encoding: gzip：表明 body是 gzip过的数据

Content-Length:117：表示 body gzip压缩后的数据大小，便于客户端使用。

Transfer-Encoding: chunked：分块传输编码复制代码

Retrofit

特点：

 基于 OkHttp
 通过注解配置请求

 性能最好，处理最快

 解析数据需要使用统一的 Convert
 易与其他框架 RxJava联合使用

场景：

 优先使用，项目中由 RxJava ，后台 API 遵循 Restful 风格

2.自己去设计网络请求框架，怎么做？

github.com/sucese/andr…

https://github.com/sucese/android-open-framework-analysis/blob/master/doc/Android%E5%BC%80%E6%BA%90%E6%A1%86%E6%9E%B6%E6%BA%90%E7%A0%81%E9%89%B4%E8%B5%8F%EF%BC%9AOkhttp.md


OkHttpClient okHttpClient = new OkHttpClient.Builder()
.build();

Request request = new Request.Builder()
.url(url)

.build();

okHttpClient.newCall(request).enqueue(new 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ure(Call call, IOException 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sponse(Call call, 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IOException {

}

});



 网络配置层 重定向 Header 拼接层 Http 缓存层 链接层 数据响应层

 OkHttpClient Call Request RequsetBody Response ResponseBody Interceptor
StreamAllocation RouteSelector RouteDatabase



Dispatcher是一个任务调度器，它内部维护了三个双端队列：

readyAsyncCalls：准备运行的异步请求

runningAsyncCalls：正在运行的异步请求

runningSyncCalls：正在运行的同步请求复制代码

Interceptor将网络请求、缓存、透明压缩等功能统一了起来，它的实现采用责任

链模式，各司其职， 每个功能都是一个 Interceptor，上一级处理完成以后传递

给下一级，它们最后连接成了一个 Interceptor.Chain。它们的功能如下：

RetryAndFollowUpInterceptor：负责重定向。

BridgeInterceptor：负责把用户构造的请求转换为发送给服务器的请求，把服务器返回的

响应转换为对用户友好的响应。

CacheInterceptor：负责读取缓存以及更新缓存。

ConnectInterceptor：负责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CallServerInterceptor：负责从服务器读取响应的数据。复制代码

BridgeInterceptor方法主要是针对 Header做了一些处理，这里主要提一下

"Accept-Encoding", "gzip"，关于它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开发者没有添加 Accept-Encoding时，自动添加 Accept-Encoding: gzip

自动添加 Accept-Encoding，会对 request，response进行自动解压

手动添加 Accept-Encoding，不负责解压缩

自动解压时移除 Content-Length，所以上层 Java代码想要 contentLength时为-1

自动解压时移除 Content-Encoding

自动解压时，如果是分块传输编码，Transfer-Encoding: chunked不受影响。复制代码

CacheInterceptor



读取候选缓存，具体如何读取的我们下面会讲。

创建缓存策略，强制缓存、对比缓存等，关于缓存策略我们下面也会讲。

根据策略，不使用网络，又没有缓存的直接报错，并返回错误码 504。

根据策略，不使用网络，有缓存的直接返回。

前面两个都没有返回，继续执行下一个 Interceptor，即 ConnectInterceptor。

接收到网络结果，如果响应 code式 304，则使用缓存，返回缓存结果。

读取网络结果。

对数据进行缓存。

返回网络读取的结果。

ConnectInterceptor用来完成连接。而真正的连接在 RealConnect中实现，连接由

连接池 ConnectPool 来管理，连接池最多保 持 5个地址的连接 keep-alive，每个

keep-alive 时长为 5分钟，并有异步线程清理无效的连接。

整个流程如下：

查找是否有完整的连接可用：

Socket没有关闭

输入流没有关闭

输出流没有关闭

Http2连接没有关闭

连接池中是否有可用的连接，如果有则可用。

如果没有可用连接，则自己创建一个。

开始 TCP连接以及 TLS握手操作。

将新创建的连接加入连接池。复制代码

cleanup()整个方法的流程如下所示：

查询此连接内部的 StreanAllocation的引用数量。

标记空闲连接。

如果空闲连接超过 5个或者 keepalive时间大于 5分钟，则将该连接清理掉。

返回此连接的到期时间，供下次进行清理。

全部都是活跃连接，5分钟时候再进行清理。

没有任何连接，跳出循环。

关闭连接，返回时间 0，立即再次进行清理。



Expires Http 1.0 绝对过期时间

Cache-Control Http 1.1 相对过期时间

If-Modified-Since 请求 header

Last-Modified 响应 header 作为下次的 If-Modified-Since

If-None-Match 请求 header

ETag 响应 header 作为下次的 If-None-Match

3.网络请求缓存处理，okhttp 如何处理网络缓存的

CacheInterceptor

OKHttp3(支持 Retrofit)的网络数据缓存 Interceptor 拦截器

读取候选缓存，具体如何读取的我们下面会讲。

创建缓存策略，强制缓存、对比缓存等，关于缓存策略我们下面也会讲。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153063


根据策略，不使用网络，又没有缓存的直接报错，并返回错误码 504。

根据策略，不使用网络，有缓存的直接返回。

前面两个都没有返回，继续执行下一个 Interceptor，即 ConnectInterceptor。

接收到网络结果，如果响应 code式 304，则使用缓存，返回缓存结果。

读取网络结果。

对数据进行缓存。

返回网络读取的结果。

4.从网络加载一个 10M 的图片，说下注意事项

blog.csdn.net/github_3713…

Bitmap.Options inJustDecodeBounds inSampleSize

ARGB_4444 RGB_565

补图

分块加载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442013


使用 LruCache

sizeOf()、entryRemoved()

手势处理

ScaleGestureDetector GestureDetector

前者用于处理缩放手势，后者用于处理其余手势，如移动，快速滑动，点击，双

击，长按等。

ScaleGestureDetector专门处理缩放手势，其比较重要的方法是

onScale(ScaleGestureDetector detector)，当缩放时会不停地回调这个方法，需要

注意的一点是 detector.getScaleFactor()获取到的缩放比例是相对上一次的

5.TCP 的 3 次握手和四次挥手

blog.csdn.net/whuslei/art…

SYN--SYN ACK-ACK

SYN=1 seq=client_isn

SYN=1 seq=server_isn ack=client_isn+1

SYN=0 seq=client_isn+1 ack=server_isn+1

seq 为自身序列 ack 为对方序列+1复制代码

FIN--ACK--FIN-ACK

【问题 1】为什么连接的时候是三次握手，关闭的时候却是四次握手？ 答：因

为当 Server端收到 Client端的 SYN 连接请求报文后，可以直接发送 SYN+ACK 报

文。其中 ACK 报文是用来应答的，SYN报文是用来同步的。但是关闭连接时，当

Server端收到 FIN 报文时，很可能并不会立即关闭 SOCKET，所以只能先回复一个

ACK 报文，告诉 Client端，"你发的 FIN 报文我收到了"。只有等到我 Server端所

有的报文都发送完了，我才能发送 FIN报文，因此不能一起发送。故需要四步握

手。

【问题 2】为什么 TIME_WAIT 状态需要经过 2MSL(最大报文段生存时间)才能返

回到 CLOSE 状态？

答：虽然按道理，四个报文都发送完毕，我们可以直接进入 CLOSE 状态了，但是

我们必须假象网络是不可靠的，有可以最后一个 ACK 丢失。所以 TIME_WAIT 状
态就是用来重发可能丢失的 ACK 报文。

https://blog.csdn.net/whuslei/article/details/6667471


6.TCP 与 UDP 的区别

blog.fundebug.com/2019/03/22/…

https://blog.fundebug.com/2019/03/22/differences-of-tcp-and-udp/


UDP TCP

是否连接 无连接 面向连接

是否可靠
不可靠传输，不使用流量控制和拥塞

控制

可靠传输，使用流量控制和拥塞

控制

连接对象

个数

支持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

多交互通信
只能是一对一通信

传输方式 面向报文 面向字节流

首部开销 首部开销小，仅 8字节 首部最小 20 字节，最大 60 字节

适用场景
适用于实时应用（IP 电话、视频会

议、直播等）

适用于要求可靠传输的应用，例

如文件传输

7.TCP 与 UDP 的应用

blog.csdn.net/leewccc/art… www.cnblogs.com/liangyc/p/1…

TCP Transmission Contral Protocol 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

www.cnblogs.com/liangyc/p/1…

区别

https://blog.csdn.net/leewccc/article/details/70225610
https://www.cnblogs.com/liangyc/p/11628208.html
https://www.cnblogs.com/liangyc/p/11628208.html


面向连接 VS无连接

TCP建立一个连接需要 3 次握手 IP 数据包，断开连接需要 4 次握手。 另外断开

连接时发起方可能进入 TIME_WAIT 状态长达数分钟（视系统设置，windows 一
般为 120秒），在此状态下连接（端口）无法被释放。 UDP不需要建立连接，

可以直接发起。

可靠 VS不可靠

TCP利用握手、ACK和重传机制，udp没有。

1，校验和（校验数据是否损坏）；

2，定时器（分组丢失则重传）；

3，序列号（用于检测丢失的分组和重复的分组）；

4，确认应答 ACK（接收方告知发送方正确接收分组以及期望的下一个分组）；

5，否定确认（接收方通知发送方未被正确接收的分组）；

6，窗口和流水线（用于增加信道的吞吐量）。（窗口大小：无需等待确认应答而可以继续发送

数据的最大值）复制代码

有序性

TCP利用 seq序列号对包进行排序，udp没有。复制代码

面向字节流 vs 面向报文

面向报文

面向报文的传输方式是应用层交给 UDP多长的报文，UDP就照样发送，即一次发送一个报

文。

因此，应用程序必须选择合适大小的报文。若报文太长，则 IP层需要分片。

UDP对应用层交下来的报文，既不合并，也不拆分，而是保留这些报文的边界。

这也就是说，应用层交给 UDP多长的报文，UDP就照样发送，即一次发送一个报文。（一

个 upd的最大报文长度 2^16-1-20-8，20是 ip报文头，8是 udp报文头）

面向字节流

面向字节流的话，虽然应用程序和 TCP的交互是一次一个数据块（大小不等），但 TCP把

应用程序看成是一连串的无结构的字节流。

TCP有一个缓冲，当应用程序传送的数据块太长，TCP就可以把它划分短一些再传送。

如果应用程序一次只发送一个字节，TCP也可以等待积累有足够多的字节后再构成报文段

发送出去。

tcp有流量控制，udp没有

tcp的头部比 20bytes，udp8byres复制代码

TCP应用场景：



效率要求相对低，但对准确性要求相对高的场景。因为传输中需要对数据确认、重发、排序等操

作，相比之下效率没有 UDP高。

举几个例子：文件传输（准确高要求高、但是速度可以相对慢）、接受邮件、远程登录。复制

代码

UDP应用场景：

效率要求相对高，对准确性要求相对低的场景。

举几个例子：QQ聊天、在线视频、网络语音电话（即时通讯，速度要求高，但是出现偶尔断续

不是太大问题，并且此处完全不可以使用重发机制）、广播通信（广播、多播）。复制代码

8.HTTP 协议

hit-alibaba.github.io/interview/b…

juejin.im/post/5ad446…

https://hit-alibaba.github.io/interview/basic/network/HTTP.html
https://juejin.im/post/5ad4465d6fb9a028da7d0117






9.HTTP1.0 与 2.0 的区别

juejin.im/entry/5981c…

https://juejin.im/entry/5981c5df518825359a2b9476


http 0.9 1991

http 1.0 1996

http 1.1 1999

http 2.0 2015复制代码

带宽：出视频应用以外，带宽基本不是问题

延迟： 浏览器阻塞 HOL Blocking DNS 查询 DNS Lookup 建立连接 Initial
Connection

Http1.0 & 1.1

缓存处理

HTTP1.0中主要使用 header里的 If-Modified-Since，Expires来做为缓存判断的

标准

HTTP1.1则引入了更多的缓存控制策略例如 Entity tag，If-Unmodified-Since,

If-Match, If-None-Match

带宽优化及网络连接的使用

1.1 支持 range 206 Partial Content

错误通知的管理

1.1 新增 24 个错误码，409 Conflict 410 Gone

Host头处理

长连接

长连接 PersistentConnection

流水线 Pipelining复制代码

2012 google SPDY

降低延迟 多路复用 multiplexing 通过多个请求 stream共享一个 tcp链接



请求优先级 request prioritization

header压缩

基于 https的加密传输

服务端推送 server push复制代码

HTTP 2.0 性能惊人

http2.akamai.com/demo

大约 4 倍

HTTP2.0和 SPDY的区别：

HTTP2.0 支持明文 HTTP 传输，而 SPDY 强制使用 HTTPS

HTTP2.0 消息头的压缩算法采用 HPACK

http://http2.github.io/http2-spec/compression.html，

而非 SPDY 采用的 DEFLATE http://zh.wikipedia.org/wiki/DEFLATE

https://http2.akamai.com/demo


10.HTTP 报文结构

zhuanlan.zhihu.com/p/44938050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938050


11.HTTP 与 HTTPS 的区别以及如何实现安全性

blog.fundebug.com/2019/04/26/…

方法 1. 对称加密

没有密钥就无法对密码解密，反过来说，任何人只要持有密钥就能解密了。复制代码

https://blog.fundebug.com/2019/04/26/why-is-https-more-secure-than-http/


方法 2. 非对称加密

私有密钥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而公开密钥则可以随意发布，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复制代码

方法 3. 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HTTPS 采用这种方式)

在交换密钥环节使用非对称加密方式，之后的建立通信交换报文阶段则使用对称加密方式。

发送密文的一方使用对方的公钥进行加密处理“对称的密钥”，然后对方用自己的私钥解密拿到

“对称的密钥”，

这样可以确保交换的密钥是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对称加密方式进行通信。复制代码



12.如何验证证书的合法性?

yiqingfeng.github.io/2019/04/01/…

证书的安全性

 证书存在的目的就是避免中间人攻击，避免发生经典的传令兵问题

 由 CA 组织认可的根证书 Root 签发的

 DV Digital Verification、OV Organization Verification、EV Extended Verification
 证书是需要预装的，特别是根证书。

证书的校验

 证书是否为值得信任的有效证书。是否为信任根（浏览器内置有信任的根证书）或

信任根的二级证书机构颁发的。是否为信任根（浏览器内置有信任的根证书）或信

任根的二级证书机构颁发的。

 对方是否持有证书对应的私钥。验证方式有两种：

https://yiqingfeng.github.io/2019/04/01/https%E8%AF%81%E4%B9%A6%E5%90%88%E6%B3%95%E6%80%A7/


o 对方签名，浏览器用证书对签名进行验证。

o 使用证书作为信封，判断对方是否能够解开。

校验证书是否已被吊销需要和 CA 关联，其他均可由浏览器完成。验证证书是

否吊销可以采用 CRL 黑名单方式或者 OCSP 方式。

CRL黑名单就是定期从 CA下载一个名单列表，里面有吊销的证书序列号，自己在本地比对一下

就行。

优点是效率高。缺点是不实时。

OCSP是实时连接 CA去验证，优点是实时，缺点是效率不高。复制代码

以 www.google.com 为例：

 浏览器发现协议为 https，握手拿到 google 的证书，先从系统（window）或浏览器

内置（Firefox）检查证书链是否正确。

 如果验证失败则会拦截。

 浏览器尝试查 CRL(证书吊销列表)和 OCSP(在线证书检查)。 注意：

o CA 不会直接暴露到外网的，如果需要访问 CA 服务器需要使用硬件 Token并

且多人在场录像，且只能远程访问。OCSP 相当于证书数据库的备份而已是

直接暴露在外网的可以通过 HTTP 或者 HTTPS 访问。

o OCSP 是一种新技术。部分客户端可能不支持，仅支持 CRL。

 如果发现证书并没有被吊销或者过期则浏览器对 EV 证书会显示为绿色，对 OV 证书

则是通过放行。否则弹出通知，该网站不可信。

检查流程：

 客户端发送信息，带上支持的 SSL 或者 TLS 版本（不同浏览器支持程* * 度不同）。

 服务器返回确认使用的加密通信协议版本以及加密随机数和 CA 证书。

 浏览器验证证书（存在双向验证和单项验证） -> OCSP 或者 CRL * 结合自带

truststore。
 检查 CA 证书的根证书颁发机构是否受浏览器信任。

 检查 CA 证书中的证书吊销列表，检查证书是否被吊销。

 检查 CA 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

 检查部署 CA 证书的网站域名与证书颁发的域名是否一致。

 浏览器核对该网站是否存在于欺诈网站数据库中。

13.https 中哪里用了对称加密，哪里用了非对称加

密，对加密法（如 RSA）等是否有了解?

www.cnblogs.com/xishuai/p/h…

https://www.google.com
https://www.cnblogs.com/xishuai/p/https-ca.html


segmentfault.com/a/119000001…

DES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3DES Triple DES

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复制代码

我国国密局也制定了自己的对称加密算法，叫国密算法，SM1（相当于 AES）,
和 SM4(相当于 3DES)。

RSA RSA是 1977年由罗纳德·李维斯特（Ron Rivest）、阿迪·萨莫尔（Adi Shamir）

和伦纳德·阿德曼（Leonard Adleman）一起提出的。

DSA Digital Signture Algorithm

ECC Elliptic Curves Cryptography

MD5 Message-Digest 5 1992

SHA1 NISTNSA 设计，SHA-1是由美国标准技术局（NIST）颁布的国家标准，是一种应用最

为广泛的 Hash函数算法

HMAC Hash-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复制代码

AES加密算法的详细介绍与实现

https://segmentfault.com/a/1190000017346458
https://blog.csdn.net/qq_28205153/article/details/55798628


AES的基本结构

AES为分组密码，每组长度相等，每次加密一组数据，直到加密完整个明文。在

AES标准规范中，分组长度只能是 128 位，每个分组为 16个字节（每个字节 8
位）。密钥的长度可以使用 128位、192 位或 256位。密钥的长度不同，推荐加

密轮数也不同，如下表所示：

AES 密钥长度（32 位比特字)分组长度(32 位比特字)加密轮数

AES-128 4 4 10

AES-192 6 4 12

AES-256 8 4 14

AES的加密公式为 C = E(K,P)





一、字节代换

AES定义了一个 S盒和一个逆 S盒。

1.字节代换操作

2.字节代换逆操作复制代码

二、行移位

1.行移位操作 2.行移位的逆变换

三、列混合 1.列混合操作 2.列混合逆运算



四、轮密钥加



一文搞懂 RSA 算法

第一步：生成密钥对，即公钥和私钥

 两个随机质数 P Q，数越大越安全

比如 P = 67 ，Q = 71。计算他们的乘积 n = P * Q = 4757 ，转化为二进为 1001010010101，

该加密算法即为 13 位，

实际算法是 1024 位 或 2048 位，位数越长，算法越难被破解。复制代码

 计算 n 的欧拉函数 φ(n)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185847


φ(n) 表示在小于等于 n 的正整数之中，与 n 构成互质关系的数的个数。

例如：在 1 到 8 之中，与 8 形成互质关系的是 1、3、5、7，所以 φ(n) = 4。

如果 n = P * Q，P 与 Q 均为质数，则 φ(n) = φ(P * Q) = φ(P - 1)φ(Q - 1) =

(P - 1)(Q - 1) 。

本例中 φ(n) = 66 * 70 = 4620，这里记为 m， m = φ(n) = 4620复制代码

 随机选一个整数 e ，条件是 1 < e < m ，且 e 与 m 互质

公约数只有 1 的两个整数，叫做互质整数，这里我们随机选择 e = 101

请注意不要选择 4619，如果选这个，则公钥和私钥将变得相同。复制代码

 有一个整数 d，可以使得 e * d 除以 m 的余数为 1

即找一个整数 d，使得 (e * d ) % m = 1。 等价于 e * d + 1 = y * m ( y 为整数)

找到 d ，实质就是对下面二元一次方程求解。

e * x - m * y = 1 ，其中 e = 101，m = 4620，101x - 4620y = 1 这个方程可以

用"扩展欧几里得算法"求解，此处省略具体过程。

总之算出一组整数解(x,y) = (1601,35)，即 d = 1601。 到此密钥对生成完毕。

不同的 e 生成不同的 d，因此可以生成多个密钥对。

本例中公钥为 (n，e) = (4757 , 101)，私钥为 (n，d) = (4757 ，1601) ，仅 (n，e)

= (4757 , 101) 是公开的，其余数字均不公开。

可以想像如果只有 n 和 e，如何推导出 d，目前只能靠暴力破解，位数越长，暴力破解的时间

越长。复制代码

第二步：加密生成密文

比如甲向乙发送汉字“中”，就要使用乙的公钥加密汉字 "中"，以 utf-8 方式编码为 [e4 b8

ad]，转为 10 进制为 [228,184,173]。

要想使用公钥（n，e) = (4757 , 101)加密，要求被加密的数字必须小于 n，被加密的数字

必须是整数，字符串可以取 ascii 值或 unicode值，

因此将“中”字折为三个字节 [228,184,173]，分别对三个字节加密。

假设 a 为明文，b 为密文，则按下列公式计算出 b复制代码



a ^ e % n = b



计算 [228,184,173]的密文：





228^101 % 4757 = 4296



184^101 % 4757 = 2458



173^101 % 4757 = 3263



即 [228,184,173]加密后得到密文 [4296，2458，3263] ，如果没有私钥 d ,
神仙也无法从 [4296，2458，3263]中恢复 [228,184,173]。



解密生成明文。

乙收到密文 [4296，2458，3263]，并用自己的私钥 (n，d) = (4757 ，1601) 解密。解

密公式如下： 假设 a 为明文，b 为密文，则按下列公式计算出 a复制代码



a ^ d % n = b



密文 [4296，2458，3263]的明文如下：



4296^1601% 4757 = 228



2458^1601% 4757 = 184



3263^1601% 4757 = 173



即密文 [4296，2458，3263] 解密后得到 [228,184,173] 将[228,184,173] 再

按 utf-8 解码为汉字 "中"，至此解密完毕。





目前已经破解的最大整数：

123018668453011775513049495838496272077285356959533479219732245215172

640050726365751874520219978646938995647494277406384592519255732630345

373154826850791702612214291346167042921431160222124047927473779408066

5351419597459856902143413

=

334780716989568987860441698482126908177047949837137685689124313889828

83793878002287614711652531743087737814467999489

x

367460436667995904282446337996279526322791581643430876426760322838157

39666511279233373417143396810270092798736308917复制代码

即（232个十进制位，768个二进制位），目前被破解的最长 RSA 密钥就是 768
位。实际应用中 RSA 的密钥长度为 1024 位，重要场合 2048 位，未来半个世

纪不可能破解。 (完）

漫画：什么是 MD5算法？

MD5算法底层原理

处理原文，

原文长度(bit)对 512求余的结果，如果不等于 448，就需要填充原文到等于 448。

填充的方法是第一位填充 1，其余位填充 0。

用剩余的位置（512-448=64位）记录原文的真正长度，把长度的二进制值补在最后。

这样处理后的信息长度就是 512*(N+1)。复制代码

https://juejin.im/entry/59cf56a26fb9a00a4a4ceb64


设置初始值，

MD5的哈希结果长度为 128位，按每 32位分成一组共 4组。

这 4组结果是由 4个初始值 A、B、C、D经过不断演变得到。

MD5的官方实现中，A、B、C、D的初始值如下（16进制）：复制代码

A=0x01234567

B=0x89ABCDEF

C=0xFEDCBA98

D=0x76543210

循环加工，每一次循环都会让旧的 ABCD 产生新的 ABCD，原文长度是 M

主循环次数 = M / 512

每个主循环中包含 512 / 32 * 4 = 64 次 子循环。



这张图所表达的就是单次子循环的流程：

1.绿色 F

图中的绿色 F，代表非线性函数。官方 MD5所用到的函数有四种：

F(X, Y, Z) =(X&Y) | ((~X) & Z)

G(X, Y, Z) =(X&Z) | (Y & (~Z))

H(X, Y, Z) =X^Y^Z

I(X, Y, Z)=Y^(X|(~Z))

在主循环下面 64次子循环中，F、G、H、I 交替使用，第一个 16次使用 F，第二个 16次使用

G，第三个 16次使用 H，第四个 16次使用 I。复制代码

2.红色“田”字

很简单，红色的田字代表相加的意思。

4.Ki

一个常量，在 64次子循环中，每一次用到的常量都是不同的。

拼接结果。

最终产生的 A，B，C，D四个值拼接在一起，转换成字符串即可。复制代码

5.黄色的<<<S



左移 S位，S的值也是常量。

“流水线”的最后，让计算的结果和 B相加，取代原先的 B。新 ABCD的产生可以归纳为：

新 A = 原 d

新 B = b+((a+F(b,c,d)+Mj+Ki)<<<'s)

新 C = 原 b

新 D = 原 c复制代码

www.cnblogs.com/foxclever/p…

juejin.im/post/5ce6b8…

14.client 如何确定自己发送的消息被 server 收到?

blog.csdn.net/github_3713…

增加 ack QoS

15.谈谈你对 WebSocket 的理解

blog.csdn.net/github_3713…

https://www.cnblogs.com/foxclever/p/8282366.html
https://juejin.im/post/5ce6b828f265da1bba58dd9e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463169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463183


WebSocket 是类似 Socket 的 TCP 长连接的通讯模式，一旦 WebSocket 连接建

立后，后续数据都以帧序列的形式传输。在客户端断开 WebSocket 连接或

Server 端断掉连接前，不需要客户端和服务端重新发起连接请求。

WebSocket 是双向通信协议，模拟 Socket 协议，可以双向发送或接受信息。

HTTP是单向的。

WebSocket 是需要握手进行建立连接的。

16.WebSocket 与 Socket 的区别

juejin.im/post/5c9748…

为了解决 Web 端即时通讯的需求就出现了 WebSocket

WebSocket 与 Socket 的区别

Socket 是传输控制层的接口。用户可以通过 Socket 来操作底层 TCP/IP 协议族通信。

WebSocket 是一个完整应用层协议。

Socket 更灵活，WebSocket 更易用。

两者都能做即时通讯复制代码

www.jianshu.com/p/59b5594ff…

ARPANET（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https://juejin.im/post/5c974855e51d4572f05e110a
https://www.jianshu.com/p/59b5594ffbb0


最早的时候一个 Socket指的是一个 40位的数字（RFC33中说明了此用法，但在 RFC36中并

没有明确地说使用 40位数字来标识一个地址），其中前 32为指向的地址（socket number，

大致相当于 IP），后 8位为发送数据的源（link，大致相当于端口号）

后来（RFC433，Socket Number List）socket number被明确地定义为一个 40位的数

字，其中后 8位被用来制定某个特定的应用使用（比如 1是 Telnet）。复制代码

Hixie（Ian Hickson），他是 WHATWG 组织的发言人，曾供职于 Netscape、Opera、
Google。Hixie说了一句「我看WebSocket这个名字就很适合嘛」。mcarter（Michael
Carter ）在 Comet Daily中发表了文章 Independence Day: HTML5 WebSocket
Liberates Comet From Hacks，后来随着各大浏览器对 WebSocket 的支持，它变成

了实际的标准，IETF也沿用了这个名字

www.jianshu.com/p/0e5b94688…

Meteor

HTTP和 WebSocket 协议的 RFC 文档（RFC2616 和 RFC6455）

HTTP1.1的连接默认使用持续连接（persistent connection），持续连接指的是，

有时是客户端会需要在短时间内向服务端请求大量的相关的资源，如果不是持续

连接，那么每个资源都要建立一个新的连接，HTTP底层使用的是 TCP，那么每

次都要使用三次握手建立 TCP连接，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持续连接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

使用更少的 TCP连接，对通信各方的压力更小。 可以使用管道（pipeline）来传

输信息，这样请求方不需要等待结果就可以发送下一条信息，对于单个的 TCP
的使用更充分。 流量更小 顺序请求的延时更小。 不需要重新建立 TCP连接就

可以传送 error，关闭连接等信息。

www.jianshu.com/p/f666da1b1…

GET /chat HTTP/1.1 //1

Host: server.example.com //2

Upgrade: websocket //3

Connection: Upgrade //4

Sec-WebSocket-Key: dGhlIHNhbXBsZSBub25jZQ== //5

Origin: http://example.com //6

Sec-WebSocket-Protocol: chat, superchat //7

Sec-WebSocket-Version: 13 //8复制代码

帧类型 帧类型是由一个 4位长的叫 Opcode 的值表示，任何 WebSocket的通信

方收到一个位置的帧类型，都要以连接失败的方式断开此连接。 RFC6455中定

义的帧类型如下所示：

https://www.jianshu.com/p/0e5b946880b4
https://www.jianshu.com/p/f666da1b1835


Opcode == 0 继续

表示此帧是一个继续帧，需要拼接在上一个收到的帧之后，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消

息。由于这种解析特性，非控制帧的发送和接收必须是相同的顺序。

Opcode == 1 文本帧

Opcode == 2 二进制帧

Opcode == 3 - 7 未来使用（非控制帧）

Opcode == 8 关闭连接（控制帧） 此帧可能会包含内容，以表示关闭连接的原

因。 通信的某一方发送此帧来关闭 WebSocket 连接，收到此帧的一方如果之前

没有发送此帧，则需要发送一个同样的关闭帧以确认关闭。如果双方同时发送此

帧，则双方都需要发送回应的关闭帧。 理想情况服务端在确认 WebSocket 连接

关闭后，关闭相应的 TCP 连接，而客户端需要等待服务端关闭此 TCP 连接，但客

户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关闭 TCP连接。

Opcode == 9 Ping 类似于心跳，一方收到 Ping，应当立即发送 Pong 作为响应。

Opcode == 10 Pong 如果通信一方并没有发送 Ping，但是收到了 Pong，并不要求

它返回任何信息。Pong 帧的内容应当和收到的 Ping 相同。可能会出现一方收到

很多的 Ping，但是只需要响应最近的那一次就可以了。

Opcode == 11 - 15 未来使用（控制帧）

0 1 2 3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

|F|R|R|R| opcode|M| Payload len | Extended payload length |

|I|S|S|S| (4) |A| (7) | (16/64) |

|N|V|V|V| |S| | (if payload len==126/127) |
| |1|2|3| |K| | |

+-+-+-+-+-------+-+-------------+ - - - - - - - - - - - - - - - +

| Extended payload length continued, if payload len == 127 |
+ - - - - - - - - - - - - - - - +-------------------------------+

| |Masking-key, if MASK set to 1 |
+-------------------------------+-------------------------------+

| Masking-key (continued) | Payload Data |

+-------------------------------- - - - - - - - - - - - - - - - +

: Payload Data continu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yload Data continued ... |

+---------------------------------------------------------------+



www.cnblogs.com/jiangzhaowe…

17.谈谈你对安卓签名的理解

blog.csdn.net/github_3713…

www.jianshu.com/p/24af47abc…

 Android 使用标准的 Java 工具 Keytool & Jarsigner 来生成数字证书，并给应用包签

名

 使用 zipalign 优化程序

调试模式 debug.keystore 发布模式 release.keystore

1）通过命令来对 APK 签名。 2）使用 ADT Export Wizard进行签名

18.请解释安卓为啥要加签名机制?

blog.csdn.net/github_3713…

为什么要签名

 发送者的身份认证：

 保证信息传输的完整性：

 防止交易中的抵赖发生：

给 apk签名可以带来以下好处

 应用程序升级：

 应用程序模块化：

 代码或者数据共享：

签名的说明

 所有的应用程序都必须有数字证书：

 Android 程序包使用的数字证书可以是自签名的：

 使用一个合适的私钥生成的数字证书来给程序签名：

 数字证书都是有有效期的：

19.视频加密传输

blog.csdn.net/qq_24636637…

https://www.cnblogs.com/jiangzhaowei/p/8781635.html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463291
https://www.jianshu.com/p/24af47abc4e5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463297
https://blog.csdn.net/qq_24636637/article/details/50524243


20.App 是如何沙箱化，为什么要这么做？

blog.csdn.net/github_3713…

21.权限管理系统（底层的权限是如何进行 grant

的）？

blog.csdn.net/github_3713…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四）数据库

含 参考答案

1.Sqlite 升级，增加字段的语句

blog.csdn.net/qq_26287435…

SQLite supports a limited subset of ALTER TABLE.

The ALTER TABLE command in SQLite allows the user to rename a table or
to add a new column to an existing table.

alter table table_name

add column 'new_col' varchar(100)

default '1'

2.数据库框架对比和源码分析

www.codexiu.cn/android/blo…

ORMLite:github.com/j256/ormlit…

Afinal：github.com/yangfuhai/a…

ActiviteAndroid:github.com/pardom/Acti…

SugarORM:Android 平台专用 ORM

GreenDao:github.com/greenrobot/…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463311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463350
https://blog.csdn.net/qq_26287435/article/details/82585597
http://www.codexiu.cn/android/blog/33121/
https://github.com/j256/ormlite-android
https://github.com/yangfuhai/afinal
https://github.com/pardom/ActiveAndroid
https://github.com/greenrobot/greenDAO


Realm：github.com/realm/realm…

www.jianshu.com/p/5eab05820…

https://github.com/realm/realm-java
https://www.jianshu.com/p/5eab05820e9f


GreenDao Room

主键使用@Id 注解标注，可以设置

autoincrement = true 让主键自增，注意：这

里主键类型必须是 Long，因为只有 id=null 时

自增才会生效

主键使用 PrimaryKey 注解，可以

设置 autoGenerate = true 表示

主键自增

如果不需要时使用 Transient 注解忽略此属性
使用@Ignore 注解，表示忽略此属

性

支持对象之间的关联（一对一，一对多等等）

允许 entity 对象相互引用，Room

仍然允许你定义entity之间的外

键（Foreign Key）约束



Room： 1、 使用 Room 时需要创建自己的 AppDatabasele抽象类，并且继承自

RoomDatabase。

2、 使用@Database 注解标注，其中可以指定 entitys，将这个库中所有的表对应

的实体放在 entitys中，version字段可以指定数据库版本。

3、 Dao对象需要开发者编写各 entity 对应的 Dao接口，并用@Dao 注解标注，

接口中提供需要的方法声明。Room会自动生成对应的实现类，并实现所有的方

法。

@Daopublic interface ProductDao {

@Query("select * from products")

List<ProductEntity> queryProducts();

@Query("select * from products where id = :productId")

ProductEntity getProductById(long productId);

@Insert(onConflict = OnConflictStrategy.REPLACE)

void insertAll(ProductEntity... entity);

@Update(onConflict = OnConflictStrategy.REPLACE)

void updateAll(ProductEntity... entity);

@Delete

void deleteAll(ProductEntity... entity);

}

4、在 AppDatabase 中提供对应实体的 Dao的方法声明。这样就可以通过

APPDatabase实例获取到指定的 dao对应从而操作表了。 说明：Room 会自动生

成该类的实现类。使用时直接调用即可。代码如下：

@Database(entities = {ProductEntity.class,
CommentEntity.class},version =

1)@TypeConverters(DateConverter.class)public abstract class

AppDatabase extends RoomDatabase {

public static String DATABASE_NAME = "room-sample-db";

public abstract ProductDao productDao();

public abstract CommentDao commentDao();
}

5、获取数据库实例



使用 Room 提供的静态方法创建数据库。代码如下：

appDatabase = Room.databaseBuilder(context.getApplicationContext(),

AppDatabase.class,DATABASE_NAME)

.addMigrations(MIGRATION_1_2)

.build();复制代码

GreenDao

1、使用 GreenDao 时会自动生成 DaoMaster，DaoSession，XXXEntityDao 三个类。

DaoMaster

 是 GreenDao 的入口，也是 greenDao 顶级对象，对于一个指定的表单持有数据库对

象（SQLite 数据库）并且能够管理 DAO类，能够创建表和删除表

 其内部类 OpenHelper与 DevOpenHelper是创建 SQlite数据库的 SQLiteOpenHelper的
具体实现

DaoSession

 对于一个指定的表单可以管理所有的 Dao对象。

 也能够对实体类执行 insert load update refresh delete 操作。

 DaoSession 也能跟踪 identity scope：即 session 查询后的实体会存在缓存中，并给

该实体生成一个 flag 来追踪该实体，下次再次查询时会直接从缓存中取出来而不是

从数据库中取出来

Daos

 能够持久访问和查询实体类

 比起 DaoSession 有更多的持久化方法 count loadAll insertInt 等等；

2、获取数据库实例

1)、首先需要获取 SQLiteOpenHelper对象。可以通过 DaoMaster 中的

DevOpenHelper 来实例化，也可以自定义类实现 DaoMaster中的 OpenHelper

SQLiteOpenHelper oh = new DaoMaster.DevOpenHelper(context,DB_NAME,null);

复制代码

2)、获取 DaoSession: 通过 DaoMaster 的 newSession()获取

mDatabase = oh.getWritableDb();

daoSession = new DaoMaster(mDatabase).newSession();复制代码

3)、获取 Dao对象：通过 DaoSession获取



daoSession.getProductEntityDao();复制代码

操作 Sql（增删改查） insert，update，delete Room：使用@Insert,@Update,@Delete
注解,并且可以指定相应的策略（replace，rollback，fail 等） GreenDao:直接生成

对应的方法。没有提供相应的策略。但是提供了执行 sql 的方法。

query Room:使用@Query 注解标注，直接传 sql

GreenDao：以对象的方式操作。可以使用 QueryBuilder 类执行各种复杂的查询。

两者做法各有千秋，就看使用者的习惯。就我个人而言还更喜欢使用纯 sql，可

读性高。

加密 Room 不支持 SqlCipher加密，不过后续 SqlCipher应该会提供针对 Room 的

加密方式，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GreenDao集成了 SqlCipher加密。

数据库升级

Room

生成 AppDatabase实例时可以通过 addMigrations()添加对应的 Migration来支持

迁移操作。代码如下：

appDatabase = Room.databaseBuilder(context.getApplicationContext(),

AppDatabase.class, DATABASE_NAME)

.addMigrations(MIGRATION_1_2)

.build();

private static Migration MIGRATION_1_2 = new Migration(1,2) {

@Override

public void migrate(SupportSQLiteDatabase database) {

// TODO:
}

};复制代码

GreenDao 通过重写 DaoMaster.OpenHelper类实现迁移操作：

public static class AppSQLiteOpenHelper extends DaoMaster.OpenHelper {

public AppSQLiteOpenHelper(Context context, String name) {

super(context, name);
}

public AppSQLiteOpenHelper(Context context, String name,

SQLiteDatabase.CursorFactory factory) {



super(context, name, factory);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Upgrade(Database db, int oldVersion, int newVersion)
{

//数据库迁移操作
MigrationHelper.getInstance().migrate(db,

ProductEntityDao.class, CommentEntityDao.class);

}

}复制代码

Room 添加对 liveData的支持

GreenDao不支持 LiveData，需要自己实现。

2-0.realm 使用

@Entity(indices = {@Index(value = {"first_name", "last_name"},

unique = true)})public class User {

@PrimaryKey

public int id;

@ColumnInfo(name = "first_name")

public String firstName;

@ColumnInfo(name = "last_name")

public String lastName;

@Ignore
Bitmap picture;

}

@Entity(foreignKeys = @ForeignKey(entity = User.class,

parentColumns = "id",

childColumns = "user_id"))public class Book
{

@PrimaryKey

public int bookId;

public String title;

@ColumnInfo(name = "user_id")

public int userId;

}复制代码



2-1.GreenDao 源码分析

blog.ralf.wang/2019/04/数据库…

DaoMaster：使用 greenDAO 的切入点。 DaoMaster 保存数据库对象（SQLiteDatabase）并

管理特定模式的 DAO 类（而不是对象）。 它有静态方法来创建表或删除它们。 它的内部

类 OpenHelper 和 DevOpenHelper 都是 SQLiteOpenHelper 的实现，用来在 SQLite 数据库

中创建和升级等操作。

DaoSession：管理特定模式的所有可用 DAO 对象，你可以使用其中一个的 getter
方法获取 DAO 对象。 DaoSession 还为实体提供了一些通用的持久性方法，如

插入，加载，更新，刷新和删除。 最后，DaoSession 对象也跟踪 identity scope。

xxDAO：数据访问对象（DAO），用于实体的持久化和查询。 对于每个实体，

greenDAO 会生成一个 DAO。 它比 DaoSession 拥有更多的持久化方法，例如：

count，loadAll 和 insertInTx。

DevOpenHelper --> OpenHelper -- > DatabaseOpenHelper -- > SQLiteOpenHelper

理解了 DaoMaster、DaoSession、xxDAO 这个几个类， greenDAO 也就基本理解

了，这里给出一个比喻，DaoMaster 相当于一个 Boss，统领大局，但是具体的

工作会交给 DaoSession， DaoSession 相当于一个 Leader，会负责管理一些

http://blog.ralf.wang/2019/04/%E6%95%B0%E6%8D%AE%E5%BA%93%E5%AD%A6%E4%B9%A0%E4%B9%8B-greenDAO-%E6%BA%90%E7%A0%81%E5%88%86%E6%9E%90/


xxDAO，当然也可以有多个 DaoSession，DaoSession 会提供数据库操作的一些方

便的入口方法，其内部具体的执行会交给 xxDAO 执行，xxDAO 负责自己对应的

实体类对象的增删改查，其中执行过程中需要 DaoConfig 和

DatabaseStatement，拿到拼接的 sql 语句和要存储的实体类的参数值，最终会

通过原生数据库完成操作，基本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可以理解为职责一步步向下

传递的过程。

2-1.Room 源码分析

图中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removeObserver并不是有 Dao调用的，而是查询返回的 RxJava

Observable或者 LiveData“不再用”了的时候被各自调用的。

其中，“重新查询”的意思就是数据流被更新，数据流相关的 RxJava Observable或者

LiveData都没有在包含在图中。复制代码

my.oschina.net/sfshine/blo…

https://my.oschina.net/sfshine/blog/3010959


Room 是 Google提供的一个 ORM 库。Room提供了三个主要的组件：

@Database：用来注解类，并且注解的类必须是继承自 RoomDatabase 的抽象类。

该类主要作用是创建数据库和创建 Daos（data access objects，数据访问对象）。

@Entity：用来注解实体类，@Database通过 entities 属性引用被@Entity 注解的

类，并利用该类的所有字段作为表的列名来创建表。

@Dao：用来注解一个接口或者抽象方法，该类的作用是提供访问数据库的方法。

在使用@Database注解的类中必须定一个不带参数的方法，这个方法返回使用

@Dao注解的类

数据库的创建

数据库必须是一个抽象类 RoomDatabase 的扩展类

在注释中包括与数据库关联的实体列表 必须包含一个具有 0个参数且返回带

@Dao注释的类的抽象方法

通过调用 Room.databaseBuilder() 或 Room.inMemoryDatabaseBuilder() 创建数

据库实例

@Database(entities = {User.class}, version = 1) // 注释 public abstract

class AppDatabase extends RoomDatabase {

public abstract UserDao userDao(); // 抽象方法

}复制代码

以单例形式对外提供 RoomDataBase 实例

public static UserDataBase getInstance(Context context) {

if (userDataBase == null) {

synchronized (UserDataBase.class) {

if (userDataBase == null) {
userDataBase =

Room.databaseBuilder(context.getApplicationContext()

, UserDataBase.class, "user_data").build();
}

}

}

return userDataBase;

}复制代码

定义实体数据：表示数据库中的表 主键

@Entity(tableName = "userDataBase")class User {



@PrimaryKey(autoGenerate = true) // 单个主键设置为自增长

public var id = 0

@ColumnInfo(name = "nameUser") // 定义列名

public var name: String? = null
}

@Entity(primaryKeys = ["id", "name"]) // 组合主键复制代码
添加索引@Entity

使用 @Entity 的 indices 属性，列出要包含在索引或复合索引中的列的名称

@Entity(indices = [Index("nameUser"), Index(value = ["name"])]) // 创

建索引

@Entity(indices = [Index("nameUser"), Index(value = ["name"] ,unique =

true)]) //唯一索引

外键约束@ForeignKey

使用@ForeignKey 注释定义其与实体的 关系；ForeignKey中 entity 为要关联的父实体

类；

parentColumns 为关联父实体类的列名；childColumns此实体类中的列名

// 在 User实体中引入 Address

@Embedded

public var address: Address? = null复制代码

@Entity(foreignKeys = [ForeignKey(entity = User::class,

parentColumns = ["id"],

childColumns = ["user_id"])])class Book {

@PrimaryKey

var bookId: Int = 0

var title: String? = null

@ColumnInfo(name = "user_id")

var userId: Int = 0

}复制代码

public class Converters {

@TypeConverter

public static Date fromTimestamp(Long value) {

return value == null ? null : new Date(value);
}

@TypeConverter

public static Long dateToTimestamp(Date date) {

return date == null ? null : date.getTime();
}

}复制代码

在抽象数据库类中添加转换注解



@TypeConverters({Converters.class})

使用 类型转换器

@Query("SELECT * FROM user WHERE birthday BETWEEN :from AND :to") List
findUsersBornBetweenDates(Date from, Date to);

3.数据库的优化

www.jianshu.com/p/8bef9e422…

String sql ="insert into tb_test values (?,'test');";

SQLiteStatement sqLiteStatement

=getReadableDatabase().compileStatement(sql);

for (int count =0 ; count <1000 ; count++){
sqLiteStatement.clearBindings();

sqLiteStatement.bindLong(1, count);
sqLiteStatement.executeInsert();

}

CREATE INDEX index_name ON table_name;复制代码

四、分库分表

五、其他 少用 cursor.getColumnIndex()：使用 cursor.getColumnIndex()，系统会

根据列名来获取列所在的下标，比较耗时，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static 定义下标，

直接通过下标来获取某列。

使用 StringBuilder 或 StringBuffer来拼接字符串：SQL 语句字符串的拼接或创建多

个临时变量，此时我们可以使用 StringBuilder 或 StringBuffer来拼接字符串，减

少不必要的资源占用。

查询时，只返回自己需要的值或结果：如果在查询数据时直接将全部数据获取出

来，这样的操作会带来不必要的系统资源开销和浪费。在查询时，我们尽量只取

自己需要的字段和结果。

cursor使用后要及时关闭：即在查询完结果后，调用 cursor.close()将资源关闭。

4.数据库数据迁移问题

blog.csdn.net/github_3713…

数据库升级，主要有以下这几种情况：

https://www.jianshu.com/p/8bef9e42250c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366117


增加表 删除表 修改表：分为“增加表字段”以及“删除表字段”

先将旧的表删除再创建新的表，这是最简单暴力的，但前面提过这不是我们想要

的结果。

主要思路是：首先将原来的表进行改名称 rename table（临时表），接着创建新

的表 create table，再者将旧表内的数据迁移到新表内，最后 drop table 删除临时

表。

blog.csdn.net/a714530833/…

5.Sqlite 常见异常

blog.csdn.net/Gaugamela/a…

android.database.sqlite.SQLiteCantOpenDatabaseException: unable to open
database file

blog.csdn.net/gaugamela/a…

android.database.sqlite.SQLiteCantOpenDatabaseException: unable to open
database file

blog.csdn.net/Aaren_Jiang…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attempt to re-open an already-closed object:
SQLiteDatabase: /data/data/com.ant.sqlite3/databases/mydata.db

echo.vars.me/android/sql…

database is locked

attempt to re-open an already-closed object

SQLiteDatabase created and never closed

attempt to re-open an already-closed object

database disk image is malformed

codeday.me/bug/2018072…

Caused by: android.database.sqlite.SQLiteException: no such table: ligas_bd: , while
compiling: SELECT * FROM ligas_bd

https://blog.csdn.net/a714530833/article/details/90199162
https://blog.csdn.net/Gaugamela/article/details/78614603
https://blog.csdn.net/gaugamela/article/details/78614603
https://blog.csdn.net/Aaren_Jiang/article/details/11781155
http://echo.vars.me/android/sqlite/
https://codeday.me/bug/20180722/200952.html


www.cnblogs.com/wangmars/p/…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Cannot perform this operation because the
connection pool has been closed.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attempt to re-open
an already-closed object: SQLiteDatabase:

realm 无事务插入 1W 条 亲测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Changing Realm
data can only be done from inside a transaction.

juejin.im/post/5a5f18…

distinct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五）插件化、模块化、组

件化、热修复、增量更新、Gradle（含答案）

1.对热修复和插件化的理解

blog.csdn.net/github_3713…

Android 类加载器

PathClassLoader.java

DexClassLoader.java

BaseDexClassLoader.java

DexPathList.java

（1）PathClassLoader：只能加载已经安装到 Android 系统中的 apk

文件（/data/app 目录），是 Android 默认使用的类加载器。

（2）DexClassLoader：可以加载任意目录下的 dex/jar/apk/zip 文

件，比 PathClassLoader 更灵活，是实现热修复的重点。

https://www.cnblogs.com/wangmars/p/4530670.html
https://juejin.im/post/5a5f18d06fb9a01caa209026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762543


// PathClassLoader

public class PathClassLoader extends BaseDexClassLoader {

public PathClassLoader(String dexPath, ClassLoader parent) {

super(dexPath, null, null, parent);

}

public PathClassLoader(String dexPath, String librarySearchPath, ClassLoader parent)

{

super(dexPath, null, librarySearchPath, parent);

}

}

// DexClassLoaderpublic

class DexClassLoader extends BaseDexClassLoader {

public DexClassLoader(String dexPath, String optimizedDirectory,

String librarySearchPath, ClassLoader parent) {

super(dexPath, new File(optimizedDirectory), librarySearchPath, parent);

}

}



BaseDexClassLoader

dexPath：要加载的程序文件（一般是 dex 文件，也可以是 jar/apk/zip

文件）所在目录。

optimizedDirectory：dex 文件的输出目录（因为在加载 jar/apk/zip

等压缩格式的程序文件时会解压出其中的 dex 文件，该目录就是专门用

于存放这些被解压出来的 dex 文件的）。

libraryPath：加载程序文件时需要用到的库路径。

parent：父加载器



阿里系：DeXposed、andfix：从底层二进制入手（c 语言）。阿里 andFix

hook 方法在 native 的具体字段。

art 虚拟机上是一个叫 ArtMethod 的结构体。通过修改该结构体上有

bug 的字段来达到修复 bug 方法的目的，

但这个 artMethod 是根据安卓原生的结构写死的，国内很多第三方厂

家会改写 ArtMethod 结构，导致替换失效。



腾讯系：tinker：从 java 加载机制入手。qq 的 dex 插装就类似上面分

析的那种。通过将修复的 dex 文件插入到 app 的 dexFileList 的前面，

达到更新 bug 的效果，但是不能及时生效，需要重启。

但虚拟机在安装期间会为类打上 CLASS_ISPREVERIFIED 标志，是为了

提高性能的，我们强制防止类被打上标志是否会有些影响性能

美团 robust：是在编译器为每个方法插入了一段逻辑代码，并为每个

类创建了一个 ChangeQuickRedirect 静态成员变量，当它不为空会转

入新的代码逻辑达到修复 bug 的目的。

优点是兼容性高,但是会增加应用体积

PathClassLoader 和 DexClassLoader 都继承自 BaseDexClassLoader

1、Android 使用 PathClassLoader 作为其类加载器，只能去加载已经

安装到 Android 系统中的 apk 文件；

2、DexClassLoader 可以从.jar 和.apk 类型的文件内部加载

classes.dex 文件就好了。热修复也用到这个类。

（1）动态改变 BaseDexClassLoader 对象间接引用的 dexElements；

（2）在 app 打包的时候，阻止相关类去打上 CLASS_ISPREVERIFIED

标志。



（3）我们使用 hook 思想代理 startActivity 这个方法，使用占坑的

方式。

1. startActivity 的时候最终会走到 AMS 的 startActivity 方法

2. 系统会检查一堆的信息验证这个 Activity 是否合法。

3. 然后会回调 ActivityThread 的 Handler 里的

handleLaunchActivity

4. 在这里走到了 performLaunchActivity 方法去创建 Activity 并回

调一系列生命周期的方法

5. 创建 Activity 的时候会创建一个 LoaderApk 对象，然后使用这个

对象的 getClassLoader 来创建 Activity

6. 我们查看 getClassLoader() 方法发现返回的是

PathClassLoader，然后他继承自 BaseDexClassLoader

7. 然后我们查看 BaseDexClassLoader 发现他创建时创建了一个

DexPathList 类型的 pathList 对象，然后在 findClass 时调用了

pathList.findClass 的方法



8. 然后我们查看 DexPathList 类 中的 findClass 发现他内部维护了

一个 Element[] dexElements 的 dex 数组，findClass 时是从数组中

遍历查找的

2.插件化原理分析

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071815


DexClassLoader 和 PathClassLoader，它们都继承于

BaseDexClassLoader。

DexClassloader 多传了一个 optimizedDirectory

DexPathList

多 DexClassLoader



每个插件单独一个 DexClassLoader，相对隔离，RePlugin 采用该方

案

单 DexClassLoader

将插件的 DexClassLoader 中的 pathList 合并到主工程的

DexClassLoader 中。方便插件与宿主(插件)之间的调用，Small 采用

该方案

插件调用主工程

主工程的 ClassLoader 作为插件 ClassLoader 的父加载器

主工程调用插件

若使用多 ClassLoader 机制，通过插件的 ClassLoader 先加载类，再

通过反射调用

若使用单 ClassLoader 机制，直接通过类名去访问插件中的类，弊端是

库的版本可能不一致，需要规范

资源加载

//创建 AssetManager 对象

AssetManager assets = new AssetManager();

//将 apk 路径添加到 AssetManager中

if (assets.addAssetPath(resDir) == 0){

return null;



}

//创建 Resource 对象

r = new Resources(assets, metrics, getConfiguration(), compInfo);

插件 apk 的路径加入到 AssetManager 中

通过反射去创建，并且部分 Rom 对创建的 Resource 类进行了修改，

所以需要考虑不同 Rom 的兼容性。

资源路径的处理

Context的处理

// 第一步：创建 Resource

if (Constants.COMBINE_RESOURCES) {

//插件和主工程资源合并时需要 hook 住主工程的资源

Resources resources = ResourcesManager.createResources(context,

apk.getAbsolutePath());

ResourcesManager.hookResources(context, resources);

return resources;

} else {

//插件资源独立，该 resource 只能访问插件自己的资源

Resources hostResources = context.getResources();



AssetManager assetManager = createAssetManager(context, apk);

return new Resources(assetManager, hostResources.getDisplayMetrics(),

hostResources.getConfiguration());

}

//第二步：hook 主工程的 Resource

//对于合并式的资源访问方式，需要替换主工程的 Resource，下面是具体替换的代码。

public static void hookResources(Context base, Resources resources) {

try {

ReflectUtil.setField(base.getClass(), base, "mResources", resources);

Object loadedApk = ReflectUtil.getPackageInfo(base);

ReflectUtil.setField(loadedApk.getClass(), loadedApk, "mResources",

resources);

Object activityThread = ReflectUtil.getActivityThread(base);

Object resManager = ReflectUtil.getField(activityThread.getClass(),

activityThread, "mResourcesManager");

if (Build.VERSION.SDK_INT < 24) {

Map<Object, WeakReference<Resources>> map = (Map<Object,

WeakReference<Resources>>) ReflectUtil.getField(resManager.getClass(), resManager,

"mActiveResources");

Object key = map.keySet().iterator().next();

map.put(key, new WeakReference<>(resources));

} else {



// still hook Android N Resources, even though it's unnecessary, then nobody

will be strange.

Map map = (Map) ReflectUtil.getFieldNoException(resManager.getClass(),

resManager, "mResourceImpls");

Object key = map.keySet().iterator().next();

Object resourcesImpl = ReflectUtil.getFieldNoException(Resources.class,

resources, "mResourcesImpl");

map.put(key, new WeakReference<>(resourcesImpl));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替换了主工程 context 中 LoadedApk 的 mResource 对象

将新的 Resource 添加到主工程 ActivityThread 的

mResourceManager 中，并且根据 Android 版本做了不同处理

//第三步：关联 resource 和 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 = mBase.newActivity(plugin.getClassLoader(), targetClassName,

intent);

activity.setIntent(intent);

//设置 Activity 的 mResources 属性，Activity中访问资源时都通过 mResources

ReflectUtil.setField(ContextThemeWrapper.class, activity, "mResources",

plugin.getResources());



资源冲突

资源 id 是由 8 位 16 进制数表示，表示为 0xPPTTNNNN， 由三部分

组成：PackageId+TypeId+EntryId

修改 aapt 源码，编译期修改 PP 段。

修改 resources.arsc 文件，该文件列出了资源 id 到具体资源路径的映

射。

blog.csdn.net/jiangwei091…

// Main.cpp

result = handleCommand(&bundle);

case kCommandPackage: return doPackage(bundle);

// Command.cpp

int doPackage(Bundle* bundle) {

if (bundle->getResourceSourceDirs().size() || bundle->getAndroidManifestFile()) {

err = buildResources(bundle, assets, builder);

if (err != 0) {

goto bail;

}

}

}

Resource.cpp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blog.csdn.net/jiangwei0910410003/article/details/50820219


buildResources

ResourceTable.cpp

switch(mPackageType) {

case App:

case AppFeature:

packageId = 0x7f;

break;

case System:

packageId = 0x01;

break;

case SharedLibrary:

packageId = 0x00;

break;

}

首先找到入口类：Main.cpp：main 函数，解析参数，然后调用

handleCommand 函数处理参数对应的逻辑，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函数

doPackage。

然后就搜索到了 Command.cpp：在他内部的 doPackage 函数中进行

编译工具的一个函数：buildResources 函数，在全局搜索，发现了

Resource.cpp：发现这里就是处理编译工作，构建 ResourceTable 的

逻辑，在 ResourceTable.cpp 中，也是获取 PackageId 的地方，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如何修改呢？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能够修改 aapt 源码，添加一个参数，把我们想要

编译的 PackageId 作为输入值，传进来最好了，那就是 Bundle 类型，

他是从 Main.cpp 中的 main 函数传递到了最后的 buildResources 函

数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参数用 Bundle 进行携带。

juejin.im/entry/5c008… www.jianshu.com/p/8d691b6bf…

————————————————————————————

————————————————————

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

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修改到 R 文件、resources.arsc 和二进制的 xml

文件

四大组件支持

ProxyActivity 代理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juejin.im/entry/5c008cbf51882531b81b0cb8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jianshu.com/p/8d691b6bf8b4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029254


代理方式的关键总结起来有下面两点：

ProxyActivity 中需要重写 getResouces，getAssets，getClassLoader

方法返回插件的相应对象。生命周期函数以及和用户交互相关函数，如

onResume，onStop，onBackPressedon，KeyUponWindow，

FocusChanged 等需要转发给插件。

PluginActivity 中所有调用 context 的相关的方法，如

setContentView，getLayoutInflater，getSystemService 等都需要

调用 ProxyActivity 的相应方法。

该方式有几个明显缺点：

插件中的 Activity 必须继承 PluginActivity，开发侵入性强。

如果想支持 Activity 的 singleTask，singleInstance 等 launchMode

时，需要自己管理 Activity 栈，实现起来很繁琐。



插件中需要小心处理 Context，容易出错。

如果想把之前的模块改造成插件需要很多额外的工作。

预埋 StubActivity，hook 系统启动 Activity 的过程

VirtualAPK 通过替换了系统的 Instrumentation，hook 了 Activity 的

启动和创建，省去了手动管理插件 Activity 生命周期的繁琐，让插件

Activity 像正常的 Activity 一样被系统管理，并且插件 Activity 在开发

时和常规一样，即能独立运行又能作为插件被主工程调用。

其他插件框架在处理 Activity 时思想大都差不多，无非是这两种方式之

一或者两者的结合。在 hook 时，不同的框架可能会选择不同的 hook

点。如 360 的 RePlugin 框架选择 hook 了系统的 ClassLoader，即构

造 Activity2 的 ClassLoader，在判断出待启动的 Activity 是插件中的

时，会调用插件的 ClassLoader 构造相应对象。另外 RePlugin 为了系

统稳定性，选择了尽量少的 hook，因此它并没有选择 hook 系统的

startActivity 方法来替换 intent，而是通过重写 Activity 的

startActivity，因此其插件 Activity 是需要继承一个类似 PluginActivity



的基类的。不过 RePlugin 提供了一个 Gradle 插件将插件中的 Activity

的基类换成了 PluginActivity，用户在开发插件 Activity 时也是没有感

知的。

www.jianshu.com/p/ac96420fc…

Service 插件化总结

初始化时通过 ActivityManagerProxy Hook 住了 IActivityManager。

服务启动时通过 ActivityManagerProxy 拦截，判断是否为远程服务，

如果为远程服务，启动 RemoteService，如果为同进程服务则启动

LocalService。

如果为 LocalService，则通过 DexClassLoader 加载目标 Service，然

后反射调用 attach 方法绑定 Context，然后执行 Service 的 onCreate、

onStartCommand 方法

如果为 RemoteService，则先加载插件的远程 Service，后续跟

LocalService 一致。

3.模块化实现（好处，原因）
www.cnblogs.com/Jackie-zhan…
1、模块间解耦，复用。

（原因：对业务进行模块化拆分后，为了使各业务模块间解耦，因此各

个都是独立的模块，它们之间是没有依赖关系。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jianshu.com/p/ac96420fc82c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cnblogs.com/Jackie-zhang/p/9875581.html


每个模块负责的功能不同，业务逻辑不同，模块间业务解耦。模块功能

比较单一，可在多个项目中使用。）

2、可单独编译某个模块，提升开发效率。

（原因：每个模块实际上也是一个完整的项目，可以进行单独编译，调

试）

3、可以多团队并行开发，测试。

原因：每个团队负责不同的模块，提升开发，测试效率。

组件化与模块化

避免重复造轮子，节省开发维护成本；

降低项目复杂性，提升开发效率；

多个团队公用同一个组件，在一定层度上确保了技术方案的统一性。

模块化业务分层：由下到上

基础组件层：

底层使用的库和封装的一些工具库（libs），比如

okhttp,rxjava,rxandroid,glide 等



业务组件层：

与业务相关，封装第三方 sdk，比如封装后的支付，即时通行等

业务模块层：

按照业务划分模块，比如说 IM 模块，资讯模块等

Library Module 开发问题

在把代码抽取到各个单独的 Library Module 中，会遇到各种问题。

最常见的就是 R 文件问题，Android 开发中，各个资源文件都是放在

res 目录中，在编译过程中，会生成 R.java 文件。

R 文件中包含有各个资源文件对应的 id，这个 id 是静态常量，但是在

Library Module 中，这个 id 不是静态常量，那么在开发时候就要避开

这样的问题。

举个常见的例子，同一个方法处理多个 view 的点击事件，有时候会使

用 switch(view.getId())这样的方式，

然后用 case R.id.btnLogin 这样进行判断，这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因为

id 不是经常常量，那么这种方式就用不了。

4.热修复、插件化



www.jianshu.com/p/704cac3eb…

宿主： 就是当前运行的 APP

插件： 相对于插件化技术来说，就是要加载运行的 apk 类文件

补丁： 相对于热修复技术来说，就是要加载运行的.patch,.dex,*.apk

等一系列包含 dex 修复内容的文件。

QQ 空间超级补丁方案

Tinker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jianshu.com/p/704cac3eb13d


HotFix



当然就热修复的实现，各个大厂还有各自的实现，比如饿了吗的 Amigo,

美团的 Robust,实现及优缺点各有差异，但总的来说就是两大类

ClassLoader 加载方案

Native 层替换方案

或者是参考 Android Studio Instant Run 的思路实现代码整体的增量

更新。但这样势必会带来性能的影响。

Sophix

www.jianshu.com/p/4d30ce3e5…

底层替换方案

原理：在已经加载的类中直接替换掉原有方法，是在原有类的结构基础

上进行修改的。在 hook 方法入口 ArtMethod 时，通过构造一个新的

ArtMethod 实现替换方法入口的跳转。

应用：能即时生效，Andfix 采用此方案。

缺点：底层替换稳定性不好，适用范围存在限制，通过改造代码绕过限

制既不优雅也不方便，并且还没提供资源及 so 的修复。

类加载方案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jianshu.com/p/4d30ce3e55dd


原理：让 app 重新启动后让 ClassLoader 去加载新的类。如果不重启，

原来的类还在虚拟机中无法重复加载。

优点：修复范围广，限制少。

应用：腾讯系包括 QQ 空间，手 QFix，Tinker 采用此方案。

QQ 空间会侵入打包流程。

QFix 需要获取底层虚拟机的函数，不稳定。

Tinker 是完整的全量 dex 加载。



Tinker 与 Sophix 方案不同之处

Tinker 采用 dex merge 生成全量 DEX 方案。反编译为 smali，然后新

apk 跟基线 apk 进行差异对比，最后得到补丁包。



Dalvik 下 Sophix 和 Tinker 相同，在 Art 下，Sophix 不需要做 dex

merge，因为 Art 下本质上虚拟机已经支持多 dex 的加载，要做的仅

仅是把补丁 dex 作为主 dex(classes.dex)加载而已：

将补丁 dex 命名为 classes.dex，原 apk 中的 dex 依次命名为 classes(2,

3, 4...).dex 就好了，然后一起打包为一个压缩文件。然后

DexFile.loadDex 得到 DexFile 对象，最后把该 DexFile 对象整个替换

旧的 dexElements 数组就好了。

资源修复方案

基本参考 InstantRun 的实现：构造一个包含所有新资源的新的

AssetManager。并在所有之前引用到原来的 AssetManager 通过反射

替换掉。

Sophix 不修改 AssetManager 的引用，构造的补丁包中只包含有新增

或有修改变动的资源，在原 AssetManager 中 addAssetPath 这个包

就可以了。资源包不需要在运行时合成完整包。

so 库修复方案

本质是对 native 方法的修复和替换。类似类修复反射注入方式，将补

丁 so 库的路径插入到 nativeLibraryDirectories 数据最前面。

Method Hook



www.jianshu.com/p/7dcb32f8a… pqpo.me/2017/07/07/…

5.项目组件化的理解

juejin.im/post/5b5f17…

总结

组件化相较于单一工程，在组件模式下可以提高编译速度，方便单元测

试，提高开发效率。

开发人员分工更加明确，基本上做到互不干扰。

业务组件的架构也可以自由选择，不影响同伴之间的协作。

降低维护成本，代码结构更加清晰。

6.描述清点击 Android Studio 的 build 按钮后发

生了什么

blog.csdn.net/u011026779/… blog.csdn.net/github_3713…

apply plugin : 'com.android.application'

apply plugin : 'com.android.library'

编译五阶段

1.准备依赖包 Preparation of dependecies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jianshu.com/p/7dcb32f8a0ce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pqpo.me/2017/07/07/hotfix-method-hook/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juejin.im/post/5b5f17976fb9a04fa775658d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blog.csdn.net/u011026779/article/details/69947666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762696


2.合并资源并处理清单 Merging resources and proccesssing

Manifest

3.编译 Compiling

4.后期处理 Postprocessing

5.包装和出版 Packaging and publishing



简单构建流程：



1. Android 编译器（5.0 之前是 Dalvik，之后是 ART）将项目的源代

码（包括一些第三方库、jar 包和 aar 包）转换成 DEX 文件，将其他资

源转换成已编译资源。

2. APK 打包器将 DEX 文件和已编译资源在使用秘钥签署后打包。

3. 在生成最终 APK 之前，打包器会使用 zipalign 等工具对应用进行

优化，减少其在设备上运行时的内存占用。

构建流程结束后获得测试或发布用的 apk。





图中的矩形表示用到或者生成的文件，椭圆表示工具。

1. 通过 aapt 打包 res 资源文件，生成 R.java、resources.arsc 和 res

文件

2. 处理.aidl 文件，生成对应的 Java 接口文件

3. 通过 Java Compiler 编译 R.java、Java 接口文件、Java 源文件，生

成.class 文件

4. 通过 dex 命令，将.class 文件和第三方库中的.class 文件处理生成

classes.dex

5. 通过 apkbuilder 工具，将 aapt 生成的 resources.arsc 和 res 文件、

assets 文件和 classes.dex 一起打包生成 apk

6. 通过 Jarsigner 工具，对上面的 apk 进行 debug 或 release 签名

7. 通过 zipalign 工具，将签名后的 apk 进行对齐处理。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可以安装运行的 Android 程序。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E7%94%9F%E6%88%90R.java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Compiler%E7%BC%96%E8%AF%91R.java


7.彻底搞懂 Gradle、Gradle Wrapper 与 Android

Plugin for Gradle 的区别和联系

zhuanlan.zhihu.com/p/32714369 blog.csdn.net/LVXIANGAN/a…

`Offline work`时可能出现"No cached version

https://zhuanlan.zhihu.com/p/32714369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blog.csdn.net/LVXIANGAN/article/details/84869770


of com.android.tools.build:gradle:xxx available for offline mode"

问题

Gradle： gradle-wrapper.properties 中的

distributionUrl=https/://http://services.gradle.org/distributions/gradle-2.10-all.zip

Gradle 插件：build.gradle 中依赖的 classpath

'com.android.tools.build:gradle:2.1.2'

Gradle：

一个构建系统，构建项目的工具，用来编译 Android app，能够简化你

的编译、打包、测试过程。

Gradle 是一个基于 Apache Ant 和 Apache Maven 概念的项目自动化

建构工具。它使用一种基于 Groovy 的特定领域语言来声明项目设置，

而不是传统的 XML。当前其支持的语言限于 Java、Groovy 和 Scala

Gradle 插件：

我们在 AS 中用到的 Gradle 被叫做 Android Plugin for Gradle，它本

质就是一个 AS 的插件，它一边调用 Gradle 本身的代码和批处理工具

来构建项目，一边调用 Android SDK 的编译、打包功能。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com.android.tools.build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ervices.gradle.org/distributions/gradle-2.10-all.zip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com.android.tools.build


Gradle 插件跟 Android SDK BuildTool 有关联，因为它还承接着 AS

里的编译相关的功能，在项目的 local.properties 文件里写明

Android SDK 路径、在 build.gradle 里写明 buildToolsVersion 的

原因。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local.properties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六）架构设

计和设计模式

1.谈谈你对 Android 设计模式的理解

blog.csdn.net/github_3713…

www.jianshu.com/p/1a9f571ad…

六大原则

单一职责 一人做一事

开闭原则 对扩展开放 对修改封闭

里式替换 继承和多态的体现 父类声明 子类 new
依赖倒置 解耦 高层依赖接口 不依赖细节

接口隔离 最小接口 7 + 2
迪米特 最少了解复制代码

设计模式

单例模式

public class Singleton {

private volatile static Singleton instance;

//将默认的构造函数私有化，防止其他类手动 new
private Singleton() {
}
public static Singleton getInstance() {

if (instance == null) {
synchronized (Singleton.class) {

if (instance == null) {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762726
https://www.jianshu.com/p/1a9f571ad7c0


instance = new Singleton();
}

}
}
return instance;

}
}复制代码

Builder 模式

AlertDialog.Builer builder = new AlertDialog.Builder(context);
builder.setIcon(R.drawable.icon)

.setTitle("title")

.setMessage("message")

.setPositiveButton("Button1",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Button) {

setTitle("click");
}

})
.create()
.show();复制代码

原型模式

Uri uri = Uri.parse("smsto:10086");
Intent shareIntent = new Intent(Intent.ACTION_SENDTO, uri);//克隆副本

Intent intent = (Intetn) shareIntent.clone();
startActivity(intent);复制代码

工厂模式

public Object getSystemService(String name) {
if (getBaseContext() == null) {

throw new IllegalStateException("System services not available to
Activities before onCreate()");

}
//........
if (WINDOW_SERVICE.equals(name)) {

return mWindowManager;



} else if (SEARCH_SERVICE.equals(name)) {
ensureSearchManager();
return mSearchManager;

}
//.......
return super.getSystemService(name);

}复制代码

抽象工厂

public class BaseService extends Service{
@Nullable
@Override
public IBinder onBind(Intent intent){

return new Binder();
}

}

策略模式

状态模式

WIFI

责任链模式

android 点击复制代码

解释器模式

PackageManagerService 解释 Manifest 复制代码

命令模式

观察者模式



ListView notifyDataSetChanged()复制代码

备忘录模式

onSaveInstanceState
onRestoreInstanceState 复制代码

迭代器模式

Iterator
Cursor 复制代码

cursor.moveToFirst();do{
//cursor.getXXX(int);

} while (cursor.moveToNext);复制代码

模板方法模式

Activity 复制代码

访问者模式

APT Annotation Processing Tools 复制代码

中介者模式

中介者对象是将系统从网状结构转为以调停者为中心的星型结构。

ServiceManager持有各种系统服务的引用 ，当我们需要获取系统的 Service 时，比如

ActivityManager、WindowManager等（它们都是 Binder），

首先是向 ServiceManager查询指定标示符对应的 Binder，再由 ServiceManager返回

Binder的引用。

这里的 ServiceManager 和 Binder 驱动就是中介者。复制代码

代理模式

aidl 复制代码



组合模式

ViewGroup 复制代码

适配器模式

ListView RecyclerView 复制代码

装饰模式

Context

ContextThremeWrapper 继承 ContextWrapper 继承 Context
ContextWrapper 持有 mBase(ContextImpl)复制代码

享元模式

Message.obtain()复制代码

外观模式

Context 复制代码

桥接模式

View Display HardwareLayer Canvas 复制代码

MVC MVP MVVM



M 数据库/网络 -> V
V 布局 Activity Fragment -> M C
C Activity Fragment -> M V 复制代码



M 数据库/网络 -> P
V 布局 Activity Fragment -> P
P Presenter -> M V



M 数据库/网络 -> VM
V 布局 Activity Fragment -> VM
VM ViewModel -> M

2.MVC MVP MVVM 原理和区别

www.jianshu.com/p/5e94569a4…

3.你所知道的设计模式有哪些？

juejin.im/post/5c8756…

继承 实现 组合 聚合 关联 依赖

https://www.jianshu.com/p/5e94569a430a
https://juejin.im/post/5c8756e6e51d456cda2e7ff1






简单工厂 Simpale Factory Pattern

工厂根据参数创建不同的产品，产品都实现同一接口。一个工厂，多个产品



工厂方法模式 Factory Method Pattern

各自的工厂生产各自的一个产品，工厂、产品都实现于抽象类。多个工厂，多个产品

抽象工厂模式 Abstract Factory Pattern

各自的工厂生产各自的一组产品，工厂、产品都实现于抽象类。多个工厂，多组产品



单例模式 Singleton Pattern

/**
* Singleton helper class for lazily initialization.
*
* Modeled after frameworks/base/include/utils/Singleton.h
*
* @hide
*/public abstract class Singleton<T> {

@UnsupportedAppUsage
public Singleton() {
}
@UnsupportedAppUsage
private T mInstance;
protected abstract T create();
@UnsupportedAppUsage
public final T get() {

synchronized (this) {
if (mInstance == null) {

mInstance = create();
}
return mInstance;

}
}

}复制代码

生成器模式 建造者模式 Builder Pattern



复杂对象构建分步进行，相同步骤不同表示

原型模式 Prototype Pattern

Linux Zygote 进程

装饰模式 Decorator Pattern

不改变原有对象，动态增加格外功能 ContextImpl



外观模式 Facade Pattern

同一对外定义简单接口



代理模式 Proxy Pattern

在原访问路径中增加一个代理

享元模式 Flyweight Pattern



桥接模式 Bridge Pattern

将抽象部分与他的实现部分分开，使他们都能独立的变化

适配器模式 包装器 Adapter Pattern Wrapper Pattern



责任链模式 Chain of Responsibility Pattern

避免耦合，层层传递，触摸事件传递

命令模式 Command Pattern

请求封装为命令



解释器模式 Interpreter Pattern

定义语法，建立解释器

迭代器模式 Iterator Pattern



统一迭代方式

中介者模式 Madiator Pattern

解耦

备忘录模式 Memento Pattern Token Pattern



对象之外保存一个对象状态，用于后期恢复

onSaveInstanceState

onRestoreInstanceState

观察者模式 Observer Pattern

多人订阅一个新闻频道

发布-订阅（Publish/Subscribe）模式

模型-视图（Model/View）模式

源-监听器（Source/Listener）模式

从属者（Dependents）模式复制代码

状态模式 State Pattern

一定一组状态，每个状态可以相互替换，非独立存在



策略模式 Strategy Pattern Policy Pattern

定义一组策略，每个策略可以相互替换，并且独立存在



模板方法模式 Template Method

定义操作，子类实现

访问者模式 Visitor Pattern



4.项目中常用的设计模式

www.jianshu.com/p/61b67ca75…

创建型模式：单例模式、抽象工厂模式、建造者模式、工厂模式、原型模式。

结构型模式：适配器模式、桥接模式、装饰模式、组合模式、外观模式、享元模式、代理模

式。

行为型模式：模版方法模式、命令模式、迭代器模式、观察者模式、中介者模式、备忘录模

式、解释器模式、状态模式、策略模式、职责链模式(责任链模式)、访问者模式。复制代码

https://www.jianshu.com/p/61b67ca754a3




5.手写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juejin.im/entry/59634…

6.写出观察者模式的代码

blog.csdn.net/u013390476/…

7.适配器模式，装饰者模式，外观模式的异同？

blog.csdn.net/hp910315/ar…

共同点：介于调用者和被调者之间，中间层，起到隔离

不同点：装饰模式是“新增行为”，代理模式是“控制访问行为”，适配器模式是"转

换行为"，外观模式是一种"简化行为"

适配器模式：包装另一个对象，并提供不同的接口。

外观模式：包装许多对象，以简化他们的接口。

装饰者模式：包装另一个对象，并提供额外的行为。

代理模式：包装另一个对象，并控制对它的访问。复制代码

8.用到的一些开源框架，介绍一个看过源码的，内部

实现过程。

9.谈谈对 RxJava 的理解

kknews.cc/code/yv9k2p…

//被观察者

https://juejin.im/entry/596343686fb9a06bbd6f888c
https://blog.csdn.net/u013390476/article/details/50428014
https://blog.csdn.net/hp910315/article/details/51111744
https://kknews.cc/code/yv9k2pj.html


Observable novel = Observable.create(new ObservableOnSubscribe<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subscribe(ObservableEmitter<String> emitter) throws

Exception {
emitter.onNext("连载 1");
emitter.onNext("连载 2");
emitter.onNext("连载 3");
emitter.onComplete();

}
});复制代码

回调细节：

onNext方法可以无限调用，所有的调用都能接收到，

onComplete 可重复调用，只接受一次，与 onError 互斥

onError 只能调用一次，第二次会报异常，与 onComplete 互斥复制代码

代码：

Observable.create(new ObservableOnSubscribe<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subscribe(ObservableEmitter<String> emitter) throws

Exception {
emitter.onNext("连载 1");
emitter.onNext("连载 2");
emitter.onNext("连载 3");
emitter.onComplete();

}
}).observeOn(AndroidSchedulers.mainThread())//回调在主线程

.subscribeOn(Schedulers.io())//执行在 io 线程

.subscribe(new Observer<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bscribe(Disposable d) {

Log.e(TAG, "onSubscrib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Next(String value) {

Log.e(TAG, "onNext:" + valu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Throwable e) {

Log.e(TAG, "onError=" + e.get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mplete() {

Log.e(TAG, "onComplete()");
}

});复制代码

复杂操作

Observable.create(new ObservableOnSubscribe<Draw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subscribe(ObservableEmitter<Drawable> emitter) throws

Exception {
for (int i = 0; i < drawableRes.length; i++) {

Drawable drawable =
getResources().getDrawable(drawableRes[i]);

//第 6个图片延时 3秒后架子

if (i == 5) {
sleep(3000);

}
//复制第 7张图片到 sd卡

if (i == 6) {
Bitmap bitmap = ((BitmapDrawable) drawable).getBitmap();
saveBitmap(bitmap, "test.png",

Bitmap.CompressFormat.PNG);
}
//第 8张上传到网络

if (i == 7) {
updateIcon(drawable);

}
emitter.onNext(drawable);

}
}

}).subscribeOn(Schedulers.io()).observeOn(AndroidSchedulers.mainThread()
).subscribe(new Consumer<Draw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accept(Drawable drawable) throws Exception {

//回调后在 UI界面上展示出来

}



});

10.Rxjava 发送事件步骤

www.jianshu.com/p/8ac4ae875…

https://www.jianshu.com/p/8ac4ae875296


注: 比如发送多个 onComplete 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依然是收到第一个 onComplete 就不

再接收了, 但若是发送多个 onError, 则收到第二个 onError事件会导致程序会崩溃.
注意: 调用 dispose()并不会导致上游不再继续发送事件, 上游会继续发送剩余的事件.
复制代码

www.jianshu.com/p/10f5250ba…

map
flatmap 不保证顺序

concatmap 保证顺序复制代码

Flowable 的源码中就有这个 buffersize 128 MissingBackpressureException

11.RxJava 的作用，与平时使用的异步操作来比的优

缺点

blog.csdn.net/github_3713…

又叫响应式编程、响应式扩展 ReactiveX 是基于观察者模式设计的，核心对象只有

Observable 和 Observer。

Rx 使代码简化

函数式风格：对可观察数据流使用无副作用的输入输出函数，避免了程序里错综复杂的状态

简化代码：Rx的操作符通通常可以将复杂的难题简化为很少的几行代码

异步错误处理：传统的 try/catch 没办法处理异步计算，Rx提供了合适的错误处理机制

轻松使用并发：Rx的 Observables 和 Schedulers 让开发者可以摆脱底层的线程同步和各

种并发问题复制代码

RxJava 的优势也是简洁，但它的简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随着程序逻辑变得越来越

复杂，它依然能够保持简洁

https://www.jianshu.com/p/10f5250ba174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788392


12.说说 EventBus 作用，实现方式，代替 EventBus

的方式

blog.csdn.net/github_3713…

13.从 0 设计一款 App 整体架构，如何去做？

blog.csdn.net/github_3713…

想要设计 App 的整体框架，首先要清楚我们做的是什么

一般我们与网络交互数据的方式有两种：主动请求(http)，长连接推送

结合网络交互数据的方式来说一下我们开发的 App 的类型和特点：

数据展示类型的 App：特点是页面多，需要频繁调用后端接口进行数据交互，以 http 请求

为主；推送模块，IM类型 App的 IM核心功能以长连接为主，比较看重电量、流量消耗。

手机助手类 App：主要着眼于系统 API的调用，达到辅助管理系统的目的，网络调用的方式

以 http为主。

游戏：一般分为游戏引擎和业务逻辑，业务脚本化编写，网络以长连接为主，http为辅。

一般我们做的 App都是类型 1，简要来说这类 app的主要工作就是复制代码

把服务端的数据拉下来给用户展示 把用户在客户端修改的数据上传给服务端处理 所

以这类 App 的网络调用相当频繁，而且需要考虑到网络差，没网络等情况下，App 的

运行，成熟的商业应用的网络调用一般是如下流程：

UI 发起请求 - 检查缓存 - 调用网络模块 - 解析返回 JSON / 统一处理异常 - JSON

对象映射为 Java 对象 - 缓存 - UI 获取数据并展示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788402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788411


这之中可以看到很明显职责划分，即：数据获取；数据管理；数据展示

14.说一款你认为当前比较火的应用并设计(比如：直

播 APP，P2P 金融，小视频等)

juejin.im/post/5b4ec1…

blog.csdn.net/xJ032w2j4cC…

15.谈谈对 java 状态机理解

blog.csdn.net/github_3713…

有限状态机

状态 条件 时间 动作 迁移

分层状态机

16.Fragment 如果在 Adapter 中使用应该如何解耦？

blog.csdn.net/hitgaoxing/…

MVVM

17.Binder 机制及底层实现

blog.csdn.net/github_3713…

https://juejin.im/post/5b4ec1756fb9a04fdd7d5199
https://blog.csdn.net/xJ032w2j4cCjhOW8s8/article/details/96531402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788417
https://blog.csdn.net/hitgaoxing/article/details/50731830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788478


18.对于应用更新这块是如何做的？(解答：灰度，强

制更新，分区域更新)？

www.qingtingip.com/h_239744.ht…

19.实现一个 Json 解析器(可以通过正则提高速度)

blog.csdn.net/Dome_/artic…

https://www.qingtingip.com/h_239744.html
https://blog.csdn.net/Dome_/article/details/87257256


20.统计启动时长，标准

blog.csdn.net/github_3713…

adb shell am start -w packagename/activity

WaitTime 返回从 startActivity 到应用第一帧完全显示这段时间. 就是总的耗时，包

括前一个应用 Activity pause 的时间和新应用启动的时间；

ThisTime 表示一连串启动 Activity 的最后一个 Activity 的启动耗时；

TotalTime 表示新应用启动的耗时，包括新进程的启动和 Activity 的启动，但不包括前

一个应用 Activity pause的耗时。复制代码

生命周期函数执行流程

-> Application 构造函数

-> Application.attachBaseContext()
-> Application.onCreate()
-> Activity 构造函数

-> Activity.setTheme()
-> Activity.onCreate()
-> Activity.onStart
-> Activity.onResume
-> Activity.onAttachedToWindow
-> Activity.onWindowFocusChanged 复制代码

1.起始时间点

Application.attachBaseContext()
Activity.onRestart()复制代码

2.结束时间点

Activity.onResume 错误

Activity.onWindowFocusChanged

https://blog.csdn.net/github_37130188/article/details/89788534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七）性能优化

含 参考答案

性能优化

参考链接：Android 性能监测工具，优化内存、卡顿、耗电、APK 大小的方法

参考博客：http://mtancode.com/

1、稳定（内存溢出、崩溃）

2、流畅（卡顿）

3、耗损（耗电、流量）

4、安装包（APK 瘦身）

影响稳定性的原因很多，比如内存使用不合理、代码异常场景考虑不周全、代码逻辑不合理

等，都会对应用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其中最常见的两个场景是：Crash 和 ANR，这两个错误

将会使得程序无法使用。所以做好 Crash 全局监控，处理闪退同时把崩溃信息、异常信息收

集记录起来，以便后续分析;合理使用主线程处理业务，不要在主线程中做耗时操作，防止

ANR 程序无响应发生。

1.启动 app 黑白屏优化

app启动时间计算：adb shell am start -w packagename/activity,

WaitTime 就是总的耗时，包括前一个应用 Activity pause 的时间和新应用启动的时间；

https://blog.csdn.net/csdn_aiyang/article/details/74989318
http://mtancode.com/


ThisTime 表示一连串启动 Activity 的最后一个 Activity 的启动耗时；

TotalTime 表示新应用启动的耗时，包括新进程的启动和 Activity 的启动，但不包括前一

个应用 Activity pause 的耗时。也就是说，开发者一般只要关心 TotalTime 即可，这个

时间才是自己应用真正启动的耗时。

（1）窗口优化

Application 的启动优化

Application#attachBaseContext()

Application 启动会经过 attachBaseContext()–>onCreate()；这时大家从

attachBaseContext 的生命周期联想到什么？没错就是 MultiDex 分包机制。想必大家都会

发现，自从我们方法数超出了 65535 处理了分包之后，启动白屏/黑屏的问题就出现了，分

包机制是导致冷启动缓慢的重要原因，而现在部分应用采用插件化的方式来避免 MultiDex

带来的白屏问题，这虽然是一种方法，但是开发成本实在高，对于不少应用来说是不必要的。

我们来聊一下 MultiDex 优化，首先 MultiDex 可分成运行时和编译时两个部分：

编译期：将 App 中的 class 以某种策略拆分在多个 dex 中，为了减少第一个 dex 也就主 dex

中包含的 class 数；

运行期： App 启动时，虚拟机只加载主 dex 中的 class。app 启动以后，使用

Multidex.install，通过反射机制修改 ClassLoader 中的 dexElements 来加载其他 dex；

从网上的多篇实践分析中，他们主要采用的是异步方式。因为 App 起始会先加载主 dex 包，

那么我们可以自主去处理分包的工作，我们将启动页和首页需要的库、组件等主要 class

分在主 dex中，从而达到精分主dex包的大小，具体的操作写法，大家可以参考网上MultiDex

启动优化文章，但是大家要注意在主 dex 的分包过程中，主 dex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优化操作

减少了主 dex 的大小，因此也增大了 NoClassDefFoundError 的异常的可能，此时会导致我

们的应用启动失败的风险，所以在优化后我们一定做好测试工作。

2.稳定——内存优化

内存抖动

内存抖动（代码注意事项）：

内存抖动是由于短时间内有大量对象进出新生区导致的，它伴随着频繁的 GC，gc 会大量占

用 ui 线程和 cpu 资源，会导致 app 整体卡顿。



避免发生内存抖动的几点建议：

（1）尽量避免在循环体内创建对象，应该把对象创建移到循环体外。

（2）注意自定义 View 的 onDraw()方法会被频繁调用，所以在这里面不应该频繁的创建对

象。

（3）当需要大量使用 Bitmap 的时候，试着把它们缓存在数组或容器中实现复用。

（4）对于能够复用的对象，同理可以使用对象池将它们缓存起来。

（1）Memory Monitor 工具：

它是 Android Studio 自带的一个内存监视工具，它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进行内存实时分析。

通过点击 Android Studio 右下角的 Memory Monitor 标签，打开工具可以看见较浅蓝色代表

free 的内存，而深色的部分代表使用的内存从内存变换的走势图变换，可以判断关于内存

的使用状态，例如当内存持续增高时，可能发生内存泄漏；当内存突然减少时，可能发生

GC 等，如下图所示。

（2）LeakCanary 工具：

这个工具是 Square 公司在 Github 开源的。

首先，笔者仔细查看了 Leakcanary官方的 github仓库，最重要的便是对 Leakcanary
是如何起作用的（即原理）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我自己把它翻译成了易于理解

的文字，主要分为如下 7个步骤：

 1、RefWatcher.watch()创建了一个 KeyedWeakReference 用于去观察对象。

 2、然后，在后台线程中，它会检测引用是否被清除了，并且是否没有触发 GC。
 3、如果引用仍然没有被清除，那么它将会把堆栈信息保存在文件系统中的.hprof文

件里。

 4、HeapAnalyzerService 被开启在一个独立的进程中，并且 HeapAnalyzer 使用了 HAHA
开源库解析了指定时刻的堆栈快照文件 heap dump。

 5 、 从 heap dump 中 ， HeapAnalyzer 根 据 一 个 独 特 的 引 用 key 找 到 了

KeyedWeakReference，并且定位了泄露的引用。

 6、HeapAnalyzer 为了确定是否有泄露，计算了到 GC Roots 的最短强引用路径，然后

建立了导致泄露的链式引用。

 7、这个结果被传回到 app 进程中的 DisplayLeakService，然后一个泄露通知便展现出

来了。

官方的原理简单来解释就是这样的：在一个 Activity执行完 onDestroy()之后，将

它放入 WeakReference 中，然后将这个 WeakReference 类型的 Activity 对象与

ReferenceQueque关联。这时再从 ReferenceQueque 中查看是否有没有该对象，

如果没有，执行 gc，再次查看，还是没有的话则判断发生内存泄露了。最后用

HAHA这个开源库去分析 dump之后的 heap 内存。



（3）Android Lint 工具：

3.流畅——卡顿优化

View 的绘制帧数保持 60fps 最佳，这要求没帧绘制时间不超过 16ms，如果不能在 16ms 内完

成界面的渲染，那么就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 UI 线程中做了耗时操作，导致 UI 线程卡顿

· 布局层次嵌套过多，过于复杂，无法在 16ms 内完成渲染

· 同一时间动画执行的次数过多，导致 CPU 和 GPU 负载过重

· overDraw，导致像素在同一帧的时间内被绘制多次

· view 频繁的触发 measure、layout，导致 measure、layout 类似耗时过多和整个 view

频繁重新渲染

· 频繁触发 GC，使得 16ms 无法完成绘制

· ANR

（1）布局优化

在 Android 种系统对 View 进行测量、布局和绘制时，都是通过对 View 数的遍历来进

行操作的。如果一个 View 数的高度太高就会严重影响测量、布局和绘制的速度。Google 也

在其 API 文档中建议 View 高度不宜哦过 10 层。现在版本种 Google 使用 RelativeLayout

替代 LineraLayout 作为默认根布局，目的就是降低 LineraLayout 嵌套产生布局树的高度，

从而提高 UI 渲染的效率。

 布局复用，使用<include>标签重用 layout；

 提高显示速度，使用<ViewStub>延迟 View 加载；

 减少层级，使用<merge>标签替换父级布局；

 注意使用 wrap_content，会增加 measure 计算成本；

 删除控件中无用属性；

（3）启动优化



应用一般都有闪屏页 SplashActivity，优化闪屏页的 UI 布局，可以通过 Profile GPU

Rendering 检测丢帧情况。

（4）优化工具

CPU Profile

4.节省——耗电优化

在 Android5.0 以前，关于应用电量消耗的测试即麻烦又不准确，而 5.0 之后 Google

专门引入了一个获取设备上电量消耗信息的 API—— Battery Historian。Battery

Historian 是一款由 Google 提供的 Android 系统电量分析工具，直观地展示出手机的电

量消耗过程，通过输入电量分析文件，显示消耗情况。

最后提供一些可供参考耗电优化的方法：

（1）计算优化。算法、for 循环优化、Switch..case 替代 if..else、避开浮点运算。

浮点运算：计算机里整数和小数形式就是按普通格式进行存储，例如 1024、

3.1415926 等等，这个没什么特点，但是这样的数精度不高，表达也不够全面，为了能够有

一种数的通用表示法，就发明了浮点数。浮点数的表示形式有点像科学计数法（*.*****×

10^***），它的表示形式是 0.*****×10^***，在计算机中的形式为 .***** e ±***），

其中前面的星号代表定点小数，也就是整数部分为 0的纯小数，后面的指数部分是定点整数。

利用这样的形式就能表示出任意一个整数和小数，例如 1024 就能表示成 0.1024×10^4，也

就是 .1024e+004，3.1415926 就能表示成 0.31415926×10^1，也就是 .31415926e+001，这

就是浮点数。浮点数进行的运算就是浮点运算。浮点运算比常规运算更复杂，因此计算机进

行浮点运算速度要比进行常规运算慢得多。

（2）避免 Wake Lock 使用不当。

Wake Lock 是一种锁的机制，主要是相对系统的休眠而言的，,只要有人拿着这个锁，

系统就无法进入休眠意思就是我的程序给 CPU 加了这个锁那系统就不会休眠了，这样做的目

的是为了全力配合我们程序的运行。有的情况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微信等

及时通讯的心跳包会在熄屏不久后停止网络访问等问题。所以微信里面是有大量使用到了

Wake_Lock 锁。系统为了节省电量，CPU 在没有任务忙的时候就会自动进入休眠。有任务需

要唤醒 CPU 高效执行的时候，就会给 CPU 加 Wake_Lock 锁。大家经常犯的错误，我们很容易

去唤醒 CPU 来工作，但是很容易忘记释放 Wake_Lock。

（3）使用 Job Scheduler 管理后台任务。

在 Android 5.0 API 21 中，google 提供了一个叫做 JobScheduler API 的组件，来处理

当某个时间点或者当满足某个特定的条件时执行一个任务的场景，例如当用户在夜间休息时

或设备接通电源适配器连接 WiFi 启动下载更新的任务。这样可以在减少资源消耗的同时提

升应用的效率。



5.安装包——APK 瘦身

（1）安装包的组成结构

assets 文件夹。存放一些配置文件、资源文件，assets 不会自动生成对应的 ID，而是通过

AssetManager 类的接口获取。

res。res 是 resource 的缩写，这个目录存放资源文件，会自动生成对应的 ID 并映射到 .R

文件中，访问直接使用资源 ID。

META-INF。保存应用的签名信息，签名信息可以验证 APK 文件的完整性。

AndroidManifest.xml。这个文件用来描述 Android 应用的配置信息，一些组件的注册信

息、可使用权限等。

classes.dex。Dalvik 字节码程序，让 Dalvik 虚拟机可执行，一般情况下，Android 应用

在打包时通过 Android SDK 中的 dx 工具将 Java 字节码转换为 Dalvik 字节码。

resources.arsc。记录着资源文件和资源 ID 之间的映射关系，用来根据资源 ID 寻找资

源。

（2）减少安装包大小

 代码混淆。使用 IDE 自带的 proGuard 代码混淆器工具 ，它包括压缩、优化、混淆等

功能。

 资源优化。比如使用 Android Lint 删除冗余资源，资源文件最少化等。

 图片优化。比如利用 PNG 优化工具 对图片做压缩处理。推荐目前最先进的压缩工具

Googlek 开源库 zopfli。如果应用在 4.0 版本以上，推荐使用 WebP 图片格式。

 避免重复或无用功能的第三方库。例如，百度地图接入基础地图即可、讯飞语音无需接

入离线、图片库 Glide\Picasso 等。

 插件化开发。比如功能模块放在服务器上，按需下载，可以减少安装包大小。



 可以使用微信开源资源文件混淆工具——AndResGuard 。一般可以压缩 apk 的 1M 左右

大。

6.冷启动与热启动

app 冷启动： 当应用启动时，后台没有该应用的进程，这时系统会重新创建一个新的进程

分配给该应用， 这个启动方式就叫做冷启动（后台不存在该应用进程）。冷启动因为系统

会重新创建一个新的进程分配给它，所以会先创建和初始化 Application 类，再创建和初始

化 MainActivity 类（包括一系列的测量、布局、绘制），最后显示在界面上。

app 热启动： 当应用已经被打开， 但是被按下返回键、Home 键等按键时回到桌面或者是其

他程序的时候，再重新打开该 app 时， 这个方式叫做热启动（后台已经存在该应用进程）。

热启动因为会从已有的进程中来启动，所以热启动就不会走 Application 这步了，而是直接

走 MainActivity（包括一系列的测量、布局、绘制），所以热启动的过程只需要创建和初

始化一个 MainActivity 就行了，而不必创建和初始化 Application

冷启动的流程

当点击 app 的启动图标时，安卓系统会从 Zygote 进程中 fork 创建出一个新的进程分配给该

应用，之后会依次创建和初始化Application类、创建MainActivity类、加载主题样式Theme

中的windowBackground等属性设置给MainActivity以及配置Activity层级上的一些属性、

再 inflate 布局、当 onCreate/onStart/onResume 方法都走完了后最后才进行 contentView

的 measure/layout/draw 显示在界面上冷启动的生命周期简要流程：

Application 构造方法 –> attachBaseContext()–>onCreate –>Activity 构造方法 –>

onCreate() –> 配置主体中的背景等操作 –>onStart() –> onResume() –> 测量、布

局、绘制显示

冷启动的优化主要是视觉上的优化，解决白屏问题，提高用户体验，所以通过上面冷启动的

过程。能做的优化如下：

1、减少 onCreate()方法的工作量

2、不要让 Application 参与业务的操作

3、不要在 Application 进行耗时操作

4、不要以静态变量的方式在 Application 保存数据

5、减少布局的复杂度和层级

6、减少主线程耗时

7.内存泄漏的场景和解决办法

https://blog.csdn.net/carson_ho/article/details/79407707

https://github.com/shwenzhang/AndResGuard/blob/master/README.zh-cn.md
https://github.com/shwenzhang/AndResGuard
https://blog.csdn.net/carson_ho/article/details/79407707


非静态内部类的静态实例

非静态内部类会持有外部类的引用，如果非静态内部类的实例是静态的，就会长期的维持着

外部类的引用，组织被系统回收，解决办法是使用静态内部类

多线程相关的匿名内部类和非静态内部类

匿名内部类同样会持有外部类的引用，如果在线程中执行耗时操作就有可能发生内存泄漏，

导致外部类无法被回收，直到耗时任务结束，解决办法是在页面退出时结束线程中的任务

Handler 内存泄漏

Handler导致的内存泄漏也可以被归纳为非静态内部类导致的，Handler内部

message是被存储在 MessageQueue中的，有些message不能马上被处理，存

在的时间会很长，导致 handler无法被回收，如果 handler是非静态的，就会导

致它的外部类无法被回收，解决办法是 1.使用静态 handler，外部类引用使用弱

引用处理 2.在退出页面时移除消息队列中的消息

Context 导致内存泄漏

根据场景确定使用 Activity的 Context还是 Application的 Context,因为二者生命周

期不同，对于不必须使用 Activity的 Context的场景（Dialog）,一律采用 Application
的 Context,单例模式是最常见的发生此泄漏的场景，比如传入一个 Activity的
Context被静态类引用，导致无法回收

静态 View 导致泄漏

使用静态 View可以避免每次启动 Activity都去读取并渲染 View，但是静态 View
会持有 Activity的引用，导致无法回收，解决办法是在 Activity销毁的时候将静态

View设置为 null（View一旦被加载到界面中将会持有一个 Context对象的引用，

在这个例子中，这个 context对象是我们的 Activity，声明一个静态变量引用这个

View，也就引用了 activity）

WebView 导致的内存泄漏



WebView只要使用一次，内存就不会被释放，所以 WebView都存在内存泄漏的

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为 WebView单开一个进程，使用 AIDL进行通信，根据

业务需求在合适的时机释放掉

资源对象未关闭导致

如 Cursor，File等，内部往往都使用了缓冲，会造成内存泄漏，一定要确保关闭

它并将引用置为 null

集合中的对象未清理

集合用于保存对象，如果集合越来越大，不进行合理的清理，尤其是入股集合是

静态的

Bitmap 导致内存泄漏

bitmap是比较占内存的，所以一定要在不使用的时候及时进行清理，避免静态

变量持有大的 bitmap对象

监听器未关闭

很多需要 register和 unregister的系统服务要在合适的时候进行 unregister,手动

添加的 listener也需要及时移除

8. Bitmap 优化

https://www.cnblogs.com/dasusu/p/9789389.html

（1）要选择合适的图片规格（bitmap 类型）
通常我们优化 Bitmap 时，当需要做性能优化或者防止 OOM，我们通常会使用 RGB_565，因

为 ALPHA_8 只有透明度，显示一般图片没有意义，Bitmap.Config.ARGB_4444 显示图片不

清楚， Bitmap.Config.ARGB_8888 占用内存最多。：

ALPHA_8 每个像素占用 1byte 内存

ARGB_4444 每个像素占用 2byte 内存

ARGB_8888 每个像素占用 4byte 内存（默认）

RGB_565 每个像素占用 2byte 内存

https://www.cnblogs.com/dasusu/p/9789389.html


（2）降低采样率
BitmapFactory.Options 参数 inSampleSize 的使用，先把 options.inJustDecodeBounds

设为 true，只是去读取图片的大小，在拿到图片的大小之后和要显示的大小做比较通过

calculateInSampleSize()函数计算 inSampleSize 的具体值，得到值之后。

options.inJustDecodeBounds 设为 false 读图片资源。

（3）复用内存：

即通过软引用(内存不够的时候才会回收掉)，复用内

存块，不需要再重新给这个 bitmap 申请一块新的内存，避免了

一次内存的分配和回收，从而改善了运行效率。

（4）使用 recycle()方法及时回收内存。

（5）压缩图片。

Bitmap.recycle()会立即回收么？什么时候会回收？如果没有地方使用这

个 Bitmap，为什么垃圾回收不会直接回收？

通过源码可以了解到，加载 Bitmap 到内存里以后，是包含两部分内存区域的。简单

的说，一部分是 Java 部分的，一部分是 C部分的。这个 Bitmap 对象是由 Java 部

分分配的，不用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回收了但是那个对应的 C 可用的内存区域，虚拟

机是不能直接回收的，这个只能调用底层的功能释放。所以需要调用 recycle()方

法来释放 C 部分的内存 bitmap.recycle()方法用于回收该 Bitmap 所占用的内存，

接着将 bitmap 置空，最后使用 System.gc()调用一下系统的垃圾回收器进行回收，

调用 System.gc()并不能保证立即开始进行回收过程，而只是为了加快回收的到来。

9.LRU 的原理

为减少流量消耗，可采用缓存策略。常用的缓存算法是 LRU(Least Recently Used)：

当缓存满时, 会优先淘汰那些近期最少使用的缓存对象。主要是两种方式：



（1） LruCache(内存缓存)：

LruCache 类是一个线程安全的泛型类：内部采用一个 LinkedHashMap 以强引用的

方式存储外界的缓存对象，并提供 get 和 put 方法来完成缓存的获取和添加操作，

当缓存满时会移除较早使用的缓存对象，再添加新的缓存对象。

（2）DiskLruCache(磁盘缓存)：

通过将缓存对象写入文件系统从

而实现缓存效果

10.webview 优化

加载一个 webview 经历的过程如下：

1. webview 的初始化

2. 从服务器下载 html，css，js，image 等文件

3. 解析 html，构建 dom 树，布局绘制

4. 显示一个 webview 页面

优化点：

1.将 html，css，js，image 等资源文件放到本地，设计增量更新策略，对需要更新的部分

进行 webpack 和 gzip 压缩和 cdn 加速处理，提神拉取速度。并且在进行网络链接时可以让

前端请求的域名跟 API 域名保持一致，减少 DNS 解析时间。

2.通过 setBlockNetworkImage(boolean)来设置预先加载非图片部分的内容，延迟图片加

载，在 onPageStart 屏蔽图片加载，在 onPageFinished 开启图片加载

3.

11.如何避免 OOM?

使用更加轻量的数据结构：

如使用 ArrayMap/SparseArray 替代 HashMap,HashMap 更耗内存，因为它需要额外的实例对

象来记录 Mapping 操作，SparseArray 更加高效，因为它避免了 Key Value 的自动装箱，和

装箱后的解箱操作



便面枚举的使用，可以用静态常量或者注解@IntDef 替代

Bitmap 优化:

（）1 尺寸压缩：通过 InSampleSize 设置合适的缩放

（2）颜色质量：设置合适的 format，ARGB_6666/RBG_545/ARGB_4444/ALPHA_6，存在很大

差异

（3）inBitmap :使用 inBitmap 属性可以告知 Bitmap 解码器去尝试使用已经存在的内存区

域，新解码的 Bitmap 会尝试去使用之前那张 Bitmap 在 Heap 中所占据的 pixel data 内存区

域，而不是去问内存重新申请一块区域来存放 Bitmap。利用这种特性，即使是上千张的图

片，也只会仅仅只需要占用屏幕所能够显示的图片数量的内存大小，但复用存在一些限制，

具体体现在：在 Android 4.4 之前只能重用相同大小的 Bitmap 的内存，而 Android 4.4 及

以后版本则只要后来的 Bitmap 比之前的小即可。使用 inBitmap 参数前，每创建一个 Bitmap

对象都会分配一块内存供其使用，而使用了 inBitmap 参数后，多个 Bitmap 可以复用一块内

存，这样可以提高性能 StringBuilder 替代 String:
在有些时候，代码中会需要使用到大量的字符串拼接的操作，这种时候有必要考虑使用

StringBuilder 来替代频繁的“+”避免在类似 onDraw 这样的方法中创建对象，因为它会迅速

占用大量内存，引起频繁的 GC 甚至内存抖动减少内存泄漏也是一种避免 OOM 的方法

12.ddms 和 traceView

13.性能优化如何分析 systrace？

14.用 IDE 如何分析内存泄漏？

15.Java 多线程引发的性能问题，怎么解决？

16.App 启动崩溃异常捕捉

17.自定义 View 注意事项

18.现在下载速度很慢,试从网络协议的角度分析原

因,并优化(提示：网络的 5 层都可以涉及)。

19.Https 请求慢的解决办法（提示：DNS，携带数据，

直接访问 IP）

20.如何保持应用的稳定性



21.RecycleView 优化

22.View 渲染

23.java 中的四种引用的区别以及使用场景

24.强引用置为 null，会不会被回收？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八）Android

Framework 相关含 参考答案

1、Android 系统架构

Android 是一种基于 Linux 的开放源代码软件栈，为广泛的设备和机型而创建。下图所示为

Android 平

台的五大组件：

1.应用程序

Android 随附一套用于电子邮件、短信、日历、互联网浏览和联系人等的核心应用。平台随附的应

用与

用户可以选择安装的应用一样，没有特殊状态。因此第三方应用可成为用户的默认网络浏览器、短信

Messenger 甚至默认键盘（有一些例外，例如系统的“设置”应用）。

系统应用可用作用户的应用，以及提供开发者可从其自己的应用访问的主要功能。例如，如果您的应

用

要发短信，您无需自己构建该功能，可以改为调用已安装的短信应用向您指定的接收者发送消息。

2、Java API 框架 您可通过以 Java 语言编写的 API 使用 Android OS 的整个功能集。这些

API 形成创建 Android 应用所



需的构建块，它们可简化核心模块化系统组件和服务的重复使用，包括以下组件和服务：

丰富、可扩展的视图系统，可用以构建应用的 UI，包括列表、网格、文本框、按钮甚至可嵌入的

网络浏览器

资源管理器，用于访问非代码资源，例如本地化的字符串、图形和布局文件

通知管理器，可让所有应用在状态栏中显示自定义提醒

Activity 管理器，用于管理应用的生命周期，提供常见的导航返回栈

内容提供程序，可让应用访问其他应用（例如“联系人”应用）中的数据或者共享其自己的数据

开发者可以完全访问 Android 系统应用使用的框架 API。

3、系统运行库

1)原生 C/C++ 库

许多核心 Android 系统组件和服务（例如 ART 和 HAL）构建自原生代码，需要以 C 和 C++ 编

写的原生

库。Android 平台提供 Java 框架 API 以向应用显示其中部分原生库的功能。例如，您可以通过

Android 框架的 Java OpenGL API 访问 OpenGL ES，以支持在应用中绘制和操作 2D 和 3D

图形。如果

开发的是需要 C 或 C++ 代码的应用，可以使用 Android NDK 直接从原生代码访问某些原生平

台库。

2)Android Runtime

对于运行 Android 5.0（API 级别 21）或更高版本的设备，每个应用都在其自己的进程中运行，

并且有

其自己的 Android Runtime (ART) 实例。ART 编写为通过执行 DEX 文件在低内存设备上运行

多个虚拟



机，DEX 文件是一种专为 Android 设计的字节码格式，经过优化，使用的内存很少。编译工具链

（例

如 Jack）将 Java 源代码编译为 DEX 字节码，使其可在 Android 平台上运行。

ART 的部分主要功能包括：

预先 (AOT) 和即时 (JIT) 编译

优化的垃圾回收 (GC)

更好的调试支持，包括专用采样分析器、详细的诊断异常和崩溃报告，并且能够设置监视点以监控

特定字段

在 Android 版本 5.0（API 级别 21）之前，Dalvik 是 Android Runtime。如果您的应用在

ART 上运行

效果很好，那么它应该也可在 Dalvik 上运行，但反过来不一定。

Android 还包含一套核心运行时库，可提供 Java API 框架使用的 Java 编程语言大部分功能，

包括一些

Java 8 语言功能。

4、硬件抽象层 (HAL)

硬件抽象层 (HAL) 提供标准界面，向更高级别的 Java API 框架显示设备硬件功能。HAL 包含多

个库模

块，其中每个模块都为特定类型的硬件组件实现一个界面，例如相机或蓝牙模块。当框架 API 要求

访问

设备硬件时，Android 系统将为该硬件组件加载库模块。

5、Linux 内核



Android 平台的基础是 Linux 内核。例如，Android Runtime (ART) 依靠 Linux 内核来执行

底层功能，

例如线程和低层内存管理。使用 Linux 内核可让 Android 利用主要安全功能，并且允许设备制造

商为著

名的内核开发硬件驱动程序。

对于 Android应用开发来说，最好能手绘下面的系统架构图：



2、View 的事件分发机制？滑动冲突怎么解决？

了解 Activity的构成

一个 Activity 包含了一个 Window 对象，这个对象是由 PhoneWindow 来实现的。PhoneWindow

将

DecorView 作为整个应用窗口的根 View，而这个 DecorView 又将屏幕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

TitleView，另一个是 ContentView，而我们平时所写的就是展示在 ContentView 中的。

触摸事件的类型

触摸事件对应的是 MotionEvent 类，事件的类型主要有如下三种：ACTION_DOWN

ACTION_MOVE(移动的距离超过一定的阈值会被判定为 ACTION_MOVE 操作)

ACTION_UP

View 事件分发本质就是对 MotionEvent 事件分发的过程。即当一个 MotionEvent 发生后，系统

将这个点

击事件传递到一个具体的 View 上。

事件分发流程

事件分发过程由三个方法共同完成：

dispatchTouchEvent：方法返回值为 true 表示事件被当前视图消费掉；返回为

super.dispatchTouchEvent 表示继续分发该事件，返回为 false 表示交给父类的 onTouchEvent

处理。

onInterceptTouchEvent：方法返回值为 true 表示拦截这个事件并交由自身的 onTouchEvent 方

法进行

消费；返回 false 表示不拦截，需要继续传递给子视图。如果 return

super.onInterceptTouchEvent(ev)， 事件拦截分两种情况:

1.如果该 View 存在子 View 且点击到了该子 View, 则不拦截, 继续分发



给子 View 处理, 此时相当于 return false。

2.如果该 View 没有子 View 或者有子 View 但是没有点击中子 View(此时 ViewGroup

相当于普通 View), 则交由该 View 的 onTouchEvent 响应，此时相当于 return true。

注意：一般的 LinearLayout、 RelativeLayout、FrameLayout 等 ViewGroup 默认不拦截， 而

ScrollView、ListView 等 ViewGroup 则可能拦截，得看具体情况。

onTouchEvent：方法返回值为 true 表示当前视图可以处理对应的事件；返回值为 false 表示当前

视图不

处理这个事件，它会被传递给父视图的 onTouchEvent 方法进行处理。如果 return

super.onTouchEvent(ev)，事件处理分为两种情况：

1.如果该 View 是 clickable 或者 longclickable 的,则会返回 true, 表示消费

了该事件, 与返回 true 一样;

2.如果该 View 不是 clickable 或者 longclickable 的,则会返回 false, 表示不

消费该事件,将会向上传递,与返回 false 一样。

注意：在 Android 系统中，拥有事件传递处理能力的类有以下三种：

Activity：拥有分发和消费两个方法。

ViewGroup：拥有分发、拦截和消费三个方法。

View：拥有分发、消费两个方法。

三个方法的关系用伪代码表示如下：

通过上面的伪代码，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点击事件的传递规则：对应一个根 ViewGroup 来说，点击事

件产

生后，首先会传递给它，这是它的 dispatchTouchEvent 就会被调用，如果这个 ViewGroup 的



onInterceptTouchEvent 方法返回 true 就表示它要拦截当前事件，接着事件就会交给这个

ViewGroup 处

理，这时如果它的 mOnTouchListener 被设置，则 onTouch 会被调用，否则 onTouchEvent 会

被调用。

public boolean dispatchTouchEvent(MotionEvent ev) {

boolean consume = false;

if (onInterceptTouchEvent(ev)) {

consume = onTouchEvent(ev);

} else {

coonsume = child.dispatchTouchEvent(ev);

}

return consume;

}在 onTouchEvent 中，如果设置了 mOnCLickListener，则 onClick 会被调用。只要 View 的

CLICKABLE 和

LONG_CLICKABLE 有一个为 true，onTouchEvent()就会返回 true 消耗这个事件。如果这个

ViewGroup

的 onInterceptTouchEvent 方法返回 false 就表示它不拦截当前事件，这时当前事件就会继续传递

给它的

子元素，接着子元素的 dispatchTouchEvent 方法就会被调用，如此反复直到事件被最终处理。

一些重要的结论：

1、事件传递优先级：onTouchListener.onTouch > onTouchEvent > onClickListener.onClick。

2、正常情况下，一个时间序列只能被一个 View 拦截且消耗。因为一旦一个元素拦截了此事件，那

么同

一个事件序列内的所有事件都会直接交给它处理（即不会再调用这个 View 的拦截方法去询问它是否

要拦

截了，而是把剩余的 ACTION_MOVE、ACTION_DOWN 等事件直接交给它来处理）。特例：通过

将重写



View 的 onTouchEvent 返回 false 可强行将事件转交给其他 View 处理。

3、如果 View 不消耗除 ACTION_DOWN 以外的其他事件，那么这个点击事件会消失，此时父元素

的

onTouchEvent 并不会被调用，并且当前 View 可以持续收到后续的事件，最终这些消失的点击事

件会传

递给 Activity 处理。

4、ViewGroup 默认不拦截任何事件（返回 false）。

5、View 的 onTouchEvent 默认都会消耗事件（返回 true），除非它是不可点击的（clickable 和

longClickable 同时为 false）。View 的 longClickable 属性默认都为 false，clickable 属性要分情

况，比如

Button 的 clickable 属性默认为 true，而 TextView 的 clickable 默认为 false。

6、View 的 enable 属性不影响 onTouchEvent 的默认返回值。

7、通过 requestDisallowInterceptTouchEvent 方法可以在子元素中干预父元素的事件分发过程，

但是

ACTION_DOWN 事件除外。



记住这个图的传递顺序,面试的时候能够画出来,就很详细了：

ACTION_CANCEL什么时候触发，触摸 button然后滑动到外部抬起会触发点

击事

件吗，再滑动回去抬起会么？

一般 ACTION_CANCEL 和 ACTION_UP 都作为 View 一段事件处理的结束。如果在父 View 中拦

截

ACTION_UP 或 ACTION_MOVE，在第一次父视图拦截消息的瞬间，父视图指定子视图不接受后续

消息了，同时子视图会收到 ACTION_CANCEL 事件。



如果触摸某个控件，但是又不是在这个控件的区域上抬起（移动到别的地方了），就会出现

action_cancel。

点击事件被拦截，但是想传到下面的 View，如何操作？

重写子类的 requestDisallowInterceptTouchEvent()方法返回 true 就不会执行父类的

onInterceptTouchEvent()，即可将点击事件传到下面的 View。

如何解决 View的事件冲突？举个开发中遇到的例子？

常见开发中事件冲突的有 ScrollView 与 RecyclerView 的滑动冲突、RecyclerView 内嵌同时滑动

同一方

向。

滑动冲突的处理规则：对于由于外部滑动和内部滑动方向不一致导致的滑动冲突，可以根据滑动的方

向判断谁来拦截事

件。

对于由于外部滑动方向和内部滑动方向一致导致的滑动冲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规定何时让外部

View 拦截事件，何时由内部 View 拦截事件。

对于上面两种情况的嵌套，相对复杂，可同样根据需求在业务上找到突破点。

滑动冲突的实现方法：

外部拦截法：指点击事件都先经过父容器的拦截处理，如果父容器需要此事件就拦截，否则就不拦

截。具体方法：需要重写父容器的 onInterceptTouchEvent 方法，在内部做出相应的拦截。

内部拦截法：指父容器不拦截任何事件，而将所有的事件都传递给子容器，如果子容器需要此事件

就直接消耗，否则就交由父容器进行处理。具体方法：需要配合

requestDisallowInterceptTouchEvent 方法。

加深理解，GOGOGO



3、View 的绘制流程？

DecorView被加载到Window中

从 Activity 的 startActivity 开始，最终调用到 ActivityThread 的 handleLaunchActivity 方法

来创建

Activity，首先，会调用 performLaunchActivity 方法，内部会执行 Activity 的 onCreate 方法，

从而

完成 DecorView 和 Activity 的创建。然后，会调用 handleResumeActivity，里面首先会调用

performResumeActivity 去执行 Activity 的 onResume()方法，执行完后会得到一个

ActivityClientRecord 对象，然后通过 r.window.getDecorView()的方式得到 DecorView，然后

会通

过 a.getWindowManager()得到 WindowManager，最终调用其 addView()方法将 DecorView

加进

去。

WindowManager 的实现类是 WindowManagerImpl，它内部会将 addView 的逻辑委托给

WindowManagerGlobal，可见这里使用了接口隔离和委托模式将实现和抽象充分解耦。在

WindowManagerGlobal 的 addView()方法中不仅会将 DecorView 添加到 Window 中，同时会

创建

ViewRootImpl 对象，并将 ViewRootImpl 对象和 DecorView 通过 root.setView()把 DecorView

加载

到 Window 中。这里的 ViewRootImpl 是 ViewRoot 的实现类，是连接 WindowManager 和

DecorView 的纽带。View 的三大流程均是通过 ViewRoot 来完成的。

了解绘制的整体流程



绘制会从根视图ViewRoot的performTraversals()方法开始，从上到下遍历整个视图树，每个View

控件

负责绘制自己，而 ViewGroup 还需要负责通知自己的子 View 进行绘制操作。

理解MeasureSpec

MeasureSpec 表示的是一个 32 位的整形值，它的高 2 位表示测量模式 SpecMode，低 30 位表示

某种测量

模式下的规格大小 SpecSize。MeasureSpec 是 View 类的一个静态内部类，用来说明应该如何测量

这个

View。它由三种测量模式，如下：

EXACTLY：精确测量模式，视图宽高指定为 match_parent 或具体数值时生效，表示父视图已经

决

定了子视图的精确大小，这种模式下 View 的测量值就是 SpecSize 的值。

AT_MOST：最大值测量模式，当视图的宽高指定为 wrap_content 时生效，此时子视图的尺寸可

以

是不超过父视图允许的最大尺寸的任何尺寸。

UNSPECIFIED：不指定测量模式, 父视图没有限制子视图的大小，子视图可以是想要的任何尺寸，

通常用于系统内部，应用开发中很少用到。

MeasureSpec 通过将 SpecMode 和 SpecSize 打包成一个 int 值来避免过多的对象内存分配，为了

方便操

作，其提供了打包和解包的方法，打包方法为makeMeasureSpec，解包方法为 getMode和 getSize。



普通 View 的 MeasureSpec 的创建规则如下：

对于 DecorView 而言，它的 MeasureSpec 由窗口尺寸和其自身的 LayoutParams 共同决定；对

于普通的

View，它的 MeasureSpec 由父视图的 MeasureSpec 和其自身的 LayoutParams 共同决定。

View绘制流程之Measure

首先，在 ViewGroup 中的 measureChildren()方法中会遍历测量 ViewGroup 中所有的 View，当

View 的可见性处于 GONE 状态时，不对其进行测量。

然后，测量某个指定的 View 时，根据父容器的 MeasureSpec 和子 View 的 LayoutParams 等信

息计

算子 View 的 MeasureSpec。

最后，将计算出的 MeasureSpec 传入 View 的 measure 方法，这里 ViewGroup 没有定义测量的

具体

过程，因为 ViewGroup 是一个抽象类，其测量过程的 onMeasure 方法需要各个子类去实现。不同

的 ViewGroup 子类有不同的布局特性，这导致它们的测量细节各不相同，如果需要自定义测量过

程，则子类可以重写这个方法。（setMeasureDimension 方法用于设置 View 的测量宽高，如果

View 没有重写 onMeasure 方法，则会默认调用 getDefaultSize 来获得 View 的宽高）

getSuggestMinimumWidth分析



如果 View 没有设置背景，那么返回 android:minWidth 这个属性所指定的值，这个值可以为 0；

如果

View 设置了背景，则返回 android:minWidth 和背景的最小宽度这两者中的最大值。

自定义 View时手动处理wrap_content时的情形

直接继承 View 的控件需要重写 onMeasure 方法并设置 wrap_content 时的自身大小，否则在布局

中使用

wrap_content 就相当于使用 match_parent。此时，可以在 wrap_content 的情况下（对应

MeasureSpec.AT_MOST）指定内部宽/高(mWidth 和 mHeight)。

LinearLayout的 onMeasure方法实现解析（这里仅分析measureVertical核心源码）

系统会遍历子元素并对每个子元素执行 measureChildBeforeLayout 方法，这个方法内部会调用子

元素

的 measure 方法，这样各个子元素就开始依次进入 measure 过程，并且系统会通过 mTotalLength

这个

变量来存储 LinearLayout 在竖直方向的初步高度。每测量一个子元素，mTotalLength 就会增加，

增加

的部分主要包括了子元素的高度以及子元素在竖直方向上的 margin 等。

在 Activity中获取某个 View的宽高

由于 View 的 measure 过程和 Activity 的生命周期方法不是同步执行的，如果 View 还没有测量完

毕，那么

获得的宽/高就是 0。所以在 onCreate、onStart、onResume 中均无法正确得到某个 View 的宽

高信息。

解决方式如下：



Activity/View#onWindowFocusChanged：此时 View 已经初始化完毕，当 Activity 的窗口得

到焦点

和失去焦点时均会被调用一次，如果频繁地进行 onResume 和 onPause，那么

onWindowFocusChanged 也会被频繁地调用。

view.post(runnable)： 通过 post 可以将一个 runnable 投递到消息队列的尾部，始化好了然后等

待

Looper 调用次 runnable 的时候，View 也已经初始化好了。

ViewTreeObserver#addOnGlobalLayoutListener：当 View 树的状态发生改变或者 View 树内

部的

View 的可见性发生改变时，onGlobalLayout 方法将被回调。View.measure(int

widthMeasureSpec, int heightMeasureSpec)：match_parent 时不知道

parentSize 的大小，测不出；具体数值时，直接 makeMeasureSpec 固定值，然后调用

view..measure 就可以了；wrap_content 时，在最大化模式下，用 View 理论上能支持的最大值

去

构造 MeasureSpec 是合理的。

View的绘制流程之 Layout

首先，会通过 setFrame 方法来设定 View 的四个顶点的位置，即 View 在父容器中的位置。然后，

会执行

到 onLayout 空方法，子类如果是 ViewGroup 类型，则重写这个方法，实现 ViewGroup 中所有

View 控件

布局流程。

LinearLayout的 onLayout方法实现解析（layoutVertical核心源码）



其中会遍历调用每个子 View 的 setChildFrame 方法为子元素确定对应的位置。其中的 childTop

会逐渐增

大，意味着后面的子元素会被放置在靠下的位置。

注意：在 View 的默认实现中，View 的测量宽/高和最终宽/高是相等的，只不过测量宽/高形成于

View 的

measure 过程，而最终宽/高形成于 View 的 layout 过程，即两者的赋值时机不同，测量宽/高的赋

值时机

稍微早一些。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则两者不相等：

重写 View 的 layout 方法,使最终宽度总是比测量宽/高大 100px。

View 需要多次 measure 才能确定自己的测量宽/高，在前几次测量的过程中，其得出的测量宽/高

有

可能和最终宽/高不一致，但最终来说，测量宽/高还是和最终宽/高相同。

View的绘制流程之 Draw

Draw的基本流程

绘制基本上可以分为六个步骤：

首先绘制 View 的背景；

如果需要的话，保持 canvas 的图层，为 fading 做准备；

然后，绘制 View 的内容；

接着，绘制 View 的子 View；

如果需要的话，绘制 View 的 fading 边缘并恢复图层；

最后，绘制 View 的装饰(例如滚动条等等)。

setWillNotDraw的作用



如果一个 View 不需要绘制任何内容，那么设置这个标记位为 true 以后，系统会进行相应的优化。

默认情况下，View 没有启用这个优化标记位，但是 ViewGroup 会默认启用这个优化标记位。

当我们的自定义控件继承于 ViewGroup 并且本身不具备绘制功能时，就可以开启这个标记位从而

便于系统进行后续的优化。

当明确知道一个 ViewGroup 需要通过 onDraw 来绘制内容时，我们需要显示地关闭

WILL_NOT_DRAW 这个标记位。

Requestlayout，onlayout，onDraw，DrawChild区别与联系？

requestLayout()方法 ：会导致调用 measure()过程 和 layout()过程，将会根据标志位判断是否

需要

ondraw。

onLayout()方法：如果该 View 是 ViewGroup 对象，需要实现该方法，对每个子视图进行布局。

onDraw()方法：绘制视图本身 (每个 View 都需要重载该方法，ViewGroup 不需要实现该方法)。

drawChild()：去重新回调每个子视图的 draw()方法。

invalidate() 和 postInvalidate()的区别 ？invalidate()与 postInvalidate()都用于

刷新 View，主要区别是 invalidate()在主线程中调用，若在子线程

中使用需要配合 handler；而 postInvalidate()可在子线程中直接调用。

更详细的内容请点击这里

4、跨进程通信。

Android中进程和线程的关系？区别？

线程是 CPU 调度的最小单元，同时线程是一种有限的系统资源；而进程一般指一个执行单元，在

PC 和移动设备上指一个程序或者一个应用。



一般来说，一个 App 程序至少有一个进程，一个进程至少有一个线程（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通

俗来讲就是，在 App 这个工厂里面有一个进程，线程就是里面的生产线，但主线程（即主生产线）

只有一条，而子线程（即副生产线）可以有多个。

进程有自己独立的地址空间，而进程中的线程共享此地址空间，都可以并发执行。

如何开启多进程？应用是否可以开启 N个进程？

在 AndroidManifest 中给四大组件指定属性 android:process 开启多进程模式，在内存允许的条

件下可以

开启 N 个进程。

为何需要 IPC？多进程通信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所有运行在不同进程的四大组件（Activity、Service、Receiver、ContentProvider）共享数据都

会失

败，这是由于 Android 为每个应用分配了独立的虚拟机，不同的虚拟机在内存分配上有不同的地址

空

间，这会导致在不同的虚拟机中访问同一个类的对象会产生多份副本。比如常用例子（通过开启多进

程

获取更大内存空间、两个或者多个应用之间共享数据、微信全家桶）。

一般来说，使用多进程通信会造成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静态成员和单例模式完全失效：独立的虚拟机造成。

线程同步机制完全失效：独立的虚拟机造成。

SharedPreferences 的可靠性下降：这是因为 Sp 不支持两个进程并发进行读写，有一定几率导致

数

据丢失。



Application 会多次创建：Android 系统在创建新的进程时会分配独立的虚拟机，所以这个过程其

实

就是启动一个应用的过程，自然也会创建新的 Application。

Android中 IPC方式、各种方式优缺点？

讲讲 AIDL？如何优化多模块都使用 AIDL的情况？

AIDL(Android Interface Defifinition Language，Android 接口定义语言)：如果在一个进程中

要调用另一

个进程中对象的方法，可使用 AIDL 生成可序列化的参数，AIDL 会生成一个服务端对象的代理类，

通过

它客户端可以实现间接调用服务端对象的方法。

AIDL 的本质是系统提供了一套可快速实现 Binder 的工具。关键类和方法：

AIDL 接口：继承 IInterface。

Stub 类：Binder 的实现类，服务端通过这个类来提供服务。

Proxy 类：服务端的本地代理，客户端通过这个类调用服务端的方法。



asInterface()：客户端调用，将服务端返回的 Binder 对象，转换成客户端所需要的 AIDL 接口类型

的对象。如果客户端和服务端位于同一进程，则直接返回 Stub 对象本身，否则返回系统封装后的

Stub.proxy 对象。

asBinder()：根据当前调用情况返回代理 Proxy 的 Binder 对象。

onTransact()：运行在服务端的 Binder 线程池中，当客户端发起跨进程请求时，远程请求会通过

系

统底层封装后交由此方法来处理。

transact()：运行在客户端，当客户端发起远程请求的同时将当前线程挂起。之后调用服务端的

onTransact()直到远程请求返回，当前线程才继续执行。

当有多个业务模块都需要 AIDL 来进行 IPC，此时需要为每个模块创建特定的 aidl 文件，那么相应

的

Service 就会很多。必然会出现系统资源耗费严重、应用过度重量级的问题。解决办法是建立 Binder

连

接池，即将每个业务模块的 Binder 请求统一转发到一个远程 Service 中去执行，从而避免重复创建

Service。

工作原理：每个业务模块创建自己的 AIDL 接口并实现此接口，然后向服务端提供自己的唯一标识和

其对

应的 Binder 对象。服务端只需要一个 Service 并提供一个 queryBinder 接口，它会根据业务模块

的特征来

返回相应的 Binder 对象，不同的业务模块拿到所需的 Binder 对象后就可以进行远程方法的调用了。

为什么选择 Binder？



为什么选用 Binder，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知道 Android 也是基于 Linux 内核，Linux 现有

的进程通

信手段有以下几种：

管道：在创建时分配一个 page 大小的内存，缓存区大小比较有限；

消息队列：信息复制两次，额外的 CPU 消耗；不合适频繁或信息量大的通信；

共享内存：无须复制，共享缓冲区直接附加到进程虚拟地址空间，速度快；但进程间的同步问题操

作系统无法实现，必须各进程利用同步工具解决；

套接字：作为更通用的接口，传输效率低，主要用于不同机器或跨网络的通信；

信号量：常作为一种锁机制，防止某进程正在访问共享资源时，其他进程也访问该资源。因此，主

要作为进程间以及同一进程内不同线程之间的同步手段。 不适用于信息交换，更适用于进程中断

控制，比如非法内存访问，杀死某个进程等；

既然有现有的 IPC 方式，为什么重新设计一套 Binder 机制呢。主要是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量：

1、效率：传输效率主要影响因素是内存拷贝的次数，拷贝次数越少，传输速率越高。从 Android

进程架构角度分析：对于消息队列、Socket 和管道来说，数据先从发送方的缓存区拷贝到内核开

辟的缓存区中，再从内核缓存区拷贝到接收方的缓存区，一共两次拷贝，如图：

而对于 Binder 来说，数据从发送方的缓存区拷贝到内核的缓存区，而接收方的缓存区与内核的缓存

区是



映射到同一块物理地址的，节省了一次数据拷贝的过程，如图：

共享内存不需要拷贝，Binder 的性能仅次于共享内存。

2、稳定性：上面说到共享内存的性能优于 Binder，那为什么不采用共享内存呢，因为共享内存需

要处理并发同步问题，容易出现死锁和资源竞争，稳定性较差。Socket 虽然是基于 C/S 架构的，但

是它主要是用于网络间的通信且传输效率较低。Binder 基于 C/S 架构 ，Server 端与 Client 端相

对独

立，稳定性较好。

3、安全性：传统 Linux IPC 的接收方无法获得对方进程可靠的 UID/PID，从而无法鉴别对方身份；

而Binder机制为每个进程分配了UID/PID，且在Binder通信时会根据UID/PID进行有效性检测。

Binder机制的作用和原理？

Linux 系统将一个进程分为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对于进程之间来说，用户空间的数据不可共享，内

核

空间的数据可共享，为了保证安全性和独立性，一个进程不能直接操作或者访问另一个进程，即

Android 的进程是相互独立、隔离的，这就需要跨进程之间的数据通信方式。普通的跨进程通信方

式一



般需要 2 次内存拷贝，如下图所示：

一次完整的 Binder IPC 通信过程通常是这样：

首先 Binder 驱动在内核空间创建一个数据接收缓存区。

接着在内核空间开辟一块内核缓存区，建立内核缓存区和内核中数据接收缓存区之间的映射关系，

以及内核中数据接收缓存区和接收进程用户空间地址的映射关系。

发送方进程通过系统调用 copyfromuser() 将数据 copy 到内核中的内核缓存区，由于内核缓存区

和接收进程的用户空间存在内存映射，因此也就相当于把数据发送到了接收进程的用户空间，这样

便完成了一次进程间的通信。



Binder框架中 ServiceManager的作用？

Binder 框架 是基于 C/S 架构的。由一系列的组件组成，包括 Client、Server、ServiceManager、

Binder 驱动，其中 Client、Server、Service Manager 运行在用户空间，Binder 驱动运行在内

核空

间。如下图所示：

Server&Client：服务器&客户端。在 Binder 驱动和 Service Manager 提供的基础设施上，进行



Client-Server 之间的通信。

ServiceManager（如同 DNS 域名服务器）服务的管理者，将 Binder 名字转换为 Client 中对该

Binder 的引用，使得 Client 可以通过 Binder 名字获得 Server 中 Binder 实体的引用。

Binder 驱动（如同路由器）：负责进程之间 binder 通信的建立，计数管理以及数据的传递交互等

底层支持。

最后，结合 Android 跨进程通信：图文详解 Binder 机制 的总结图来综合理解一下：

Binder 的完整定义

从进程间通信的角度看，Binder 是一种进程间通信的机制；



从 Server 进程的角度看，Binder 指的是 Server 中的 Binder 实体对象；

从 Client 进程的角度看，Binder 指的是 Binder 代理对象，是 Binder 实体对象的一个远程代

理;

从传输过程的角度看，Binder 是一个可以跨进程传输的对象；Binder 驱动会对这个跨越进程边界

的对象对一点点特殊处理，自动完成代理对象和本地对象之间的转换。

手写实现简化版 AMS（AIDL实现）

与 Binder 相关的几个类的职责:

IBinder：跨进程通信的 Base 接口，它声明了跨进程通信需要实现的一系列抽象方法，实现了这个

接口就说明可以进行跨进程通信，Client 和 Server 都要实现此接口。

IInterface：这也是一个 Base 接口，用来表示 Server 提供了哪些能力，是 Client 和 Server 通信

的协

议。

Binder：提供 Binder 服务的本地对象的基类，它实现了 IBinder 接口，所有本地对象都要继承这

个

类。

BinderProxy：在 Binder.java 这个文件中还定义了一个 BinderProxy 类，这个类表示 Binder

代理对

象它同样实现了 IBinder 接口，不过它的很多实现都交由 native 层处理。Client 中拿到的实际上是

这个代理对象。

Stub：这个类在编译 aidl 文件后自动生成，它继承自 Binder，表示它是一个 Binder 本地对象；它

是

一个抽象类，实现了 IInterface 接口，表明它的子类需要实现 Server 将要提供的具体能力（即 aidl



文件中声明的方法）。

Proxy：它实现了 IInterface 接口，说明它是 Binder 通信过程的一部分；它实现了 aidl 中声明的

方

法，但最终还是交由其中的 mRemote 成员来处理，说明它是一个代理对象，mRemote 成员实际

上就是 BinderProxy。

aidl 文件只是用来定义 C/S 交互的接口，Android 在编译时会自动生成相应的 Java 类，生成的类

中包含了

Stub 和 Proxy 静态内部类，用来封装数据转换的过程，实际使用时只关心具体的 Java 接口类即可。

为什

么 Stub 和 Proxy 是静态内部类呢？这其实只是为了将三个类放在一个文件中，提高代码的聚合性。

通过

上面的分析，我们其实完全可以不通过 aidl，手动编码来实现 Binder 的通信，下面我们通过编码来

实现

ActivityManagerService：

1、首先定义 IActivityManager 接口：

public interface IActivityManager extends IInterface {

//binder描述符

String DESCRIPTOR = "android.app.IActivityManager";

//方法编号

int TRANSACTION_startActivity = IBinder.FIRST_CALL_TRANSACTION + 0;

//声明一个启动 activity的方法，为了简化，这里只传入 intent参数

int startActivity(Intent intent) throws RemoteException;

}

2、然后，实现 ActivityManagerService 侧的本地 Binder 对象基类：

// 名称随意，不一定叫 Stub

public abstract class ActivityManagerNative extends Binder implements

IActivityManager {

public static IActivityManager asInterface(IBinder obj) {



if (obj == null) {

return null;

}

IActivityManager in = (IActivityManager)

obj.queryLocalInterface(IActivityManager.DESCRIPTOR);

if (in != null) {

return in;

}

//代理对象，见下面的代码

return new ActivityManagerProxy(obj);

}

@Override

public IBinder asBinder() {

return this;

}

@Override

protected boolean onTransact(int code, Parcel data, Parcel reply, int flags)

throws RemoteException {

switch (code) {

// 获取 binder描述符 case INTERFACE_TRANSACTION:

reply.writeString(IActivityManager.DESCRIPTOR);

return true;

// 启动 activity，从 data中反序列化出 intent参数后，直接调用子类 startActivity

方法启动 activity。

case IActivityManager.TRANSACTION_startActivity:

data.enforceInterface(IActivityManager.DESCRIPTOR);

Intent intent = Intent.CREATOR.createFromParcel(data);

int result = this.startActivity(intent);

reply.writeNoException();

reply.writeInt(result);

return true;

}

return super.onTransact(code, data, reply, flags);

}

}

3、接着，实现 Client 侧的代理对象：

public class ActivityManagerProxy implements IActivityManager {

private IBinder mRemote;

public ActivityManagerProxy(IBinder remote) {

mRemote = remote;

}

@Override

public IBinder asBinder() {



return mRemote;

}

@Override

public int startActivity(Intent intent) throws RemoteException {

Parcel data = Parcel.obtain();

Parcel reply = Parcel.obtain();

int result;

try {

// 将 intent参数序列化，写入 data中

intent.writeToParcel(data, 0);

// 调用 BinderProxy对象的 transact方法，交由 Binder驱动处理。

mRemote.transact(IActivityManager.TRANSACTION_startActivity, data,

reply, 0);

reply.readException();

// 等待 server执行结束后，读取执行结果

result = reply.readInt();

} finally {

data.recycle();

reply.recycle();

}

return result;

}

}

4、最后，实现 Binder 本地对象（IActivityManager 接口）：简化版的 ActivityManagerService

到这里就已经实现了，剩下就是 Client 只需要获取到 AMS 的代理对象

IActivityManager 就可以通信了。

请按顺序仔细阅读下列文章提升对 Binder 机制的理解程度：

写给 Android 应用工程师的 Binder 原理剖析

Binder 学习指南

Binder 设计与实现

老罗 Binder 机制分析系列或 Android 系统源代码情景分析 Binder 章节

5、Android 系统启动流程是什么？（提示：init 进

程 -> Zygote 进程



–> SystemServer进程 –> 各种系统服务 –> 应用

进程）

Android 系统启动的核心流程如下：

1、启动电源以及系统启动：当电源按下时引导芯片从预定义的地方（固化在 ROM）开始执行，加

载引导程序 BootLoader 到 RAM，然后执行。

2、引导程序 BootLoader：BootLoader 是在 Android 系统开始运行前的一个小程序，主要用于

把

系统 OS 拉起来并运行。

3、Linux内核启动：当内核启动时，设置缓存、被保护存储器、计划列表、加载驱动。当其完成

系统设置时，会先在系统文件中寻找 init.rc 文件，并启动 init 进程。

4、init进程启动：初始化和启动属性服务，并且启动 Zygote 进程。

5、Zygote进程启动：创建 JVM 并为其注册 JNI 方法，创建服务器端 Socket，启动 SystemServer

进

程。

6、SystemServer进程启动：启动 Binder 线程池和 SystemServiceManager，并且启动各种系

统

服务。

7、Launcher启动：被 SystemServer 进程启动的 AMS 会启动 Launcher，Launcher 启动后会

将已

安装应用的快捷图标显示到系统桌面上。

需要更详细的分析请查看以下系列文章：

Android 系统启动流程之 init 进程启动



Android 系统启动流程之 Zygote 进程启动

Android 系统启动流程之 SystemServer 进程启动

Android 系统启动流程之 Launcher 进程启动

6、启动一个程序，可以主界面点击图标进入，也可

以从一个程序中

跳转过去，二者有什么区别？

是因为启动程序（主界面也是一个 app），发现了在这个程序中存在一个设置为的 activity,

所以这个 launcher 会把 icon 提出来，放在主界面上。当用户点击 icon 的时候，发出一个 Intent：

public class ActivityManagerService extends ActivityManagerNative {

@Override

public int startActivity(Intent intent) throws RemoteException {

// 启动 activity

return 0;

}

}跳过去可以跳到任意允许的页面，如一个程序可以下载，那么真正下载的页面可能不是首页（也有

可能

是首页），这时还是构造一个 Intent，startActivity。这个 intent 中的 action 可能有多种 view，

download 都有可能。系统会根据第三方程序向系统注册的功能，为你的 Intent 选择可以打开的程

序或

者页面。所以唯一的一点

不同的是从 icon 的点击启动的 intent 的 action 是相对单一的，从程序中跳转或者启动可能样式更

多一

些。本质是相同的。

7、AMS 家族重要术语解释。



1.ActivityManagerServices，简称 AMS，服务端对象，负责系统中所有 Activity 的生命周期。

2.ActivityThread，App 的真正入口。当开启 App 之后，调用 main()开始运行，开启消息循环队

列，这就

是传说的 UI 线程或者叫主线程。与 ActivityManagerService 一起完成 Activity 的管理工作。

3.ApplicationThread，用来实现 ActivityManagerServie 与 ActivityThread 之间的交互。在

ActivityManagerSevice 需要管理相关 Application 中的 Activity 的生命周期时，通过

ApplicationThread

的代理对象与 ActivityThread 通信。

4.ApplicationThreadProxy，是 ApplicationThread 在服务器端的代理，负责和客户端的

ApplicationThread 通信。AMS 就是通过该代理与 ActivityThread 进行通信的。

5.Instrumentation，每一个应用程序只有一个 Instrumetation 对象，每个 Activity 内都有一个

对该对象

的引用，Instrumentation 可以理解为应用进程的管家，ActivityThread 要创建或暂停某个

Activity 时，

都需要通过 Instrumentation 来进行具体的操作。

6.ActivityStack，Activity 在 AMS 的栈管理，用来记录经启动的 Activity 的先后关系，状态信息

等。通过

ActivtyStack 决定是否需要启动新的进程。

7.ActivityRecord，ActivityStack 的管理对象，每个 Acivity 在 AMS 对应一个 ActivityRecord，

来记录

Activity 状态以及其他的管理信息。其实就是服务器端的 Activit 对象的映像。



8.TaskRecord，AMS 抽象出来的一个“任务”的概念，是记录 ActivityRecord 的栈，一个“Task”

包含若干个

ActivityRecord。AMS 用 TaskRecord 确保 Activity 启动和退出的顺序。如果你清楚 Activity

的 4 种

launchMode，那么对这概念应该不陌生。

8、App 启动流程（Activity 的冷启动流程）。

点击应用图标后会去启动应用的 Launcher Activity，如果 Launcer Activity 所在的进程没有创建，

还会创

建新进程，整体的流程就是一个 Activity 的启动流程。

Activity 的启动流程图（放大可查看）如下所示：

Intent intent =

mActivity.getPackageManager().getLaunchIntentForPackage(packageName);

mActivity.startActivity(intent);整个流程涉及的主要角色有：



Instrumentation: 监控应用与系统相关的交互行为。

AMS：组件管理调度中心，什么都不干，但是什么都管。

ActivityStarter：Activity 启动的控制器，处理 Intent 与 Flag 对 Activity 启动的影响，具体说

来有：1

寻找符合启动条件的 Activity，如果有多个，让用户选择；2 校验启动参数的合法性；3 返回 int

参

数，代表 Activity 是否启动成功。

ActivityStackSupervisior：这个类的作用你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它用来管理任务栈。

ActivityStack：用来管理任务栈里的 Activity。

ActivityThread：最终干活的人，Activity、Service、BroadcastReceiver 的启动、切换、调度

等各

种操作都在这个类里完成。

注：这里单独提一下 ActivityStackSupervisior，这是高版本才有的类，它用来管理多个

ActivityStack，

早期的版本只有一个 ActivityStack 对应着手机屏幕，后来高版本支持多屏以后，就有了多个

ActivityStack，于是就引入了 ActivityStackSupervisior 用来管理多个 ActivityStack。

整个流程主要涉及四个进程：

调用者进程，如果是在桌面启动应用就是 Launcher 应用进程。

ActivityManagerService 等待所在的 System Server 进程，该进程主要运行着系统服务组件。

Zygote 进程，该进程主要用来 fork 新进程。

新启动的应用进程，该进程就是用来承载应用运行的进程了，它也是应用的主线程（新创建的进程

就是主线程），处理组件生命周期、界面绘制等相关事情。



有了以上的理解，整个流程可以概括如下：

1、点击桌面应用图标，Launcher 进程将启动 Activity（MainActivity）的请求以 Binder 的方式

发

送给了 AMS。

2、AMS 接收到启动请求后，交付 ActivityStarter 处理 Intent 和 Flag 等信息，然后再交给

ActivityStackSupervisior/ActivityStack 处理 Activity 进栈相关流程。同时以 Socket 方式请

求 Zygote

进程 fork 新进程。

3、Zygote 接收到新进程创建请求后 fork 出新进程。

4、在新进程里创建 ActivityThread 对象，新创建的进程就是应用的主线程，在主线程里开启

Looper消息循环，开始处理创建Activity。5、ActivityThread 利用 ClassLoader去加载 Activity、

创建 Activity 实例，并回调 Activity 的

onCreate()方法，这样便完成了 Activity 的启动。



最后，再看看另一幅启动流程图来加深理解：

9、ActivityThread 工作原理。

10、说下四大组件的启动过程，四大组件的启动与销

毁的方式。

广播发送和接收的原理了解吗？

继承 BroadcastReceiver，重写 onReceive()方法。

通过 Binder 机制向 ActivityManagerService 注册广播。

通过 Binder 机制向 ActivityMangerService 发送广播。

ActivityManagerService 查找符合相应条件的广播（IntentFilter/Permission）的

BroadcastReceiver，将广播发送到 BroadcastReceiver 所在的消息队列中。



BroadcastReceiver 所在消息队列拿到此广播后，回调它的 onReceive()方法。

11、AMS 是如何管理 Activity 的？

12、理解 Window 和 WindowManager。

1.Window 用于显示 View 和接收各种事件，Window 有三种型：应用 Window(每个 Activity 对

应一个

Window)、子 Widow(不能单独存在，附属于特定 Window)、系统 window(toast 和状态栏)

2.Window 分层级，应用 Window 在 1-99、子 Window 在 1000-1999、系统 Window 在

2000-

2999.WindowManager 提供了增改 View 的三个功能。

3.Window 是个抽象概念：每一个 Window 对应着一个 ViewRootImpl，Window 通过

ViewRootImpl 来和

View 建立联系，View 是 Window 存在的实体，只能通过 WindowManager 来访问 Window。

4.WindowManager 的实现是 WindowManagerImpl，其再委托 WindowManagerGlobal 来对

Window

进行操作，其中有四种 List 分别储存对应的 View、ViewRootImpl、

WindowManger.LayoutParams 和

正在被删除的 View。

5.Window 的实体是存在于远端的 WindowMangerService，所以增删改 Window 在本端是修改

上面的几

个 List 然后通过 ViewRootImpl 重绘 View，通过 WindowSession(每 Window 个对应一个)在远

端修改



Window。

6.Activity 创建 Window：Activity 会在 attach()中创建 Window 并设置其回调

(onAttachedToWindow()、

dispatchTouchEvent())，Activity 的 Window 是由 Policy 类创建 PhoneWindow 实现的。然后

通过

Activity#setContentView()调用 PhoneWindow 的 setContentView。

13、WMS 是如何管理 Window 的？

14、大体说清一个应用程序安装到手机上时发生了什

么？

APK 的安装流程如下所示：

复制 APK 到/data/app 目录下，解压并扫描安装包。



资源管理器解析 APK 里的资源文件。

解析 AndroidManifest 文件，并在/data/data/目录下创建对应的应用数据目录。

然后对 dex 文件进行优化，并保存在 dalvik-cache 目录下。

将 AndroidManifest 文件解析出的四大组件信息注册到 PackageManagerService 中。

安装完成后，发送广播。

15、Android 的打包流程？（即描述清点击 Android

Studio 的 build 按钮后发生了什么？）apk 里有哪

些东西？签名算法的原理？

apk打包流程 Android 的包文件 APK 分为两个部分：代码和资源，所以打包方面也分为资源打

包和代码打包两个方

面，下面就来分析资源和代码的编译打包原理。



APK 整体的的打包流程如下图所示：



具体说来：

通过 AAPT 工具进行资源文件（包括 AndroidManifest.xml、布局文件、各种 xml 资源等）的打

包，

生成 R.java 文件。通过 AIDL 工具处理 AIDL 文件，生成相应的 Java 文件。

通过 Java Compiler 编译 R.java、Java 接口文件、Java 源文件，生成.class 文件。

通过 dex 命令，将.class 文件和第三方库中的.class 文件处理生成 classes.dex，该过程主要完成 Java

字节码转换成 Dalvik 字节码，压缩常量池以及清除冗余信息等工作。

通过 ApkBuilder 工具将资源文件、DEX 文件打包生成 APK 文件。

通过 Jarsigner 工具，利用 KeyStore 对生成的 APK 文件进行签名。

如果是正式版的 APK，还会利用 ZipAlign 工具进行对齐处理，对齐的过程就是将 APK 文件中所有

的

资源文件距离文件的起始距位置都偏移 4 字节的整数倍，这样通过内存映射访问 APK 文件的速度会

更快，并且会减少其在设备上运行时的内存占用。

apk组成

dex：最终生成的 Dalvik 字节码。

res：存放资源文件的目录。

asserts：额外建立的资源文件夹。

lib：如果存在的话，存放的是 ndk 编出来的 so 库。

META-INF：存放签名信息

MANIFEST.MF（清单文件）：其中每一个资源文件都有一个 SHA-256-Digest 签名，

MANIFEST.MF 文件

的 SHA256（SHA1）并 base64 编码的结果即为 CERT.SF 中的 SHA256-Digest-Manifest 值。



CERT.SF（待签名文件）：除了开头处定义的 SHA256（SHA1）-Digest-Manifest 值，后面几

项的值是

对 MANIFEST.MF 文件中的每项再次 SHA256 并 base64 编码后的值。

CERT.RSA（签名结果文件）：其中包含了公钥、加密算法等信息。首先对前一步生成的

MANIFEST.MF

使用了 SHA256（SHA1）-RSA 算法，用开发者私钥签名，然后在安装时使用公钥解密。最后，

将其与未

加密的摘要信息（MANIFEST.MF 文件）进行对比，如果相符，则表明内容没有被修改。

androidManifest：程序的全局清单配置文件。

resources.arsc：编译后的二进制资源文件。

签名算法的原理
为什么要签名？

确保 Apk 来源的真实性。

确保 Apk 没有被第三方篡改。

什么是签名？

在 Apk 中写入一个“指纹”。指纹写入以后，Apk 中有任何修改，都会导致这个指纹无效，Android

系统在

安装 Apk 进行签名校验时就会不通过，从而保证了安全性。

数字摘要

对一个任意长度的数据，通过一个 Hash 算法计算后，都可以得到一个固定长度的二进制数据，这个

数

据就称为“摘要”。

补充：

散列算法的基础原理：将数据（如一段文字）运算变为另一固定长度值。



SHA-1：在密码学中，SHA-1（安全散列算法 1）是一种加密散列函数，它接受输入并产生一个

160

位（20 字节）散列值，称为消息摘要 。

MD5：MD5 消息摘要算法（英语：MD5 Message-Digest Algorithm），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密

码

散列函数，可以产生出一个 128 位（16 字节）的散列值（hash value），用于确保信息传输完整

一

致。

SHA-2：名称来自于安全散列算法 2（英语：Secure Hash Algorithm 2）的缩写，一种密码散

列函

数算法标准，其下又可再分为六个不同的算法标准，包括了：SHA-224、SHA-256、SHA-384、

SHA-512、SHA-512/224、SHA-512/256。

特征：

唯一性

固定长度：比较常用的 Hash 算法有 MD5 和 SHA1，MD5 的长度是 128 拉，SHA1 的长度是 160

位。

不可逆性

签名和校验的主要过程

签名就是在摘要的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加密，对摘要加密后的数据就可以当作数字签名。

签名过程：

1、计算摘要：通过 Hash 算法提取出原始数据的摘要。

2、计算签名：再通过基于密钥（私钥）的非对称加密算法对提取出的摘要进行加密，加密后的数

据就是签名信息。



3、写入签名：将签名信息写入原始数据的签名区块内。

校验过程：

1、首先用同样的 Hash 算法从接收到的数据中提取出摘要。

2、解密签名：使用发送方的公钥对数字签名进行解密，解密出原始摘要。

3、比较摘要：如果解密后的数据和提取的摘要一致，则校验通过；如果数据被第三方篡改过，解

密后的数据和摘要将会不一致，则校验不通过。

数字证书

如何保证公钥的可靠性呢？答案是数字证书，数字证书是身份认证机构（Certifificate Authority）

颁发

的，包含了以下信息：

证书颁发机构

证书颁发机构签名

证书绑定的服务器域名

证书版本、有效期

签名使用的加密算法（非对称算法，如 RSA）

公钥等

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先向 CA 验证证书的合法性，再进行签名校验。

注意：Apk 的证书通常是自签名的，也就是由开发者自己制作，没有向 CA 机构申请。Android 在

安装

Apk 时并没有校验证书本身的合法性，只是从证书中提取公钥和加密算法，这也正是对第三方 Apk

重新

签名后，还能够继续在没有安装这个 Apk 的系统中继续安装的原因。

keystore和证书格式



keystore 文件中包含了私钥、公钥和数字证书。根据编码不同，keystore 文件分为很多种，Android

使

用的是 Java 标准 keystore 格式 JKS(Java Key Storage)，所以通过 Android Studio 导出的

keystore 文件是

以.jks 结尾的。

keystore 使用的证书标准是 X.509，X.509 标准也有多种编码格式，常用的有两种：pem（Privacy

Enhanced Mail）和 der（Distinguished Encoding Rules）。jks 使用的是 der 格式，Android

也支持直

接使用 pem 格式的证书进行签名。

两种证书编码格式的区别：

DER（Distinguished Encoding Rules）

二进制格式，所有类型的证书和私钥都可以存储为 der 格式。

PEM（Privacy Enhanced Mail）base64 编码，内容以-----BEGIN xxx----- 开头，以

-----END xxx----- 结尾。

jarsigner和 apksigner的区别

Android 提供了两种对 Apk 的签名方式，一种是基于 JAR 的签名方式，另一种是基于 Apk 的签名

方式，它

们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的签名文件不一样：jarsigner 使用 keystore 文件进行签名；apksigner 除

了支持

使用 keystore 文件进行签名外，还支持直接指定 pem 证书文件和私钥进行签名。

在签名时，除了要指定 keystore文件和密码外，也要指定 alias和 key的密码，这是为什么呢？



keystore 是一个密钥库，也就是说它可以存储多对密钥和证书，keystore 的密码是用于保护

keystore 本

身的，一对密钥和证书是通过 alias 来区分的。所以 jarsigner 是支持使用多个证书对 Apk 进行签名

的，

apksigner 也同样支持。

Android Apk V1 签名原理

1、解析出 CERT.RSA 文件中的证书、公钥，解密 CERT.RSA 中的加密数据。

2、解密结果和 CERT.SF 的指纹进行对比，保证 CERT.SF 没有被篡改。

3、而 CERT.SF 中的内容再和 MANIFEST.MF 指纹对比，保证 MANIFEST.MF 文件没有被篡

改。

4、MANIFEST.MF 中的内容和 APK 所有文件指纹逐一对比，保证 APK 没有被篡改。

16、说下安卓虚拟机和 java 虚拟机的原理和不同点?

（JVM、 Davilk、ART 三者的原理和区别）

JVM 和 Dalvik虚拟机的区别

JVM:.java -> javac -> .class -> jar -> .jar

架构: 堆和栈的架构.

DVM:.java -> javac -> .class -> dx.bat -> .dex

架构: 寄存器(cpu 上的一块高速缓存)

Android2个虚拟机的区别（一个 5.0之前，一个 5.0之后）

什么是 Dalvik：Dalvik 是 Google 公司自己设计用于 Android 平台的 Java 虚拟机。Dalvik 虚拟

机是 Google



等厂商合作开发的Android移动设备平台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支持已转换为.dex(即Dalvik

Executable)格式的 Java 应用程序的运行，.dex 格式是专为 Dalvik 应用设计的一种压缩格式，适

合内存和

处理器速度有限的系统。Dalvik 经过优化，允许在有限的内存中同时运行多个虚拟机的实例，并且

每一

个 Dalvik 应用作为独立的 Linux 进程执行。独立的进程可以防止在虚拟机崩溃的时候所有程序都被

关

闭。

什么是 ART:Android 操作系统已经成熟，Google 的 Android 团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一些底层组

件，其中

之一是负责应用程序运行的 Dalvik 运行时。Google 开发者已经花了两年时间开发更快执行效率更高

更省

电的替代 ART 运行时。ART 代表 Android Runtime,其处理应用程序执行的方式完全不同于

Dalvik，

Dalvik 是依靠一个 Just-In-Time(JIT)编译器去解释字节码。开发者编译后的应用代码需要通过一

个解释器

在用户的设备上运行，这一机制并不高效，但让应用能更容易在不同硬件和架构上运行。ART 则完

全改

变了这套做法，在应用安装的时候就预编译字节码为机器语言，这一机制叫 Ahead-Of-Time(AOT)

编

译。在移除解释代码这一过程后，应用程序执行将更有效率，启动更快。

ART 优点：



系统性能的显著提升。

应用启动更快、运行更快、体验更流畅、触感反馈更及时。

更长的电池续航能力。

支持更低的硬件。ART 缺点：

更大的存储空间占用，可能会增加 10%-20%。

更长的应用安装时间。

17、安卓采用自动垃圾回收机制，请说下安卓内存管

理的原理？

18、Android 中 App 是如何沙箱化的,为何要这么做？

19、一个图片在 app 中调用 R.id 后是如何找到的？

20、JNI

Java调用 C++

在 Java 中声明 Native 方法（即需要调用的本地方法）

编译上述 Java 源文件 javac（得到 .class 文件） 3。 通过 javah 命令导出 JNI 的头文件（.h 文

件）

使用 Java 需要交互的本地代码 实现在 Java 中声明的 Native 方法

编译.so 库文件

通过 Java 命令执行 Java 程序，最终实现 Java 调用本地代码

C++调用 Java

从 classpath 路径下搜索 ClassMethod 这个类，并返回该类的 Class 对象。



获取类的默认构造方法 ID。

查找实例方法的 ID。

创建该类的实例。

调用对象的实例方法。

JNIEXPORT void JNICALL

Java_com_study_jnilearn_AccessMethod_callJavaInstaceMethod

(JNIEnv *env, jclass cls)

{

jclass clazz = NULL;

jobject jobj = NULL;

jmethodID mid_construct = NULL;

jmethodID mid_instance = NULL;

jstring str_arg = NULL;

// 1、从 classpath路径下搜索 ClassMethod这个类，并返回该类的 Class对象

clazz = (*env)->FindClass(env, "com/study/jnilearn/ClassMethod");

if (clazz == NULL) {

printf("找不到'com.study.jnilearn.ClassMethod'这个类");

return;

}

// 2、获取类的默认构造方法 ID

mid_construct = (*env)->GetMethodID(env,clazz, "<init>","()V");

if (mid_construct == NULL) {

printf("找不到默认的构造方法");

return;

}

// 3、查找实例方法的 ID

mid_instance = (*env)->GetMethodID(env, clazz, "callInstanceMethod", "

(Ljava/lang/String;I)V");

如何在 jni中注册 native函数，有几种注册方式？

21、请介绍一下 NDK？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九）Android

优秀三方库源码 含 参考答案

1.网络底层框架：OkHttp 实现原理



这个库是做什么用的？

网络底层库，它是基于 http 协议封装的一套请求客户端，虽然它也可以开线程，但根本上它更偏向

真正

的请求，跟 HttpClient, HttpUrlConnection 的职责是一样的。其中封装了网络请求 get、post

等底层操

作的实现。

为什么要在项目中使用这个库？

OkHttp 提供了对最新的 HTTP 协议版本 HTTP/2 和 SPDY 的支持，这使得对同一个主机发出

的所

有请求都可以共享相同的套接字连接。

如果 HTTP/2 和 SPDY 不可用，OkHttp 会使用连接池来复用连接以提高效率。

OkHttp 提供了对 GZIP 的默认支持来降低传输内容的大小。

OkHttp 也提供了对 HTTP 响应的缓存机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网络请求。

当网络出现问题时，OkHttp 会自动重试一个主机的多个 IP 地址。

这个库都有哪些用法？对应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get、post 请求、上传文件、上传表单等等。

这个库的优缺点是什么，跟同类型库的比较？

优点：在上面

if (mid_instance == NULL) {

return;

}

// 4、创建该类的实例

jobj = (*env)->NewObject(env,clazz,mid_construct);

if (jobj == NULL) {

printf("在 com.study.jnilearn.ClassMethod类中找不到 callInstanceMethod方

法");

return;

}

// 5、调用对象的实例方法

str_arg = (*env)->NewStringUTF(env,"我是实例方法");



(*env)->CallVoidMethod(env,jobj,mid_instance,str_arg,200);

// 删除局部引用

(*env)->DeleteLocalRef(env,clazz);

(*env)->DeleteLocalRef(env,jobj);

(*env)->DeleteLocalRef(env,str_arg);

}缺点：使用的时候仍然需要自己再做一层封装。

这个库的核心实现原理是什么？如果让你实现这个库的某些核心功能，你会考虑怎么去实现？

OkHttp 内部的请求流程：使用 OkHttp 会在请求的时候初始化一个 Call 的实例，然后执行它的

execute()

方法或 enqueue()方法，内部最后都会执行到 getResponseWithInterceptorChain()方法，这个方

法里

面通过拦截器组成的责任链，依次经过用户自定义普通拦截器、重试拦截器、桥接拦截器、缓存拦截

器、连接拦截器和用户自定义网络拦截器以及访问服务器拦截器等拦截处理过程，来获取到一个响应

并

交给用户。其中，除了 OKHttp 的内部请求流程这点之外，缓存和连接这两部分内容也是两个很重

要的

点，掌握了这 3 点就说明你理解了 OkHttp。

各个拦截器的作用：

interceptors：用户自定义拦截器

retryAndFollowUpInterceptor：负责失败重试以及重定向

BridgeInterceptor：请求时，对必要的 Header 进行一些添加，接收响应时，移除必要的 Header

CacheInterceptor：负责读取缓存直接返回（根据请求的信息和缓存的响应的信息来判断是否存

在缓存可用）、更新缓存

ConnectInterceptor：负责和服务器建立连接

ConnectionPool：



1、判断连接是否可用，不可用则从 ConnectionPool 获取连接，ConnectionPool 无连接，创建新

连

接，握手，放入 ConnectionPool。

2、它是一个 Deque，add 添加 Connection，使用线程池负责定时清理缓存。

3、使用连接复用省去了进行 TCP 和 TLS 握手的一个过程。

networkInterceptors：用户定义网络拦截器

CallServerInterceptor：负责向服务器发送请求数据、从服务器读取响应数据

你从这个库中学到什么有价值的或者说可借鉴的设计思想？

使用责任链模式实现拦截器的分层设计，每一个拦截器对应一个功能，充分实现了功能解耦，易维护。

手写拦截器？

网络请求缓存处理，okhttp如何处理网络缓存的？

HttpUrlConnection 和 okhttp关系？

Volley与 OkHttp的对比：

Volley：支持 HTTPS。缓存、异步请求，不支持同步请求。协议类型是 Http/1.0, Http/1.1，网

络传输使

用的是 HttpUrlConnection/HttpClient，数据读写使用的 IO。

OkHttp：支持 HTTPS。缓存、异步请求、同步请求。协议类型是 Http/1.0, Http/1.1, SPDY,

Http/2.0,

WebSocket，网络传输使用的是封装的 Socket，数据读写使用的 NIO（Okio）。

SPDY 协议类似于 HTTP，但旨在缩短网页的加载时间和提高安全性。SPDY 协议通过压缩、多路

复用和

优先级来缩短加载时间。



Okhttp 的子系统层级结构图如下所示：网络配置层：利用 Builder 模式配置各种参数，例如：超时

时间、拦截器等，这些参数都会由 Okhttp 分

发给各个需要的子系统。

重定向层：负责重定向。

Header 拼接层：负责把用户构造的请求转换为发送给服务器的请求，把服务器返回的响应转换为对

用

户友好的响应。

HTTP 缓存层：负责读取缓存以及更新缓存。

连接层：连接层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层级，它实现了网络协议、内部的拦截器、安全性认证，连接与连

接

池等功能，但这一层还没有发起真正的连接，它只是做了连接器一些参数的处理。

数据响应层：负责从服务器读取响应的数据。

在整个 Okhttp 的系统中，我们还要理解以下几个关键角色：

OkHttpClient：通信的客户端，用来统一管理发起请求与解析响应。

Call：Call 是一个接口，它是 HTTP 请求的抽象描述，具体实现类是 RealCall，它由 CallFactory

创建。

Request：请求，封装请求的具体信息，例如：url、header 等。

RequestBody：请求体，用来提交流、表单等请求信息。

Response：HTTP 请求的响应，获取响应信息，例如：响应 header 等。ResponseBody：HTTP

请求的响应体，被读取一次以后就会关闭，所以我们重复调用

responseBody.string()获取请求结果是会报错的。



Interceptor：Interceptor 是请求拦截器，负责拦截并处理请求，它将网络请求、缓存、透明压缩

等功

能都统一起来，每个功能都是一个 Interceptor，所有的 Interceptor 最 终连接成一个

Interceptor.Chain。典型的责任链模式实现。

StreamAllocation：用来控制 Connections 与 Streas 的资源分配与释放。

RouteSelector：选择路线与自动重连。

RouteDatabase：记录连接失败的 Route 黑名单。

自己去设计网络请求框架，怎么做？

从网络加载一个 10M的图片，说下注意事项？

http怎么知道文件过大是否传输完毕的响应？

谈谈你对WebSocket的理解？

WebSocket与 socket的区别？

2.网络封装框架：Retrofifit 实现原理

这个库是做什么用的？

Retrofifit 是一个 RESTful 的 HTTP 网络请求框架的封装。Retrofifit 2.0 开始内置 OkHttp，

前者专注于接

口的封装，后者专注于网络请求的高效。

为什么要在项目中使用这个库？

1、功能强大：

支持同步、异步

支持多种数据的解析 & 序列化格式

支持 RxJava

2、简洁易用：



通过注解配置网络请求参数

采用大量设计模式简化使用

3、可扩展性好：

功能模块高度封装

解耦彻底，如自定义 Converters

这个库都有哪些用法？对应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任何网络场景都应该优先选择，特别是后台 API 遵循 Restful API 设计风格 & 项目中使用到

RxJava。

这个库的优缺点是什么，跟同类型库的比较？

优点：在上面

缺点：扩展性差，高度封装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如果服务器不能给出统一的 API 形式，会很难处

理。

这个库的核心实现原理是什么？如果让你实现这个库的某些核心功能，你会考虑怎么去实现？

Retrofifit 主要是在 create 方法中采用动态代理模式（通过访问代理对象的方式来间接访问目标对

象）实

现接口方法，这个过程构建了一个 ServiceMethod 对象，根据方法注解获取请求方式，参数类型和

参数

注解拼接请求的链接，当一切都准备好之后会把数据添加到 Retrofifit 的 RequestBuilder 中。然后

当我们

主动发起网络请求的时候会调用 okhttp 发起网络请求，okhttp 的配置包括请求方式，URL 等在

Retrofifit

的 RequestBuilder 的 build()方法中实现，并发起真正的网络请求。你从这个库中学到什么有价值

的或者说可借鉴的设计思想？



内部使用了优秀的架构设计和大量的设计模式，在我分析过 Retrofifit 最新版的源码和大量优秀的

Retrofifit

源码分析文章后，我发现，要想真正理解 Retrofifit 内部的核心源码流程和设计思想，首先，需要对

它使

用到的九大设计模式有一定的了解，下面我简单说一说：

1、创建 Retrofifit 实例：

使用建造者模式通过内部 Builder 类建立了一个 Retroift 实例。

网络请求工厂使用了工厂方法模式。

2、创建网络请求接口的实例：

首先，使用外观模式统一调用创建网络请求接口实例和网络请求参数配置的方法。

然后，使用动态代理动态地去创建网络请求接口实例。

接着，使用了建造者模式 & 单例模式创建了 serviceMethod 对象。

再者，使用了策略模式对 serviceMethod 对象进行网络请求参数配置，即通过解析网络请求接口方

法的参数、返回值和注解类型，从 Retrofifit 对象中获取对应的网络的 url 地址、网络请求执行器、

网

络请求适配器和数据转换器。

最后，使用了装饰者模式 ExecuteCallBack 为 serviceMethod 对象加入线程切换的操作，便于接

受

数据后通过 Handler 从子线程切换到主线程从而对返回数据结果进行处理。

3、发送网络请求：

在异步请求时，通过静态 delegate 代理对网络请求接口的方法中的每个参数使用对应的

ParameterHanlder 进行解析。



4、解析数据

5、切换线程：

使用了适配器模式通过检测不同的 Platform 使用不同的回调执行器，然后使用回调执行器切换线

程，这里同样是使用了装饰模式。

6、处理结果

Android：主流网络请求开源库的对比（Android-Async-Http、Volley、OkHttp、Retrofifit）

https://www.jianshu.com/p/050c6db5af5a

3.响应式编程框架：RxJava 实现原理

RxJava 变换操作符 map flflatMap concatMap buffffer？

map：【数据类型转换】将被观察者发送的事件转换为另一种类型的事件。

flflatMap：【化解循环嵌套和接口嵌套】将被观察者发送的事件序列进行拆分 & 转换 后合并成一

个新的事件序列，最后再进行发送。

concatMap：【有序】与 flflatMap 的 区别在于，拆分 & 重新合并生成的事件序列 的顺序与被

观

察者旧序列生产的顺序一致。

buffffer：定期从被观察者发送的事件中获取一定数量的事件并放到缓存区中，然后把这些数据集合

打包发射。

RxJava中map和 flflatmap操作符的区别及底层实现

手写 rxjava遍历数组。

你认为 Rxjava的线程池与你们自己实现任务管理框架有什么区别？

4.图片加载框架：Glide 实现原理



这个库是做什么用的？Glide 是 Android 中的一个图片加载库，用于实现图片加载。

为什么要在项目中使用这个库？

1、多样化媒体加载：不仅可以进行图片缓存，还支持 Gif、WebP、缩略图，甚至是 Video。

2、通过设置绑定生命周期：可以使加载图片的生命周期动态管理起来。

3、高效的缓存策略：支持内存、Disk 缓存，并且 Picasso 只会缓存原始尺寸的图片，内 Glide 缓存

的是

多种规格，也就是 Glide 会根据你 ImageView 的大小来缓存相应大小的图片尺寸。

4、内存开销小：默认的 Bitmap 格式是 RGB_565 格式，而 Picasso 默认的是 ARGB_8888 格式，

内存开销

小一半。

这个库都有哪些用法？对应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1、图片加载：Glide.with(this).load(imageUrl).override(800,

800).placeholder().error().animate().into()。

2、多样式媒体加载：asBitamp、asGif。

3、生命周期集成。

4、可以配置磁盘缓存策略 ALL、NONE、SOURCE、RESULT。

这个库的优缺点是什么，跟同类型库的比较？

库比较大，源码实现复杂。

这个库的核心实现原理是什么？如果让你实现这个库的某些核心功能，你会考虑怎么去实现？

Glide&with：

1、初始化各式各样的配置信息（包括缓存，请求线程池，大小，图片格式等等）以及 glide 对象。

2、将 glide 请求和 application/SupportFragment/Fragment 的生命周期绑定在一块。

Glide&load：

设置请求 url，并记录 url 已设置的状态。



3、Glide&into：

1、首先根据转码类 transcodeClass 类型返回不同的 ImageViewTarget：

BitmapImageViewTarget、

DrawableImageViewTarget。

2、递归建立缩略图请求，没有缩略图请求，则直接进行正常请求。

3、如果没指定宽高，会根据 ImageView 的宽高计算出图片宽高，最终执行到 onSizeReay()方法

中的

engine.load()方法。

4、engine 是一个负责加载和管理缓存资源的类

常规三级缓存的流程：强引用->软引用->硬盘缓存

当我们的 APP 中想要加载某张图片时，先去 LruCache 中寻找图片，如果 LruCache 中有，则直接

取出来

使用，如果 LruCache 中没有，则去 SoftReference 中寻找（软引用适合当 cache，当内存吃紧的

时候才

会被回收。而 weakReference 在每次 system.gc（）就会被回收）（当 LruCache 存储紧张时，会

把最近

最少使用的数据放到 SoftReference 中），如果 SoftReference 中有，则从 SoftReference 中取

出图片使

用，同时将图片重新放回到 LruCache 中，如果 SoftReference 中也没有图片，则去硬盘缓存中中

寻找，

如果有则取出来使用，同时将图片添加到 LruCache 中，如果没有，则连接网络从网上下载图片。图

片



下载完成后，将图片保存到硬盘缓存中，然后放到 LruCache 中。

Glide 的三层缓存机制：Glide 缓存机制大致分为三层：内存缓存、弱引用缓存、磁盘缓存。

取的顺序是：内存、弱引用、磁盘。

存的顺序是：弱引用、内存、磁盘。

三层存储的机制在 Engine 中实现的。先说下 Engine 是什么？Engine 这一层负责加载时做管理内

存缓存

的逻辑。持有 MemoryCache、Map<Key, WeakReference<EngineResource<?>>>。通过 load

（）来

加载图片，加载前后会做内存存储的逻辑。如果内存缓存中没有，那么才会使用 EngineJob 这一层

来进

行异步获取硬盘资源或网络资源。EngineJob 类似一个异步线程或 observable。Engine 是一个全

局唯一

的，通过 Glide.getEngine()来获取。

需要一个图片资源，如果 Lrucache 中有相应的资源图片，那么就返回，同时从 Lrucache 中清除，

放到

activeResources 中。activeResources map 是盛放正在使用的资源，以弱引用的形式存在。同时

资源

内部有被引用的记录。如果资源没有引用记录了，那么再放回 Lrucache 中，同时从 activeResources

中

清除。如果 Lrucache中没有，就从 activeResources中找，找到后相应资源引用加1。如果 Lrucache

和

activeResources 中没有，那么进行资源异步请求（网络/diskLrucache），请求成功后，资源放到



diskLrucache 和 activeResources 中。

Glide源码机制的核心思想：

使用一个弱引用 map activeResources 来盛放项目中正在使用的资源。Lrucache 中不含有正在使

用的资

源。资源内部有个计数器来显示自己是不是还有被引用的情况，把正在使用的资源和没有被使用的资

源

分开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当 Lrucache 需要移除一个缓存时，会调用 resource.recycle()方法。注

意到

该方法上面注释写着只有没有任何 consumer 引用该资源的时候才可以调用这个方法。那么为什么

调用

resource.recycle()方法需要保证该资源没有任何 consumer 引用呢？glide 中 resource 定义的

recycle（）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不用的资源（假设是 bitmap 或 drawable）放到 bitmapPool 中。

bitmapPool 是一个 bitmap 回收再利用的库，在做 transform 的时候会从这个 bitmapPool 中拿

一个

bitmap 进行再利用。这样就避免了重新创建 bitmap，减少了内存的开支。而既然 bitmapPool 中

的

bitmap 会被重复利用，那么肯定要保证回收该资源的时候（即调用资源的 recycle（）时），要保

证该

资源真的没有外界引用了。这也是为什么 glide 花费那么多逻辑来保证 Lrucache 中的资源没有外界

引用

的原因。

你从这个库中学到什么有价值的或者说可借鉴的设计思想？

Glide 的高效的三层缓存机制，如上。



Glide如何确定图片加载完毕？

Glide使用什么缓存？

Glide内存缓存如何控制大小？

计算一张图片的大小

图片占用内存的计算公式：图片高度 * 图片宽度 * 一个像素占用的内存大小。所以，计算图片占用

内存

大小的时候，要考虑图片所在的目录跟设备密度，这两个因素其实影响的是图片的宽高，android

会对

图片进行拉升跟压缩。

加载 bitmap过程（怎样保证不产生内存溢出）

由于 Android 对图片使用内存有限制，若是加载几兆的大图片便内存溢出。Bitmap 会将图片的所

有像素

（即长 x 宽）加载到内存中，如果图片分辨率过大，会直接导致内存 OOM，只有在 BitmapFactory

加载

图片时使用 BitmapFactory.Options 对相关参数进行配置来减少加载的像素。

BitmapFactory.Options 相关参数详解：

(1).Options.inPreferredConfifig 值来降低内存消耗。

比如：默认值 ARGB_8888 改为 RGB_565,节约一半内存。

(2).设置 Options.inSampleSize 缩放比例，对大图片进行压缩 。

(3).设置 Options.inPurgeable 和 inInputShareable：让系统能及时回收内存。

(4).使用 decodeStream 代替 decodeResource 等其他方法。

Android中软引用与弱引用的应用场景。

Java 引用类型分类：



在 Android 应用的开发中，为了防止内存溢出，在处理一些占用内存大而且生命周期较长的对象时

候，

可以尽量应用软引用和弱引用技术。

1、软/弱引用可以和一个引用队列（ReferenceQueue）联合使用，如果软引用所引用的对象被垃

圾回收器回收，Java 虚拟机就会把这个软引用加入到与之关联的引用队列中。利用这个队列可以

得知被回收的软/弱引用的对象列表，从而为缓冲器清除已失效的软 / 弱引用。

A：inPurgeable：设置为 True时，表示系统内存不足时可以被回收，设置为 False时，表示不能被回收。

B：inInputShareable：设置是否深拷贝，与 inPurgeable结合使用，inPurgeable为 false时，该参

数无意义。2、如果只是想避免 OOM 异常的发生，则可以使用软引用。如果对于应用的性能更在意，

想尽快

回收一些占用内存比较大的对象，则可以使用弱引用。

3、可以根据对象是否经常使用来判断选择软引用还是弱引用。如果该对象可能会经常使用的，就

尽量用软引用。如果该对象不被使用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可以用弱引用。

Android里的内存缓存和磁盘缓存是怎么实现的。

内存缓存基于 LruCache 实现，磁盘缓存基于 DiskLruCache 实现。这两个类都基于 Lru 算法和

LinkedHashMap 来实现。

LRU 算法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如下所示：

LRU 是 Least Recently Used 的缩写，最近最少使用算法，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的核心原则

是如果

一个数据在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到，那么它在将来被访问到的可能性也很小，则这类数据项会被优

先

淘汰掉。

LruCache原理



之前，我们会使用内存缓存技术实现，也就是软引用或弱引用，在 Android 2.3（APILevel 9）开

始，垃

圾回收器会更倾向于回收持有软引用或弱引用的对象，这让软引用和弱引用变得不再可靠。

其实 LRU 缓存的实现类似于一个特殊的栈，把访问过的元素放置到栈顶（若栈中存在，则更新至栈

顶；

若栈中不存在则直接入栈），然后如果栈中元素数量超过限定值，则删除栈底元素（即最近最少使用

的

元素）。

它的内部存在一个 LinkedHashMap 和 maxSize，把最近使用的对象用强引用存储在

LinkedHashMap

中，给出来 put 和 get 方法，每次 put 图片时计算缓存中所有图片的总大小，跟 maxSize 进行

比较，

大于 maxSize，就将最久添加的图片移除，反之小于 maxSize 就添加进来。

LruCache 的原理就是利用 LinkedHashMap 持有对象的强引用，按照 Lru 算法进行对象淘汰。具

体说来

假设我们从表尾访问数据，在表头删除数据，当访问的数据项在链表中存在时，则将该数据项移动到

表

尾，否则在表尾新建一个数据项。当链表容量超过一定阈值，则移除表头的数据。

详细来说就是 LruCache 中维护了一个集合 LinkedHashMap，该 LinkedHashMap 是以访问顺序

排序

的。当调用 put()方法时，就会在结合中添加元素，并调用 trimToSize()判断缓存是否已满，如果

满了就



用 LinkedHashMap 的迭代器删除队头元素，即近期最少访问的元素。当调用 get()方法访问缓存对

象

时，就会调用 LinkedHashMap 的 get()方法获得对应集合元素，同时会更新该元素到队尾。

LruCache put方法核心逻辑

在添加过缓存对象后，调用 trimToSize()方法，来判断缓存是否已满，如果满了就要删除近期最少

使用

的对象。trimToSize()方法不断地删除 LinkedHashMap 中队头的元素，即近期最少访问的，直到

缓存大

小小于最大值（maxSize）。

LruCache get方法核心逻辑

当调用 LruCache 的 get()方法获取集合中的缓存对象时，就代表访问了一次该元素，将会更新队列，

保

持整个队列是按照访问顺序排序的。

为什么会选择 LinkedHashMap 呢？

这跟 LinkedHashMap 的特性有关，LinkedHashMap 的构造函数里有个布尔参数 accessOrder，

当它为

true 时，LinkedHashMap 会以访问顺序为序排列元素，否则以插入顺序为序排序元素。

LinkedHashMap原理

LinkedHashMap 几乎和 HashMap 一样：从技术上来说，不同的是它定义了一个 Entry<K,V>

header，这个 header 不是放在 Table 里，它是额外独立出来的。LinkedHashMap 通过继承

hashMap 中的 Entry<K,V>,并添加两个属性 Entry<K,V> before,after,和 header 结合起来

组成一个双向



链表，来实现按插入顺序或访问顺序排序。DisLruCache原理

DiskLruCache 与 LruCache 原理相似，只是多了一个 journal 文件来做磁盘文件的管理，如下所

示：

注：这里的缓存目录是应用的缓存目录/data/data/pckagename/cache，未 root 的手机可以通

过以下命

令进入到该目录中或者将该目录整体拷贝出来：

我们来分析下这个文件的内容：

第一行：libcore.io.DiskLruCache，固定字符串。

第二行：1，DiskLruCache 源码版本号。

第三行：1，App 的版本号，通过 open()方法传入进去的。

第四行：1，每个 key 对应几个文件，一般为 1.

第五行：空行

第六行及后续行：缓存操作记录。

第六行及后续行表示缓存操作记录，关于操作记录，我们需要了解以下三点：

DIRTY 表示一个 entry 正在被写入。写入分两种情况，如果成功会紧接着写入一行 CLEAN 的记录；

如果

失败，会增加一行 REMOVE 记录。注意单独只有 DIRTY 状态的记录是非法的。

当手动调用 remove(key)方法的时候也会写入一条 REMOVE 记录。

READ 就是说明有一次读取的记录。

CLEAN 的后面还记录了文件的长度，注意可能会一个 key 对应多个文件，那么就会有多个数字。

Bitmap 压缩策略

加载 Bitmap 的方式：



BitmapFactory 四类方法：

decodeFile( 文件系统 )

decodeResourece( 资源 )

decodeStream( 输入流 )

decodeByteArray( 字节数 )

BitmapFactory.options 参数:

inSampleSize 采样率，对图片高和宽进行缩放，以最小比进行缩放（一般取值为 2 的指数）。通

常是根据图片宽高实际的大小/需要的宽高大小，分别计算出宽和高的缩放比。但应该取其中最小

的缩放比，避免缩放图片太小，到达指定控件中不能铺满，需要拉伸从而导致模糊。

libcore.io.DiskLruCache

1

1

1

DIRTY 1517126350519

CLEAN 1517126350519 5325928

REMOVE 1517126350519

//进入/data/data/pckagename/cache目录

adb shell

run-as com.your.packagename

cp /data/data/com.your.packagename/

//将/data/data/pckagename目录拷贝出来

adb backup -noapk com.your.packagenameinJustDecodeBounds 获取图片的宽高信息，交给

inSampleSize 参数选择缩放比。通过

inJustDecodeBounds = true，然后加载图片就可以实现只解析图片的宽高信息，并不会真正的加

载图片，所以这个操作是轻量级的。当获取了宽高信息，计算出缩放比后，然后在将

inJustDecodeBounds = false,再重新加载图片，就可以加载缩放后的图片。

高效加载 Bitmap 的流程:

1、将 BitmapFactory.Options 的 inJustDecodeBounds 参数设为 true 并加载图片



2、从 BitmapFactory.Options 中取出图片原始的宽高信息，对应于 outWidth 和 outHeight

参数

3、根据采样率规则并结合目标 view 的大小计算出采样率 inSampleSize

4、将 BitmapFactory.Options 的 inJustDecodeBounds 设置为 false 重新加载图片

Bitmap的处理：

当使用 ImageView 的时候，可能图片的像素大于 ImageView，此时就可以通过

BitmapFactory.Option 来

对图片进行压缩，inSampleSize 表示缩小 2^(inSampleSize-1)倍。

BitMap 的缓存：

1.使用 LruCache 进行内存缓存。

2.使用 DiskLruCache 进行硬盘缓存。

实现一个 ImageLoader的流程

同步异步加载、图片压缩、内存硬盘缓存、网络拉取

1.同步加载只创建一个线程然后按照顺序进行图片加载

2.异步加载使用线程池，让存在的加载任务都处于不同线程

3.为了不开启过多的异步任务，只在列表静止的时候开启图片加载

具体为：

1、ImageLoader 作为一个单例，提供了加载图片到指定控件的方法：直接从内存缓存中获取对

象，如果没有则用一个 ThreadPoolExecutor 去执行 Runnable 任务来加载图片。

ThreadPoolExecutor 的创建需要指定核心线程数 CPU 数+1，最大线程数 CPU 数*2+1，线程闲

置超

市时长 10s,这几个关键数据，还可以加入 ThreadFactory 参数来创建定制化的线程。



2、ImageLoader 的具体实现 loadBitmap：先从内存缓存 LruCache 中加载，如果为空再从磁盘

缓

存中加载，加载成功后记得存入内存缓存，如果为空则从网络中直接下载输出流到磁盘缓存，然后

再从磁盘中加载，如果为空并且磁盘缓存没有被创建的话，直接通过 BitmapFactory 的

decodeStream 获取网络请求的输入流获取 Bitmap 对象。

3、v4 包的 LruCache 可以兼容到 2.2 版本，LruCache 采用 LinkedHashMap 存储缓存对象。创

建对

象只需要提供缓存容量并重写 sizeOf 方法：作用是计算缓存对象的大小。有时需要重写

entryRemoved 方法，用于回收一些资源。

4、DiskLruCache 通过 open 方法创建，设置缓存路径，缓存容量。缓存添加通过 Editor 对象创

建

输出流，下载资源到输出流完成后，commit，如果失败则 abort 撤回。然后刷新磁盘缓存。缓存

查找通过 Snapshot 对象获取输入流，获取 FileDescriptor，通过 FileDescriptor 解析出 Bitmap

对

象。

5、列表中需要加载图片的时候，当列表在滑动中不进行图片加载，当滑动停止后再去加载图片。

Bitmap在 decode的时候申请的内存如何复用，释放时机

图片库对比

http://stackoverflflow.com/questions/29363321/picasso-v-s-imageloader-v-s-fresc

o-vs-glidehttp://www.trinea.cn/android/android-image-cache-compare/

Fresco与 Glide的对比：

Glide：相对轻量级，用法简单优雅，支持 Gif 动态图，适合用在那些对图片依赖不大的 App 中。



Fresco：采用匿名共享内存来保存图片，也就是 Native 堆，有效的的避免了 OOM，功能强大，但

是库

体积过大，适合用在对图片依赖比较大的 App 中。

Fresco 的整体架构如下图所示：DraweeView：继承于 ImageView，只是简单的读取 xml 文件的

一些属性值和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图

层管理交由 Hierarchy 负责，图层数据获取交由负责。

DraweeHierarchy：由多层 Drawable 组成，每层 Drawable 提供某种功能（例如：缩放、圆角）。

DraweeController：控制数据的获取与图片加载，向 pipeline 发出请求，并接收相应事件，并根

据不同

事件控制 Hierarchy，从 DraweeView 接收用户的事件，然后执行取消网络请求、回收资源等操作。

DraweeHolder：统筹管理 Hierarchy 与 DraweeHolder。

ImagePipeline：Fresco 的核心模块，用来以各种方式（内存、磁盘、网络等）获取图像。

Producer/Consumer：Producer 也有很多种，它用来完成网络数据获取，缓存数据获取、图片解

码等

多种工作，它产生的结果由 Consumer 进行消费。

IO/Data：这一层便是数据层了，负责实现内存缓存、磁盘缓存、网络缓存和其他 IO 相关的功能。

纵观整个 Fresco 的架构，DraweeView 是门面，和用户进行交互，DraweeHierarchy 是视图层级，

管理

图层，DraweeController 是控制器，管理数据。它们构成了整个 Fresco 框架的三驾马车。当然还

有我们

幕后英雄 Producer，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它干的，最佳劳模

理解了 Fresco 整体的架构，我们还有了解在这套矿建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几个关键角色，如下所示：



Supplier：提供一种特定类型的对象，Fresco 里有很多以 Supplier 结尾的类都实现了这个接口。

SimpleDraweeView：这个我们就很熟悉了，它接收一个 URL，然后调用 Controller 去加载图片。

该类

继承于 GenericDraweeView，GenericDraweeView 又继承于 DraweeView，DraweeView 是

Fresco 的顶

层 View 类。

PipelineDraweeController：负责图片数据的获取与加载，它继承于AbstractDraweeController，

由

PipelineDraweeControllerBuilder 构建而来。AbstractDraweeController 实现了

DraweeController 接

口，DraweeController 是 Fresco 的数据大管家，所以的图片数据的处理都是由它来完成的。

GenericDraweeHierarchy：负责 SimpleDraweeView 上的图层管理，由多层 Drawable 组成，

每层

Drawable 提供某种功能（例如：缩放、圆角），该类由 GenericDraweeHierarchyBuilder 进行

构建，

该构建器 将 placeholderImage、retryImage、failureImage、progressBarImage、background、

overlays 与 pressedStateOverlay 等 xml 文件或者 Java 代码里设置的属性信息都传入

GenericDraweeHierarchy 中，由 GenericDraweeHierarchy 进行处理。

DraweeHolder：该类是一个 Holder 类，和 SimpleDraweeView 关联在一起，DraweeView 是

通过

DraweeHolder 来统一管理的。而 DraweeHolder 又是用来统一管理相关的 Hierarchy 与

Controller



DataSource：类似于 Java 里的 Futures，代表数据的来源，和 Futures 不同，它可以有多个 result。

DataSubscriber：接收 DataSource 返回的结果。

ImagePipeline：用来调取获取图片的接口。

Producer：加载与处理图片，它有多种实现，例如：NetworkFetcherProducer，

LocalAssetFetcherProducer，LocalFileFetchProducer。从这些类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是

干什

么的。 Producer 由 ProducerFactory 这个工厂类构建的，而且所有的 Producer 都是像 Java

的 IO 流那

样，可以一层嵌套一层，最终只得到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很精巧的设计

Consumer：用来接收 Producer 产生的结果，它与 Producer 组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模式。

注：Fresco 源码里的类的名字都比较长，但是都是按照一定的命令规律来的，例如：以 Supplier 结

尾的

类都实现了 Supplier 接口，它可以提供某一个类型的对象（factory, generator, builder, closure

等）。

以 Builder 结尾的当然就是以构造者模式创建对象的类。

Bitmap如何处理大图，如一张 30M的大图，如何预防 OOM?

http://blog.csdn.net/guolin_blog/article/details/9316683

https://blog.csdn.net/lmj623565791/article/details/493009890

使用 BitmapRegionDecoder 动态加载图片的显示区域。

Bitmap对象的理解

自己去实现图片库，怎么做？（对扩展开发，对修改封闭，同时又保持独立性，参考 Android源码

设计

模式解析实战的图片加载库案例即可）



写个图片浏览器，说出你的思路？

5.事件总线框架：EventBus 实现原理

6.内存泄漏检测框架：LeakCanary 实现原理

这个库是做什么用？

内存泄露检测框架。

为什么要在项目中使用这个库？

针对 Android Activity 组件完全自动化的内存泄漏检查，在最新的版本中，还加入了

android.app.fragment 的组件自动化的内存泄漏检测。

易用集成，使用成本低。

友好的界面展示和通知。

这个库都有哪些用法？对应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直接从 application 中拿到全局的 refWatcher 对象，在 Fragment 或其他组件的销毁回调中使用

refWatcher.watch(this)检测是否发生内存泄漏。

这个库的优缺点是什么，跟同类型库的比较？

检测结果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内存的释放和对象的生命周期有关也和 GC 的调度有关。

这个库的核心实现原理是什么？如果让你实现这个库的某些核心功能，你会考虑怎么去实现？

主要分为如下 7 个步骤：

1、RefWatcher.watch()创建了一个 KeyedWeakReference 用于去观察对象。

2、然后，在后台线程中，它会检测引用是否被清除了，并且是否没有触发 GC。

3、如果引用仍然没有被清除，那么它将会把堆栈信息保存在文件系统中的.hprof 文件里。

4、HeapAnalyzerService 被开启在一个独立的进程中，并且 HeapAnalyzer 使用了 HAHA 开源

库解

析了指定时刻的堆栈快照文件 heap dump。



5、从 heap dump 中，HeapAnalyzer 根据一个独特的引用 key 找到了 KeyedWeakReference，

并

且定位了泄露的引用。

6、HeapAnalyzer 为了确定是否有泄露，计算了到 GC Roots 的最短强引用路径，然后建立了导致

泄露的链式引用。

7、这个结果被传回到 app 进程中的 DisplayLeakService，然后一个泄露通知便展现出来了。

简单来说就是：

在一个 Activity 执行完 onDestroy()之后，将它放入 WeakReference 中，然后将这个

WeakReference 类型

的 Activity 对象与 ReferenceQueque 关联。这时再从 ReferenceQueque 中查看是否有该对象，

如果没

有，执行 gc，再次查看，还是没有的话则判断发生内存泄露了。最后用 HAHA 这个开源库去分析

dump

之后的 heap 内存（主要就是创建一个 HprofParser 解析器去解析出对应的引用内存快照文件

snapshot）。

流程图：源码分析中一些核心分析点：

AndroidExcludedRefs：它是一个 enum 类，它声明了 Android SDK 和厂商定制的 SDK 中存在

的内存泄

露的 case，根据 AndroidExcludedRefs 这个类的类名就可看出这些 case 都会被 Leakcanary 的

监测过滤

掉。

buildAndInstall()（即 install 方法）这个方法应该仅仅只调用一次。



debuggerControl : 判断是否处于调试模式，调试模式中不会进行内存泄漏检测。为什么呢？因为

在调

试过程中可能会保留上一个引用从而导致错误信息上报。

watchExecutor : 线程控制器，在 onDestroy() 之后并且主线程空闲时执行内存泄漏检测。

gcTrigger : 用于 GC，watchExecutor 首次检测到可能的内存泄漏，会主动进行 GC，GC 之后

会再检测

一次，仍然泄漏的判定为内存泄漏，最后根据 heapDump 信息生成相应的泄漏引用链。

gcTrigger 的 runGc()方法：这里并没有使用 System.gc()方法进行回收，因为 system.gc()并不会

每次都执

行。而是从 AOSP 中拷贝一段 GC 回收的代码，从而相比 System.gc()更能够保证进行垃圾回收的

工作。

Runtime.getRuntime().gc();

子线程延时 1000ms；

System.runFinalization();

install 方法内部最终还是调用了 application 的 registerActivityLifecycleCallbacks()方法，这样

就能够监

听 activity 对应的生命周期事件了。

在 RefWatcher#watch()中使用随机的 UUID 保证了每个检测对象对应的 key 的唯一性。

在 KeyedWeakReference 内部，使用了 key 和 name 标识了一个被检测的 WeakReference 对象。

在其构

造方法中将弱引用和引用队列 ReferenceQueue 关联起来，如果弱引用 reference 持有的对象被

GC 回



收，JVM 就会把这个弱引用加入到与之关联的引用队列 referenceQueue 中。即

KeyedWeakReference

持有的 Activity 对象如果被 GC 回收，该对象就会加入到引用队列 referenceQueue 中。

使用 Android SDK 的 API Debug.dumpHprofData() 来生成 hprof 文件。在

HeapAnalyzerService（类型为 IntentService 的 ForegroundService）的 runAnalysis()方法中，

为了

避免减慢 app 进程或占用内存，这里将 HeapAnalyzerService 设置在了一个独立的进程中。

你从这个库中学到什么有价值的或者说可借鉴的设计思想？

BlockCanary原理：

该组件利用了主线程的消息队列处理机制，应用发生卡顿，一定是在 dispatchMessage 中执行了耗

时操

作。我们通过给主线程的 Looper 设置一个 Printer，打点统计 dispatchMessage 方法执行的时间，

如果

超出阀值，表示发生卡顿，则 dump 出各种信息，提供开发者分析性能瓶颈。

7.依赖注入框架：ButterKnife 实现原理

ButterKnife 对性能的影响很小，因为没有使用使用反射，而是使用的 Annotation Processing

Tool(APT)，注解处理器，javac 中用于编译时扫描和解析 Java 注解的工具。在编译阶段执行的，

它的原

理就是读入 Java 源代码，解析注解，然后生成新的 Java 代码。新生成的 Java 代码最后被编译成

Java 字节

码，注解解析器不能改变读入的 Java 类，比如不能加入或删除 Java 方法。

AOP IOC 的好处以及在 Android 开发中的应用



8.依赖全局管理框架：Dagger2 实现原理

9.数据库框架：GreenDao 实现原理

数据库框架对比？

数据库的优化

数据库数据迁移问题

数据库索引的数据结构

平衡二叉树

1、非叶子节点只能允许最多两个子节点存在。

2、每一个非叶子节点数据分布规则为左边的子节点小当前节点的值，右边的子节点大于当前节点

的值(这里值是基于自己的算法规则而定的，比如 hash 值)。

3、树的左右两边的层级数相差不会大于 1。

使用平衡二叉树能保证数据的左右两边的节点层级相差不会大于 1.，通过这样避免树形结构由于删

除增

加变成线性链表影响查询效率，保证数据平衡的情况下查找数据的速度近于二分法查找。目前大部分

数据库系统及文件系统都采用 B-Tree 或其变种 B+Tree 作为索引结构

10.ARouter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十）Android

算法合集 含 参考答案

一.Hash

哈希表（Hash Table，也叫散列表），是根据关键码值 (Key-Value) 而直接进行

访问的数据结构。也就是说，它通过把关键码值映射到表中一个位置来访问记录，

以加快查找的速度。哈希表的实现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哈希函数和冲突解决。



哈希函数

哈希函数也叫散列函数，它对不同的输出值得到一个固定长度的消息摘要。理想

的哈希函数对于不同的输入应该产生不同的结构，同时散列结果应当具有同一性

（输出值尽量均匀）和雪崩效应（微小的输入值变化使得输出值发生巨大的变

化）。

冲突解决

开放地址法：以发生冲突的哈希地址为输入，通过某种哈希冲突函数得到

一个新的空闲的哈希地址的方法。有以下几种方式：

o 线性探查法：从发生冲突的地址开始，依次探查下一个地址，直到

找到一个空闲单元。

o 平 方 探 查 法 ： 设 冲 突 地 址 为 d0 ， 则 探 查 序 列 为 ：

d0+1^2,d0-1^2,d0+2^2...

拉链法：把所有的同义词用单链表链接起来。在这种方法下，哈希表每个

单元中存放的不再是元素本身，而是相应同义词单链表的头指针。HashMap

就是使用这种方法解决冲突的。



二.最小生成树算法

连通图：在无向图 G 中，若从顶点 i 到顶点 j 有路径，则称顶点 i 和顶点 j

是

连通的。若图 G 中任意两个顶点都连通，则称 G 为连通图。

生成树：一个连通图的生成树是该连通图的一个极小连通子图，它含有全部

顶点，但只有构成一个数的(n-1)条边。

最小生成树：对于一个带权连通无向图 G 中的不同生成树，各树的边上的 权

值之和最小。构造最小生成树的准则有三条：

o 必须只使用该图中的边来构造最小生成树。

o 必须使用且仅使用(n-1)条边来连接图中的 n 个顶点。

o 不能使用产生回路的边。



Prim 算法假设 G=(V,E)是一个具有 n 个顶点的带权连通无向图，T(U,TE)是 G

的最小生成树，

其中 U 是 T 的顶点集，TE 是 T 的边集，则由 G 构造从起始顶点 v 出发的

最小生

成树 T 的步骤为：

初始化 U={v}，以 v 到其他顶点的所有边为候选边(U 中所有点到其他顶点

的

边)。

重复以下步骤(n-1)次，使得其他(n-1)个顶点被加入到 U 中。

1. 从候选边中挑选权值最小的边加入 TE，设该边在 V-U(这里是集合减)中的顶

点

是 k，将 k 加入 U 中。

2. 2.考察当前 V-U 中的所有顶点 j，修改候选边，若边(k,j)的权值小于原来和顶

点 j 关联的候选边，则用(k,j)取代后者作为候选边。



Kruskal 算法

假设 G=(V,E)是一个具有 n 个顶点的带权连通无向图，T(U,TE)是 G 的最小生

成树，

其中 U 是 T 的顶点集，TE 是 T 的边集，则由 G 构造从起始顶点 v 出发的

最小生

成树 T 的步骤为：

置 U 的初始值等于 V(即包含 G 中的全部顶点)，TE 的初始值为空

将图 G 中的边按权值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选取，若选取的边未使生成树 T

形

成回路，则加入 TE，否则放弃，知道 TE 中包含(n-1)条边为止。

Kruskal 算法



假设 G=(V,E)是一个具有 n 个顶点的带权连通无向图，T(U,TE)是 G 的最小生

成树，

其中 U 是 T 的顶点集，TE 是 T 的边集，则由 G 构造从起始顶点 v 出发的

最小生

成树 T 的步骤为：

置 U 的初始值等于 V(即包含 G 中的全部顶点)，TE 的初始值为空

将图 G 中的边按权值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选取，若选取的边未使生成树 T

形

成回路，则加入 TE，否则放弃，知道 TE 中包含(n-1)条边为止。

三. 最短路径算法

Dijkstra —— 贪心算法

从一个顶点到其余顶点的最短路径

设 G=(V,E)是一个带权有向图，把图中顶点集合 V 分成两组，第 1 组为已求出

最

短路径的顶点（用 S 表示，初始时 S 只有一个源点，以后每求得一条最短路径

v,...k，就将 k 加到集合 S 中，直到全部顶点都加入 S）。第 2 组为其余未

确定

最短路径的顶点集合（用 U 表示），按最短路径长度的递增次序把第 2 组的

顶

点加入 S 中。

步骤：

1. 初始时，S 只包含源点，即`S={v}`，顶点 v 到自己的距离为 0。U 包含除 v 外的其他顶点，

v 到 U 中顶点 i 的距离为边上的权。2. 从 U 中选取一个顶点 u，顶点 v 到 u 的距离最小，然

后把顶点 u 加入 S 中。

3. 以顶点 u 为新考虑的中间点，修改 v 到 U 中各个点的距离。

4. 重复以上步骤知道 S 包含所有顶点。



Floyd —— 动态规划

Floyd 算法是解决任意两点间的最短路径的一种算法，可以正确处理有向图或负

权（但不可存在负权回路）的最短路径问题。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N^{3})$$，空间复杂度为 $$O(N^{2})$$

设 $$D_{i,j,k}$$ 为从 $$i$$ 到 $$j$$ 的只以 $$(1..k)$$ 集合中的节点为中间

节点的最短路径的长度。

$$ D_{i,j,k}=\begin{cases} D_{i,j,k-1} & 最短路径不经过 k\

D_{i,k,k-1}+D_{k,j,k-1}

& 最短路径经过 k \end{cases} $$

因此， $$D_{i,j,k}=min(D_{i,k,k-1}+D_{k,j,k-1},D_{i,j,k-1})$$。伪代码描述如下：

// let dist be a |V| × |V| array of minimum distances initialized to ∞

(infinity)

for each vertex v

dist[v][v] ← 0

for each edge (u,v)

dist[u][v] ← w(u,v) // the weight of the edge (u,v)

for k from 1 to |V|

for i from 1 to |V|

for j from 1 to |V|

if dist[i][j] > dist[i][k] + dist[k][j]

dist[i][j] ← dist[i][k] + dist[k][j]

end if

四. KMP 算法

KMP 算法解决的问题是字符匹配，这个算法把字符匹配的时间复杂度缩小到

O(m+n),而空间复杂度也只有 O(m),n 是 target 的长度，m 是 pattern 的长度。

部分匹配表（Next 数组）：表的作用是 让算法无需多次匹配 S 中的任何

字符。能够实现线性时间搜索的关键是 在不错过任何潜在匹配的情况下，



我们"预搜索"这个模式串本身并将其译成一个包含所有可能失配的位置

对应可以绕过最多无效字符的列表。

Next 数组（前缀和前缀的比较）：t 为模式串，j 为下标

o Next[0] = -1

o Next[j] = MAX{ k | 0 < k < j | " t0 t1 ... tk " = "t ( j-k ) t

( j-k+1 ) ... t( j-1 )" }

|i| 0| 1| 2| 3| 4| 5 |6| |--| | t[i]| A| B| C| D| A| B| D| |next[i]| -1| 0 |0 |0 |0 |1 |2|

NextVal 数组：是一种优化后的 Next 数组，是为了解决类似 aaaab 这种模

式 串 的 匹 配 ， 减 少 重 复 的 比 较 。 如 果 t[next[j]]=t[j] ：

nextval[j]=nextval[next[j]]，否则 nextval[j]=next[j]。

|i| 0| 1| 2| 3| 4| 5 |6| |--| | t | a| b| c| a| b| a |a| |next[j] | -1| 0 |0 |0 |1 |2 |1| |nextval[j] |

-1| 0 |0 |-1 |0 |2 |1|

在上面的表格中，t[next[4]]=t[4]=b，所以 nextval[4]=nextval[next[4]]=0

五.查找算法

ASL 由于查找算法的主要运算是关键字的比较，所以通常把查找过程中对关键

字的平

均比较次数（平均查找长度）作为衡量一个查找算法效率的标准。ASL= ∑(n,i=1)

Pi*Ci，其中 n 为元素个数，Pi 是查找第 i 个元素的概率，一般为 Pi=1/n，Ci 是

找到第 i 个元素所需比较的次数。

顺序查找

原理是让关键字与队列中的数从最后一个开始逐个比较，直到找出与给定关键字

相同的数为止，它的缺点是效率低下。时间复杂度 o(n)。



折半查找

折半查找要求线性表是有序表。搜索过程从数组的中间元素开始，如果中间元素

正好是要查找的元素，则搜索过程结束；如果某一特定元素大于或者小于中间元

素，则在数组大于或小于中间元素的那一半中查找，而且跟开始一样从中间元素

开始比较。如果在某一步骤数组为空，则代表找不到。这种搜索算法每一次比较

都使搜索范围缩小一半。折半搜索每次把搜索区域减少一半，时间复杂度为

O(log n)。

可以借助二叉判定树求得折半查找的平均查找长度：log2(n+1)-1。

折半查找在失败时所需比较的关键字个数不超过判定树的深度，n 个元素

的判定树的深度和 n 个元素的完全二叉树的深度相同 log2(n)+1。

public int binarySearchStandard(int[] num, int target){

int start = 0;

int end = num.length - 1;

while(start <= end){ //注意 1

int mid = start + ((end - start) >> 1);

if(num[mid] == target)

return mid;

else if(num[mid] > target){

end = mid - 1; //注意 2}

else{

start = mid + 1; //注意 3

}

}

return -1;

}

1.如果是 start < end，那么当 target 等于 num[num.length-1]时，会找不

到该值。

2.因为 num[mid] > target, 所以如果有 num[index] == target, index 一定

小于

mid，能不能写成 end = mid 呢？举例来说：num = {1, 2, 5, 7, 9}; 如果写成

end = mid，当循环到 start = 0, end = 0 时（即 num[start] = 1, num[end] =



1 时），mid 将永远等于 0，此时 end 也将永远等于 0，陷入死循环。也就

是说寻找 target = -2 时，程序将死循环。

3.因为 num[mid] < target, 所以如果有 num[index] == target, index 一定

大于

mid，能不能写成 start = mid 呢？举例来说：num = {1, 2, 5, 7, 9}; 如果写成

start = mid，当循环到 start = 3, end = 4 时（即 num[start] = 7, num[end] =

9 时），mid 将永远等于 3，此时 start 也将永远等于 3，陷入死循环。也就

是说寻找 target = 9 时，程序将死循环。

分块查找

分块查找又称索引顺序查找，它是一种性能介于顺序查找和折半查找之间的查找

方法。分块查找由于只要求索引表是有序的，对块内节点没有排序要求，因此

特别适合于节点动态变化的情况。

六.排序算法

常见排序算法

稳定排序：

冒泡排序 — O(n²)

插入排序 — O(n²)

桶排序 — O(n); 需要 O(k) 额外空间

归并排序 — O(nlogn); 需要 O(n) 额外空间

二叉排序树排序 — O(n log n) 期望时间; O(n²)最坏时间; 需要 O(n) 额外



空间

基数排序 — O(n·k); 需要 O(n) 额外空间

不稳定排序

选择排序 — O(n²)

希尔排序 — O(nlogn)

堆排序 — O(nlogn)

快速排序 — O(nlogn) 期望时间, O(n²) 最坏情况; 对于大的、乱数串行一

般相信是最快的已知排序

交换排序

冒泡排序

它重复地走访过要排序的数列，一次比较两个元素，如果他们的顺序错误就把他

们交换过来。走访数列的工作是重复地进行直到没有再需要交换，也就是说该数

列已经排序完成。

冒泡排序总的平均时间复杂度为 O(n^2)。冒泡排序是一种稳

定排序算法。

1. 比较相邻的元素。如果第一个比第二个大，就交换他们两个。

2.对每一对相邻元素作同样的工作，从开始第一对到结尾的最后一对。在这

一点，最后的元素应该会是最大的数。

3.针对所有的元素重复以上的步骤，除了最后一个。

4.持续每次对越来越少的元素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没有任何一对数字需要

void bubble_sort(int a[], int n)

{

int i, j, temp;

for (j = 0; j < n - 1; j++)

for (i = 0; i < n - 1 - j; i++)

{

if(a[i] > a[i + 1])

{

temp = a[i];



a[i] = a[i + 1];

a[i + 1] = temp;

}

}

}

快速排序

快速排序-百度百科快速排序是一种 不稳定 的排序算法，平均时间复杂度为

O(nlogn)。快速排序使

用分治法（Divide and conquer）策略来把一个序列（list）分为两个子序列

（sub-lists）。 步骤为：

从数列中挑出一个元素，称为"基准"（pivot），

重新排序数列，所有元素比基准值小的摆放在基准前面，所有元素比基准

值大的摆在基准的后面（相同的数可以到任一边）。在这个分区结束之后，

该基准就处于数列的中间位置。这个称为分区（partition）操作。

递归地（recursive）把小于基准值元素的子数列和大于基准值元素的子数

列排序。

快排的时间花费主要在划分上，所以

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为 O(n^2)。因为最坏情况发生在每次

划分过程产生的两个区间分别包含 n-1 个元素和 1 个元素的

时候。

最好情况：每次划分选取的基准都是当前无序区的中值。如

果每次划分过程产生的区间大小都为 n/2，则快速排序法运

行就快得多了。

public void sort(int[] arr, int low, int high) {

int l = low;

int h = high;

int povit = arr[low];



while (l < h) {

while (l < h && arr[h] >= povit)

h--;

if (l < h) {

arr[l] = arr[h];l++;

}

while (l < h && arr[l] <= povit)

l++;

if (l < h) {

arr[h] = arr[l];

h--;

}

}

arr[l] = povit;

System.out.print("l=" + (l + 1) + ";h=" + (h + 1) + ";povit=" + povit

+ "\n");

System.out.println(Arrays.toString(arr));

if (l - 1 > low) sort(arr, low, l - 1);

if (h + 1 < high) sort(arr, h + 1, high);

}

快排的优化

1. 当待排序序列的长度分割到一定大小后，使用插入排序。

2. 快排函数在函数尾部有两次递归操作，我们可以对其使用尾递归优化。优

化后，可以缩减堆栈深度，由原来的 O(n)缩减为 O(logn)，将会提高性能。

4.从左、中、右三个数中取中间值。

插入排序

直接插入排序

插入排序的基本操作就是将一个数据插入到已经排好序的有序数据中，从而得到

一个新的、个数加一的有序数据，算法适用于少量数据的排序，时间复杂度为

O(n^2)。是稳定的排序方法。 插入算法把要排序的数组分成两部分：第一部

分

包含了这个数组的所有元素，但将最后一个元素除外（让数组多一个空间才有插

入的位置），而第二部分就只包含这一个元素（即待插入元素）。在第一部分排

序完成后，再将这个最后元素插入到已排好序的第一部分中。



void insert_sort(int* a, int len) {

for (int i = 1; i < len; ++i) {

int j = i - 1;

int temp = a[i];

while (j >= 0 && temp < a[j]) {

a[j + 1] = a[j];

j--;

}

a[j + 1] = temp;

}

}

希尔排序

也称缩小增量排序，是直接插入排序算法的一种更高效的改进版本。希尔排序是

非稳定排序算法。

希尔排序是把记录按下标的一定增量分组，对每组使用直接插入排序算法排序；

随着增量逐渐减少，每组包含的关键词越来越多，当增量减至 1 时，整个文恰

被分成一组，算法便终止。

void shell_sort(int* a, int len) {

int step = len / 2;

int temp;

while (step > 0) {

for (int i = step; i < len; ++i) {

temp = a[i];

int j = i - step;

while (j >= 0 && temp < a[j]) {

a[j + step] = a[j];

j -= step;

}

a[j + step] = temp;

}

step /= 2;

}

}



选择排序

直接选择排序

首先在未排序序列中找到最小（大）元素，存放到排序序列的起始位置，然后，

再从剩余未排序元素中继续寻找最小（大）元素，然后放到已排序序列的末尾。

实际适用的场合非常罕见。

void selection_sort(int arr[], int len) {

int i, j, min, temp;for (i = 0; i < len - 1; i++) {

min = i;

for (j = i + 1; j < len; j++)

if (arr[min] > arr[j])

min = j;

temp = arr[min];

arr[min] = arr[i];

arr[i] = temp;

}

}

堆排序

堆排序利用了大根堆（或小根堆）堆顶记录的关键字最大（或最小）这一特征，

使得在当前无序区中选取最大（或最小）关键字的记录变得简单。

1. 将数组分为有序区和无序区，在无序区中建立最大堆

2. 将堆顶的数据与无序区末尾的数据交换

3. 从后往前，直到所有数据排序完成

public void heapSort(int[] nums) {

for (int i = nums.length - 1; i >= 0; i--) {

maxHeap(nums, 0, i);

swap(nums, 0, i);

}

}

public void maxHeap(int[] heap, int start, int end) {if (start == end) {

return;

}

int parent = start;

int childLeft = start * 2 + 1;

int childRight = childLeft + 1;



if (childLeft <= end) {

maxHeap(heap, childLeft, end);

if (heap[childLeft] > heap[parent]) {

swap(heap, parent, childLeft);

}

}

if (childRight <= end) {

maxHeap(heap, childRight, end);

if (heap[childRight] > heap[parent]) {

swap(heap, parent, childRight);

}

}

}private void swap(int[] nums, int a, int b) {

int t = nums[a];

nums[a] = nums[b];

nums[b] = t;

}

归并排序

归并排序采用分治的思想：

Divide：将 n 个元素平均划分为各含 n/2 个元素的子序列；

Conquer：递归的解决俩个规模为 n/2 的子问题；

Combine：合并俩个已排序的子序列。

性能：时间复杂度总是为 O(NlogN)，空间复杂度也总为为 O(N)，算法与初始

序

列无关，排序是稳定的。

public void mergeSort(int[] array, int start, int end, int[] temp) {

if (start >= end) {

return;

}

int mid = (start + end) / 2;

mergeSort(array, start, mid, temp);

mergeSort(array, mid + 1, end, temp);

int f = start, s = mid + 1;int t = 0;

while (f <= mid && s <= end) {

if (array[f] < array[s]) {



temp[t++] = array[f++];

} else {

temp[t++] = array[s++];

}

}

while (f <= mid) {

temp[t++] = array[f++];

}

while (s <= end) {

temp[t++] = array[s++];

}

for (int i = 0, j = start; i < t; i++) {

array[j++] = temp[i];

}

}

基数排序

对于有 d 个关键字时，可以分别按关键字进行排序。有俩种方法： MSD：先

从高位开始进行排序，在每个关键字上，可采用基数排序

LSD：先从低位开始进行排序，在每个关键字上，可采用桶排序

//找出最大数字的位数

int maxNum(int arr[], int len) {

int _max = 0;

for (int i = 0; i < len; ++i) {

int d = 0;

int a = arr[i];

while (a) {

a /= 10;

d++;

}

if (_max < d) {

_max = d;

}



}

return _max;

}

void radixSort(int *arr, int len) {int d = maxNum(arr, len);

int *temp = new int[len];

int count[10];

int radix = 1;

for (int i = 0; i < d; ++i) {

for (int j = 0; j < 10; ++j) {

count[j] = 0;

}

for (int k = 0; k < len; ++k) {

count[(arr[k] / radix) % 10]++;

}

for (int l = 1; l < 10; ++l) {

count[l] += count[l - 1];

}

for (int m = 0; m < len; ++m) {

int index = (arr[m] / radix) % 10;

temp[count[index] - 1] = arr[m];

count[index]--;

}

for (int n = 0; n < len; ++n) {arr[n] = temp[n];

}

radix *= 10;

}

delete (temp);

}

拓扑排序

在有向图中找拓扑序列的过程，就是拓扑排序。拓扑序列常常用于判定图是否有

环。

从有向图中选择一个入度为 0 的结点，输出它。

将这个结点以及该结点出发的所有边从图中删除。

重复前两步，直到没有入度为 0 的点。

如果所有点都被输出，即存在一个拓扑序列，则图没有环。



七.跳跃表

跳跃列表是一种数据结构。它允许快速查询一个有序连续元素的数据链表。跳跃

列表的平均查找和插入时间复杂度都是 O(log n) ，优于普通队列的 O(n)。

快速查询是通过维护一个多层次的链表，且每一层链表中的元素是前一层链表元

素的子集。一开始时，算法在最稀疏的层次进行搜索，直至需要查找的元素在该

层两个相邻的元素中间。这时，算法将跳转到下一个层次，重复刚才的搜索，直

到找到需要查找的元素为止。跳过的元素的方法可以是 随机性选择 或 确定性

选 择，其中前者更为常见。

在查找目标元素时，从顶层列表、头元素起步。算法沿着每层链表搜索，直至找

到一个大于或等于目标的元素，或者到达当前层列表末尾。如果该元素等于目标

元素，则表明该元素已被找到；如果该元素大于目标元素或已到达链表末尾，则

退回到当前层的上一个元素，然后转入下一层进行搜索。

跳跃列表不像平衡树等数据结构那样提供对最坏情况的性能保证：由于用来建造

跳跃列表采用随机选取元素进入更高层的方法，在小概率情况下会生成一个不平

衡的跳跃列表（最坏情况例如最底层仅有一个元素进入了更高层，此时跳跃列表

的查找与普通列表一致）。但是在实际中它通常工作良好，随机化平衡方案也比

平衡二叉查找树等数据结构中使用的确定性平衡方案容易实现。跳跃列表在并行

计算中也很有用：插入可以在跳跃列表不同的部分并行地进行，而不用对数据结

构进行全局的重新平衡。

跳跃表插入一个元素：

实现

因为跳跃列表中的元素可以在多个列表中，所以每个元素可以有多于一个指针。

跳跃列表的插入和删除的实现与普通的链表操作类似，但高层元素必须在进行多

个链表中进行插入或删除。
package io.github.hadyang.leetcode.algo;

import lombok.Getter;

import lombok.Setter;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Random;

/**

* @author haoyang.shi

*/

public class SkipList<K extends Comparable<K>, V> {

@Getter

@Setter

static final class Node<K extends Comparable<K>, V> {



private K key;private V value;

private Node<K, V> up, down, pre, next;

Node(K key, V value) {

this.key = key;

this.value = value;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Node{" +

"key=" + key +

", value=" + value +

", hashcode=" + hashCode() +

", up=" + (up == null ? "null" : up.hashCode()) +

", down=" + (down == null ? "null" : down.hashCode()) +

", pre=" + (pre == null ? "null" : pre.hashCode()) +

", next=" + (next == null ? "null" : next.hashCode()) +

'}';

}

}

private Node<K, V> head;//k,v 都是 NULL

private Integer levels = 0;

private Integer length = 0;

private Random random = new Random(System.currentTimeMillis());

public SkipList() {

createNewLevel();

}

public void put(K key, V value) {

if (key == null || value == null) {

return;

}

Node<K, V> newNode = new Node<>(key, value);

insertNode(newNode);}

private void insertNode(Node<K, V> newNode) {

Node<K, V> curNode = findNode(newNode.getKey());

if (curNode.getKey() == null) {

insertNext(curNode, newNode);

} else if (curNode.getKey().compareTo(newNode.getKey()) == 0) {

//update

curNode.setValue(newNode.getValue());

return;

} else {

insertNext(curNode, newNode);

}

int currentLevel = 1;



Node<K, V> oldTop = newNode;

while (random.nextInt(100) < 50) {

Node<K, V> newTop = new Node<>(newNode.getKey(), null);

if (currentLevel >= levels) {

createNewLevel();

}

while (curNode.getPre() != null && curNode.getUp() == null) {

curNode = curNode.getPre();

}

if (curNode.getUp() == null) {

continue;

}

curNode = curNode.getUp();

Node<K, V> curNodeNext = curNode.getNext();

curNode.setNext(newTop);

newTop.setPre(curNode);

newTop.setDown(oldTop);

oldTop.setUp(newTop);

newTop.setNext(curNodeNext);

oldTop = newTop;

currentLevel++;

}}

private void createNewLevel() {

Node<K, V> newHead = new Node<>(null, null);

if (this.head == null) {

this.head = newHead;

this.levels++;

return;

}

this.head.setUp(newHead);

newHead.setDown(this.head);

this.head = newHead;

this.levels++;

}

private void insertNext(Node<K, V> curNode, Node<K, V> newNode) {

Node<K, V> curNodeNext = curNode.getNext();

newNode.setNext(curNodeNext);

if (curNodeNext != null) {

curNodeNext.setPre(newNode);

}

curNode.setNext(newNode);

newNode.setPre(curNode);

this.length++;

}



public V get(K key) {

Node<K, V> node = findNode(key);

if (key.equals(node.getKey())) {

return node.getValue();

}

return null;

}

private Node<K, V> findNode(K key) {

Node<K, V> curNode = this.head;

for (; ; ) {

while (curNode.getNext() != null &&

curNode.getNext().getKey().compareTo(key) <= 0) {

curNode = curNode.getNext();}

if (curNode.getDown() != null) {

curNode = curNode.getDown();

} else {

break;

}

}

return curNode;

}

public void print() {

Node<K, V> curI = this.head;

String[][] strings = new String[levels][length + 1];

for (String[] string : strings) {

Arrays.fill(string, "0");

}

while (curI.getDown() != null) {

curI = curI.getDown();

}

System.out.println("levels:" + levels + "_" + "length:" + length);

int i = 0;

while (curI != null) {

Node<K, V> curJ = curI;

int j = levels - 1;

while (curJ != null) {

strings[j][i] = String.valueOf(curJ.getKey());

if (curJ.getUp() == null) {

break;

}

curJ = curJ.getUp();

j--;

}

if (curI.getNext() == null) {



break;

}curI = curI.getNext();

i++;

}

for (String[] string : strings) {

System.out.println(Arrays.toString(string));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kipList<Integer, String> skipList = new SkipList<>();

skipList.put(2, "B");

skipList.put(1, "A");

skipList.put(3, "C");

skipList.print();

System.out.println(skipList.get(2));

}

}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十）Android

View 总结

1. View 的滑动方式

a.layout(left,top,right,bottom):通过修改 View 四个方向的属性值来修改 View
的坐

标，从而滑动 View
b.offsetLeftAndRight() offsetTopAndBottom():指定偏移量滑动 view
c.LayoutParams,改变布局参数：layoutParams 中保存了 view 的布局参数，可以

通

过修改布局参数的方式滑动 view
d.通过动画来移动 view：注意安卓的平移动画不能改变 view 的位置参数，属性

动画可以

e.scrollTo/scrollBy:注意移动的是 view 的内容，scrollBy(50,50)你会看到屏幕上的

内容向屏幕的左上角移动了，这是参考对象不同导致的，你可以看作是它移动的

是手机屏幕，手机屏幕向右下角移动，那么屏幕上的内容就像左上角移动了

f.scroller:scroller 需要配置 computeScroll 方法实现 view 的滑动，scroller 本身

并不

会滑动 view，它的作用可以看作一个插值器，它会计算当前时间点 view 应该

滑



动到的距离，然后 view 不断的重绘，不断的调用 computeScroll 方法，这个方

法

是个空方法，所以我们重写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中不断的从 scroller 中获取当

前 view 的位置，调用 scrollTo 方法实现滑动的效果

2. View 的事件分发机制

点击事件产生后，首先传递给 Activity 的 dispatchTouchEvent 方法，通过

PhoneWindow 传递给 DecorView,然后再传递给根 ViewGroup,进入 ViewGroup
的

dispatchTouchEvent 方法，执行 onInterceptTouchEvent 方法判断是否拦截，再

不

拦截的情况下，此时会遍历 ViewGroup 的子元素，进入子 View 的

dispatchToucnEvent 方法，如果子 view 设置了 onTouchListener,就执行

onTouch
方法，并根据 onTouch 的返回值为 true 还是 false 来决定是否执行

onTouchEvent
方法，如果是 false 则继续执行 onTouchEvent，在 onTouchEvent 的 Action Up
事

件中判断，如果设置了 onClickListener ,就执行 onClick 方法。

3. View 的加载流程

View 随着 Activity 的创建而加载，startActivity 启动一个 Activity 时，在

ActivityThread 的 handleLaunchActivity 方法中会执行 Activity 的 onCreate 方

法，

这个时候会调用 setContentView 加载布局创建出 DecorView 并将我们的

layout
加载到 DecorView 中，当执行到 handleResumeActivity 时，Activity 的

onResume
方法被调用，然后 WindowManager 会将 DecorView 设置给 ViewRootImpl,这
样，

DecorView 就被加载到 Window 中了，此时界面还没有显示出来，还需要经过

View
的 measure，layout 和 draw 方法，才能完成 View 的工作流程。我们需要知

道 View
的绘制是由 ViewRoot来负责的，每一个 DecorView都有一个与之关联的

ViewRoot,
这种关联关系是由 WindowManager 维护的，将 DecorView 和 ViewRoot 关联

之后，

ViewRootImpl 的 requestLayout 会被调用以完成初步布局，通过

scheduleTraversals
方法向主线程发送消息请求遍历，最终调用 ViewRootImpl 的 performTraversals



方法，这个方法会执行 View 的 measure layout 和 draw 流程

4. View 的 measure layout 和 draw 流程

在上边的分析中我们知道，View 绘制流程的入口在 ViewRootImpl 的
performTraversals 方法，在方法中首先调用 performMeasure 方法，传入一个

childWidthMeasureSpec 和 childHeightMeasureSpec 参数，这两个参数代表的是

DecorView 的 MeasureSpec 值，这个 MeasureSpec 值由窗口的尺寸和

DecorView
的 LayoutParams 决定，最终调用 View 的 measure 方法进入测量流程

measure：

View 的 measure 过程由 ViewGroup 传递而来，在调用 View.measure 方法之

前，

会首先根据 View 自身的 LayoutParams 和父布局的 MeasureSpec 确定子

view 的

MeasureSpec，然后将 view 宽高对应的 measureSpec 传递到 measure 方法中，

那

么子 view 的 MeasureSpec 获取规则是怎样的？分几种情况进行说明

1.父布局是 EXACTLY 模式：

a.子 view 宽或高是个确定值，那么子 view 的 size 就是这个确定值，mode 是

EXACTLY（是不是说子 view 宽高可以超过父 view？见下一个）

b.子 view 宽或高设置为 match_parent,那么子 view 的 size 就是占满父容器剩

余空间，模式就是 EXACTLY
c.子 view 宽或高设置为 wrap_content,那么子 view 的 size 就是占满父容器剩

余空间，不能超过父容器大小，模式就是 AT_MOST

2.父布局是 AT_MOST 模式：

a.子 view 宽或高是个确定值，那么子 view 的 size 就是这个确定值，mode 是

EXACTLY
b.子 view 宽或高设置为 match_parent,那么子 view 的 size 就是占满父容器剩

余空间,不能超过父容器大小，模式就是 AT_MOST
c.子 view 宽或高设置为 wrap_content,那么子 view 的 size 就是占满父容器剩

余空间，不能超过父容器大小，模式就是 AT_MOST

3.父布局是 UNSPECIFIED 模式：

a.子 view 宽或高是个确定值，那么子 view 的 size 就是这个确定值，mode 是

EXACTLY



b.子 view 宽或高设置为 match_parent,那么子 view 的 size 就是 0，模式就是

UNSPECIFIED
c.子 view 宽或高设置为 wrap_content,那么子 view 的 size 就是 0，模式就是

UNSPECIFIED

获取到宽高的 MeasureSpec 后，传入 view 的 measure 方法中来确定 view 的

宽高，

这个时候还要分情况

1.当 MeasureSpec 的 mode 是 UNSPECIFIED,此时 view 的宽或者高要看 view
有没

有设置背景，如果没有设置背景，就返回设置的 minWidth 或 minHeight,这两个

值如果没有设置默认就是 0，如果 view 设置了背景，就取 minWidth 或

minHeight
和背景这个 drawable 固有宽或者高中的最大值返回

2.当 MeasureSpec 的 mode 是 AT_MOST 和 EXACTLY，此时 view 的宽高都返

回从

MeasureSpec 中获取到的 size 值，这个值的确定见上边的分析。因此如果要通

过继承 view 实现自定义 view，一定要重写 onMeasure 方法对 wrap_conten
属性做

处理，否则，他的 match_parent 和 wrap_content 属性效果就是一样的

layout:

layout 方法的作用是用来确定 view 本身的位置，onLayout 方法用来确定所有

子

元素的位置，当 ViewGroup 的位置确定之后，它在 onLayout 中会遍历所有的

子

元素并调用其 layout 方法，在子元素的 layout 方法中 onLayout 方法又会被调

用。

layout 方法的流程是，首先通过 setFrame 方法确定 view 四个顶点的位置，然

后

view 在父容器中的位置也就确定了，接着会调用 onLayout 方法，确定子元素

的

位置，onLayout 是个空方法，需要继承者去实现。

getMeasuredHeight和 getHeight 方法有什么区别？getMeasuredHeigh（t 测量高

度）

形成于 view 的 measure 过程，getHeight（最终高度）形成于 layout 过程，在

有

些情况下，view 需要 measure 多次才能确定测量宽高，在前几次的测量过程中，

得出的测量宽高有可能和最终宽高不一致，但是最终来说，还是会相同，有一种

情况会导致两者值不一样，如下，此代码会导致 view 的最终宽高比测量宽高大



100px
public void layout(int l,int t,int r, int b){
super.layout(l,t,r+100,b+100);}
draw:
View 的绘制过程遵循如下几步：

a.绘制背景 background.draw(canvas)
b.绘制自己（onDraw）
c.绘制 children（dispatchDraw）
d.绘制装饰（onDrawScrollBars）
View 绘制过程的传递是通过 dispatchDraw 来实现的，它会遍历所有的子元素的

draw 方法，如此 draw 事件就一层一层的传递下去了 ps：view 有一个特殊的

方法 setWillNotDraw，如果一个 view 不需要绘制内容，

即不需要重写 onDraw 方法绘制，可以开启这个标记，系统会进行相应的优化。

默认情况下，View 没有开启这个标记，默认认为需要实现 onDraw 方法绘制，

当

我们继承 ViewGroup 实现自定义控件，并且明确知道不需要具备绘制功能时，

可

以开启这个标记，如果我们重写了 onDraw,那么要显示的关闭这个标记

子 view 宽高可以超过父 view？能

1.android:clipChildren = "false" 这个属性要设置在父 view 上。代表其中的子

View 可以超出屏幕。

2.子 view 要有具体的大小，一定要比父 view 大 才能超出。比如 父 view 高

度

100px 子 view 设置高度 150px。子 view 比父 view 大，这样超出的属性才有

意

义。（高度可以在代码中动态赋值，但不能用 wrap_content / match_partent）。

3.对父布局还有要求，要求使用 linearLayout(反正我用 RelativeLayout 是不行)。
你如果必须用其他布局可以在需要超出的 view 上面套一个 linearLayout 外面

再

套其他的布局。

4.最外面的布局如果设置的 padding 不能超出

5. 自定义 view 需要注意的几点

1.让 view 支持 wrap_content 属性，在 onMeasure 方法中针对 AT_MOST 模式

做专

门处理，否则 wrap_content 会和 match_parent 效果一样（继承 ViewGroup 也

同

样要在 onMeasure 中做这个判断处理）

if(widthMeasureSpec == MeasureSpec.AT_MOST && heightMeasureSpec ==

MeasureSpec.AT_MOST){



setMeasuredDimension(200,200); // wrap_content 情况下要设置一个默认

值，200 只是举个例子，最终的值需要计算得到刚好包裹内容的宽高值

}else if(widthMeasureSpec == MeasureSpec.AT_MOST){

setMeasuredDimension(200,heightMeasureSpec );

}else if(heightMeasureSpec == MeasureSpec.AT_MOST){

setMeasuredDimension(heightMeasureSpec ,200);

}2.让 view 支持 padding（onDraw 的时候，宽高减去 padding 值，margin 由父

布局

控制，不需要 view 考虑），自定义 ViewGroup 需要考虑自身的 padding 和子

view
的 margin 造成的影响

3.在 view 中尽量不要使用 handler，使用 view 本身的 post 方法

4.在 onDetachedFromWindow 中及时停止线程或动画

5.view 带有滑动嵌套情形时，处理好滑动冲突

2020 Android 大厂面试（十一）Android

高级面试题

性能优化

1、App 稳定性优化

1、你们做了哪些稳定性方面的优化？

随着项目的逐渐成熟，用户基数逐渐增多，DAU持续升高，我们遇到了很多稳

定性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技术同学遇到了很多的挑战，用户经常使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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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卡顿或者是功能不可用，因此我们就针对稳定性开启了专项的优化，我们主

要优化了三项：

 Crash专项优化（=>2)

 性能稳定性优化（=>2)

 业务稳定性优化（=>3)

通过这三方面的优化我们搭建了移动端的高可用平台。同时，也做了很多的措施

来让 App真正地实现了高可用。

2、性能稳定性是怎么做的？

 全面的性能优化：启动速度、内存优化、绘制优化

 线下发现问题、优化为主

 线上监控为主

 Crash专项优化

我们针对启动速度，内存、布局加载、卡顿、瘦身、流量、电量等多个方面做了

多维的优化。

我们的优化主要分为了两个层次，即线上和线下，针对于线下呢，我们侧重于发

现问题，直接解决，将问题尽可能在上线之前解决为目的。而真正到了线上呢，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监控，对于各个性能纬度的监控呢，可以让我们尽可

能早地获取到异常情况的报警。

同时呢，对于线上最严重的性能问题性问题：Crash，我们做了专项的优化，不

仅优化了 Crash的具体指标，而且也尽可能地获取了 Crash发生时的详细信息，

结合后端的聚合、报警等功能，便于我们快速地定位问题。

3、业务稳定性如何保障？

 数据采集 + 报警

 需要对项目的主流程与核心路径进行埋点监控，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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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需知道每一步发生了多少异常，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所有业务流程

的转换率以及相应界面的转换率

 结合大盘，如果转换率低于某个值，进行报警

 异常监控 + 单点追查

 兜底策略

移动端业务高可用它侧重于用户功能完整可用，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线上一些异

常情况导致用户他虽然没有崩溃，也没有性能问题，但是呢，只是单纯的功能不

可用的情况，我们需要对项目的主流程、核心路径进行埋点监控，来计算每一步

它真实的转换率是多少，同时呢，还需要知道在每一步到底发生了多少异常。这

样我们就知道了所有业务流程的转换率以及相应界面的转换率，有了大盘的数据

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转换率或者是某些监控的成功率低于某个值，那很有可

能就是出现了线上异常，结合了相应的报警功能，我们就不需要等用户来反馈了，

这个就是业务稳定性保障的基础。

同时呢，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开发过程当中或代码中出现了一些 catch

代码块，捕获住了异常，让程序不崩溃，这其实是不合理的，程序虽然没有崩溃，

当时程序的功能已经变得不可用，所以呢，这些被 catch的异常我们也需要上报

上来，这样我们才能知道用户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导致的异常。此外，线上还

有一些单点问题，比如说用户点击登录一直进不去，这种就属于单点问题，其实

我们是无法找出其和其它问题的共性之处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找到它对应

的详细信息。

最后，如果发生了异常情况，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快速止损。（=>4）

4、如果发生了异常情况，怎么快速止损？

 功能开关

 统跳中心

 动态修复：热修复、资源包更新

 自主修复：安全模式

首先，需要让 App具备一些高级的能力，我们对于任何要上线的新功能，要加

上一个功能的开关，通过配置中心下发的开关呢，来决定是否要显示新功能的入

口。如果有异常情况，可以紧急关闭新功能的入口，那就可以让这个 App处于

可控的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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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需要给 App设立路由跳转，所有的界面跳转都需要通过路由来分发，

如果我们匹配到需要跳转到有 bug的这样一个新功能时，那我们就不跳转了，

或者是跳转到统一的异常正处理中的界面。如果这两种方式都不可以，那就可以

考虑通过热修复的方式来动态修复，目前热修复的方案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我

们完全可以低成本地在我们的项目中添加热修复的能力，当然，如果有些功能是

由 RN或WeeX来实现就更好了，那就可以通过更新资源包的方式来实现动态更

新。而这些如果都不可以的话呢，那就可以考虑自己去给应用加上一个自主修复

的能力，如果 App启动多次的话，那就可以考虑清空所有的缓存数据，将 App

重置到安装的状态，到了最严重的等级呢，可以阻塞主线程，此时一定要等 App

热修复成功之后才允许用户进入。

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请查看深入探索 Android稳定性优化

2、App 启动速度优化

1、启动优化是怎么做的？

 分析现状、确认问题

 针对性优化（先概括，引导其深入）

 长期保持优化效果

在某一个版本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启动速度变得特别慢，同时用户给我们的

反馈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开始考虑对应用的启动速度来进行优化。然后，我

们就对启动的代码进行了代码层面的梳理，我们发现应用的启动流程已经非常复

杂，接着，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具来确认是否在主线程中执行了太多的耗时操作。

我们经过了细查代码之后，发现应用主线程中的任务太多，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案

去针对性地解决，也就是进行异步初始化。（引导=>第 2题） 然后，我们还发

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可以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就是在我们的初始化代码当中有

些的优先级并不是那么高，它可以不放在 Application的 onCreate中执行，而完

全可以放在之后延迟执行的，因为我们对这些代码进行了延迟初始化，最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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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结合了 idealHandler做了一个更优的延迟初始化的方案，利用它可以在主线

程的空闲时间进行初始化，以减少启动耗时导致的卡顿现象。做完这些之后，我

们的启动速度就变得很快了。

最后，我简单说下我们是怎么长期来保持启动优化的效果的。首先，我们做了我

们的启动器，并且结合了我们的 CI，在线上加上了很多方面的监控。（引导=> 第

4题）

2、是怎么异步的，异步遇到问题没有？

 体现演进过程

 详细介绍启动器

我们最初是采用的普通的一个异步的方案，即 new Thread + 设置线程优先级为

后台线程的方式在 Application的 onCreate方法中进行异步初始化，后来，我们

使用了线程池、IntentService的方式，但是，在我们应用的演进过程当中，发现

代码会变得不够优雅，并且有些场景非常不好处理，比如说多个初始化任务直接

的依赖关系，比如说某一个初始化任务需要在某一个特定的生命周期中初始化完

成，这些都是使用线程池、IntentService无法实现的。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思考

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它能够完美地解决我们刚刚所遇到的这些问题。

这个方案就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启动器，在启动器的概念中，我们将每一个初始

化代码抽象成了一个 Task，然后，对它们进行了一个排序，根据它们之间的依

赖关系排了一个有向无环图，接着，使用一个异步队列进行执行，并且这个异步

队列它和 CPU的核心数是强烈相关的，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我们的主线程和

别的线程都能够执行我们的任务，也就是大家几乎都可以同时完成。

3、启动优化有哪些容易忽略的注意点？

 cpu time与 wall time

 注意延迟初始化的优化

 介绍下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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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 CPU Profiler和 Systrace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即 cpu time与 wall

time，我们必须清楚 cpu time与 wall time之间的区别，wall time指的是代码执

行的时间，而 cpu time指的是代码消耗 CPU的时间，锁冲突会造成两者时间差

距过大。我们需要以 cpu time来作为我们优化的一个方向。

其次，我们不仅只追求启动速度上的一个提升，也需要注意延迟初始化的一个优

化，对于延迟初始化，通常的做法是在界面显示之后才去进行加载，但是如果此

时界面需要进行滑动等与用户交互的一系列操作，就会有很严重的卡顿现象，因

此我们使用了 idealHandler来实现 cpu空闲时间来执行耗时任务，这极大地提

升了用户的体验，避免了因启动耗时任务而导致的页面卡顿现象。

最后，对于启动优化，还有一些黑科技，首先，就是我们采用了类预先加载的方

式，我们在MultiDex.install方法之后起了一个线程，然后用 Class.forName的方

式来预先触发类的加载，然后当我们这个类真正被使用的时候，就不用再进行类

加载的过程了。同时，我们再看 Systrace图的时候，有一部分手机其实并没有

给我们应用去跑满 cpu，比如说它有 8核，但是却只给了我们 4核等这些情况，

然后，有些应用对此做了一些黑科技，它会将 cpu的核心数以及 cpu的频率在

启动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暴力的提升。

4、版本迭代导致的启动变慢有好的解决方式吗？

 启动器

 结合 CI

 监控完善

这种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的确非常难以解决。但是，我们后面对此进

行了反复的思考与尝试，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首先，我们使用了启动器去管理每一个初始化任务，并且启动器中每一个任务的

执行都是被其自动进行分配的，也就是说这些自动分配的 task我们会尽量保证

它会平均分配在我们每一个线程当中的，这和我们普通的异步是不一样的，它可

以很好地缓解我们应用的启动变慢。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其次，我们还结合了 CI，比如说，我们现在限制了一些类，如 Application，如

果有人修改了它，我们不会让这部分代码合并到主干分支或者是修改之后会有一

些内部的工具如邮件的形式发送到我，然后，我就会和他确认他加的这些代码到

底是耗时多少，能否异步初始化，不能异步的话就考虑延迟初始化，如果初始化

时间太长，则可以考虑是否能进行懒加载，等用到的时候再去使用等等。

然后，我们会将问题尽可能地暴露在上线之前。同时，我们真正已经到了线上的

一个环境下时，我们进行了监控的一个完善，我们不仅是监控了 App的整个的

启动时间，同时呢，我们也将每一个生命周期都进行了一个监控。比如说

Application的 onCreate与 onAttachBaseContext方法的耗时，以及这两个生命

周期之间间隔的时间，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监控，如果说下一次我们发现了这个启

动速度变慢了，我们就可以去查找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变慢了，我们会和以前的版

本进行对比，对比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找这一段新加的代码。

5、开放问题：如果提高启动速度，设计一个延迟加载框架或者 sdk

的方法和注意的问题

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请查看深入探索 Android启动速度优化

3、App 内存优化

1、你们内存优化项目的过程是怎么做的？

1、分析现状、确认问题

我们发现我们的 APP在内存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

的线上的 OOM率比较高。第二点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我们的 Android Studio

的 Profiler工具中内存的抖动比较频繁。这是我一个初步的现状，然后在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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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这个初步的现状之后，进行了问题的确认，我们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以及深入

研究，我们最终发现我们的项目中存在以下几点大问题，比如说：内存抖动、内

存溢出、内存泄漏，还有我们的 Bitmap使用非常粗犷。

2、针对性优化

比如内存抖动的解决 -> Memory Profiler工具的使用（呈现了锯齿张图形） ->

分析到具体代码存在的问题（频繁被调用的方法中出现了日志字符串的拼接），

也可以说说内存泄漏或内存溢出的解决。

3、效率提升

为了不增加业务同学的工作量，我们使用了一些工具类或 ARTHook这样的大图

检测方案,没有任何的侵入性,同时,我们将这些技术教给了大家,然后让大家一起

进行工作效率上的提升。

我们对内存优化工具Memory Profiler、MAT的使用比较熟悉，因此针对一系列

不同问题的情况，我们写了一系列解决方案的文档，分享给大家。这样，我们整

个团队成员的内存优化意识就变强了。

2、你做了内存优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去分析项目中代码哪些地方存在内存问题，而是先去学习

了 Google官方的一些文档，比如说学习了Memory Profiler工具的使用、学习

了MAT工具的使用，在我们将这些工具学习熟练之后，当在我们的项目中遇到

内存问题时，我们就能够很快地进行排查定位问题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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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优化必须结合业务代码

一开始，我们做了整体 APP运行阶段的一个内存上报，然后，我们在一些重点

的内存消耗模块进行了一些监控，但是后面发现这些监控并没有紧密地结合我们

的业务代码，比如说在梳理完项目之后，发现我们项目中存在使用多个图片库的

情况，多个图片库的内存缓存肯定是不公用的，所以导致我们整个项目的内存使

用量非常高。所以进行技术优化时必须结合我们的业务代码。

3、系统化完善解决方案

我们在做内存优化的过程中，不仅做了Android端的优化工作，还将我们Android

端一些数据的采集上报到了我们的服务器，然后传到我们的后台，这样，方便我

们的无论是 Bug跟踪人员或者是 Crash跟踪人员进行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3、如何检测所有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说大图片的检测，我们最初的一个方案是通过继承 ImageView，重写它的

onDraw方法来实现。但是，我们在推广它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开发人员并不接

受，因为很多 ImageView之前已经写过了，你现在让他去替换，工作成本是比

较高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想，有没有一种方案可以免替换，最终我们就找到

了 ARTHook这样一个 Hook的方案。

如何避免内存抖动？（代码注意事项）

内存抖动是由于短时间内有大量对象进出新生区导致的，它伴随着频繁的 GC，

gc会大量占用 ui线程和 cpu资源，会导致 app整体卡顿。

避免发生内存抖动的几点建议：

 尽量避免在循环体内创建对象，应该把对象创建移到循环体外。

 注意自定义 View的 onDraw()方法会被频繁调用，所以在这里面不应该频

繁的创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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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需要大量使用 Bitmap的时候，试着把它们缓存在数组或容器中实现复

用。

 对于能够复用的对象，同理可以使用对象池将它们缓存起来。

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请查看 Android性能优化之内存优化、深入探索

Android内存优化

4、App 绘制优化

1、你在做布局优化的过程中用到了哪些工具？

我在做布局优化的过程中，用到了很多的工具，但是每一个工具都有它不同的使

用场景，不同的场景应该使用不同的工具。下面我从线上和线下两个角度来进行

分析。

比如说，我要统计线上的 FPS，我使用的就是 Choreographer这个类，它具有以

下特性：

 1、能够获取整体的帧率。

 2、能够带到线上使用。

 3、它获取的帧率几乎是实时的，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同时，在线下，如果要去优化布局加载带来的时间消耗，那就需要检测每一个布

局的耗时，对此我使用的是 AOP的方式，它没有侵入性，同时也不需要别的开

发同学进行接入，就可以方便地获取每一个布局加载的耗时。如果还要更细粒度

地去检测每一个控件的加载耗时，那么就需要使用

LayoutInflaterCompat.setFactory2这个方法去进行 Hook。

此外，我还使用了 LayoutInspector和 Systrace这两个工具，Systrace可以很方

便地看到每帧的具体耗时以及这一帧在布局当中它真正做了什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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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Inspector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每一个界面的布局层级，帮助我们对层级进

行优化。

2、布局为什么会导致卡顿，你又是如何优化的？

分析完布局的加载流程之后，我们发现有如下四点可能会导致布局卡顿：

 1、首先，系统会将我们的 Xml文件通过 IO的方式映射的方式加载到我

们的内存当中，而 IO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卡顿。

 2、其次，布局加载的过程是一个反射的过程，而反射的过程也会可能会

导致卡顿。

 3、同时，这个布局的层级如果比较深，那么进行布局遍历的过程就会比

较耗时。

 4、最后，不合理的嵌套 RelativeLayout布局也会导致重绘的次数过多。

对此，我们的优化方式有如下几种：

 1、针对布局加载 Xml文件的优化，我们使用了异步 Inflate的方式，即

AsyncLayoutInflater。它的核心原理是在子线程中对我们的 Layout进行加

载，而加载完成之后会将 View通过 Handler发送到主线程来使用。所以

不会阻塞我们的主线程，加载的时间全部是在异步线程中进行消耗的。而

这仅仅是一个从侧面缓解的思路。

 2、后面，我们发现了一个从根源解决上述痛点的方式，即使用 X2C框架。

它的一个核心原理就是在开发过程我们还是使用的 XML进行编写布局，

但是在编译的时候它会使用APT的方式将 XML布局转换为 Java的方式进

行布局，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写布局，它有以下优点：1、它省去了使用 IO

的方式去加载 XML布局的耗时过程。2、它是采用 Java代码直接 new的

方式去创建控件对象，所以它也没有反射带来的性能损耗。这样就从根本

上解决了布局加载过程中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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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然后，我们可以使用 ConstraintLayout去减少我们界面布局的嵌套层

级，如果原始布局层级越深，它能减少的层级就越多。而使用它也能避免

嵌套 RelativeLayout布局导致的重绘次数过多。

 4 、 最 后 ， 我 们 可 以 使 用 AspectJ 框 架 （ 即 AOP ） 和

LayoutInflaterCompat.setFactory2的方式分别去建立线下全局的布局加

载速度和控件加载速度的监控体系。

3、做完布局优化有哪些成果产出？

 1、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体系化的监控手段，这里的体系还指的是线上

加线下的一个综合方案，针对线下，我们使用 AOP或者 ARTHook，可以

很方便地获取到每一个布局的加载耗时以及每一个控件的加载耗时。针对

线上，我们通过 Choreographer.getInstance().postFrameCallback的方式

收集到了 FPS，这样我们可以知道用户在哪些界面出现了丢帧的情况。

 2、然后，对于布局监控方面，我们设立了 FPS、布局加载时间、布局层

级等一系列指标。

 3、最后，在每一个版本上线之前，我们都会对我们的核心路径进行一次

Review，确保我们的 FPS、布局加载时间、布局层级等达到一个合理的状

态。

4、你是怎么做卡顿优化的？

从项目的初期到壮大期，最后再到成熟期，每一个阶段都针对卡顿优化做了不同

的处理。各个阶段所做的事情如下所示：

 1、系统工具定位、解决

 2、自动化卡顿方案及优化

 3、线上监控及线下监测工具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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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卡顿优化也是经历了一些阶段，最初我们的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出现了卡顿

之后，我是通过系统工具进行了定位，我使用了 Systrace，然后看了卡顿周期内

的 CPU状况，同时结合代码，对这个模块进行了重构，将部分代码进行了异步

和延迟，在项目初期就是这样解决了问题。但是呢，随着我们项目的扩大，线下

卡顿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同时，在线上，也有卡顿的反馈，但是线上的反馈卡顿，

我们在线下难以复现，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自动化的卡顿监测方案，其思路是来自

于 Android的消息处理机制，主线程执行任何代码都会回到 Looper.loop方法当

中，而这个方法中有一个mLogging对象，它会在每个message的执行前后都

会被调用，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前后处理的时机来做到的自动化监测方案的。同时，

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完善了线上 ANR的上报，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监控 ANR的

信息，同时结合了 ANR-WatchDog，作为高版本没有文件权限的一个补充方案。

在做完这个卡顿检测方案之后呢，我们还做了线上监控及线下检测工具的建设，

最终实现了一整套完善，多维度的解决方案。

5、你是怎么样自动化的获取卡顿信息？

我们的思路是来自于 Android的消息处理机制，主线程执行任何代码它都会走到

Looper.loop方法当中，而这个函数当中有一个mLogging对象，它会在每个

message处理前后都会被调用，而主线程发生了卡顿，那就一定会在

dispatchMessage方法中执行了耗时的代码，那我们在这个message执行之前

呢，我们可以在子线程当中去 postDelayed一个任务，这个 Delayed的时间就是

我们设定的阈值，如果主线程的messaege在这个阈值之内完成了，那就取消掉

这个子线程当中的任务，如果主线程的message在阈值之内没有被完成，那子

线程当中的任务就会被执行，它会获取到当前主线程执行的一个堆栈，那我们就

可以知道哪里发生了卡顿。

经过实践，我们发现这种方案获取的堆栈信息它不一定是准确的，因为获取到的

堆栈信息它很可能是主线程最终执行的一个位置，而真正耗时的地方其实已经执

行完成了，于是呢，我们就对这个方案做了一些优化，我们采取了高频采集的方

案，也就是在一个周期内我们会多次采集主线程的堆栈信息，如果发生了卡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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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就将这些卡顿信息压缩之后上报给 APM后台，然后找出重复的堆栈信息，

这些重复发生的堆栈大概率就是卡顿发生的一个位置，这样就提高了获取卡顿信

息的一个准确性。

6、卡顿的一整套解决方案是怎么做的？

首先，针对卡顿，我们采用了线上、线下工具相结合的方式，线下工具我们册中

医药尽可能早地去暴露问题，而针对于线上工具呢，我们侧重于监控的全面性、

自动化以及异常感知的灵敏度。

同时呢，卡顿问题还有很多的难题。比如说有的代码呢，它不到你卡顿的一个阈

值，但是执行过多，或者它错误地执行了很多次，它也会导致用户感官上的一

个卡顿，所以我们在线下通过 AOP的方式对常见的耗时代码进行了 Hook，然后

对一段时间内获取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耗时的代码发生的时

机和次数以及耗时情况。然后，看它是不是满足我们的一个预期，不满足预期的

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线下进行修改。同时，卡顿监控它还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

一个盲区，比如说生命周期的一个间隔，那对于这种特定的问题呢，我们就采用

了编译时注解的方式修改了项目当中所有 Handler的父类，对于其中的两个方法

进行了监控，我们就可以知道主线程message的执行时间以及它们的调用堆栈。

对于线上卡顿，我们除了计算 App的卡顿率、ANR率等常规指标之外呢，我们

还计算了页面的秒开率、生命周期的执行时间等等。而且，在卡顿发生的时刻，

我们也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了当前的一个场景信息，这为我们之后解决或者复现

这个卡顿留下了依据。

7、TextView setText耗时的原因，对 TextView绘制层源码的理解？

8、开放问题：优化一个列表页面的打开速度和流畅性。

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请查看 Android性能优化之绘制优化、深入探索

Android布局优化（上）、深入探索 Android布局优化（下）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jsonchao.github.io/2019/07/28/Android%E6%80%A7%E8%83%BD%E4%BC%98%E5%8C%96%E4%B9%8B%E7%BB%98%E5%88%B6%E4%BC%98%E5%8C%96/
https://juejin.im/post/5e1d15a851882536ca666a49
https://juejin.im/post/5e1d15a851882536ca666a49
https://juejin.im/post/5e1e6cf66fb9a0301828ca0a


5、App 瘦身

6、网络优化

1、移动端获取网络数据优化的几个点

1、连接复用：节省连接建立时间，如开启 keep-alive。于 Android来说

默认情况下 HttpURLConnection和 HttpClient都开启了 keep-alive。只是

2.2之前 HttpURLConnection存在影响连接池的 Bug。

2、请求合并：即将多个请求合并为一个进行请求，比较常见的就是网页

中的 CSS Image Sprites。如果某个页面内请求过多，也可以考虑做一定

的请求合并。

3、减少请求数据的大小：对于 post请求，body可以做 gzip压缩的，header

也可以做数据压缩(不过只支持http 2.0)。返回数据的body也可以做gzip

压缩，body数据体积可以缩小到原来的 30%左右（也可以考虑压缩返回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的 json数据的 key数据的体积，尤其是针对返回数据格式变化不大的情

况，支付宝聊天返回的数据用到了）。

4、根据用户的当前的网络质量来判断下载什么质量的图片（电商用的比

较多）。

5、使用 HttpDNS优化 DNS：DNS存在解析慢和 DNS劫持等问题，DNS

不仅支持 UDP，它还支持 TCP，但是大部分标准的 DNS 都是基于 UDP

与 DNS 服务器的 53 端口进行交互。HTTPDNS 则不同，顾名思义它是

利用 HTTP 协议与 DNS 服务器的 80 端口进行交互。不走传统的 DNS

解析，从而绕过运营商的 LocalDNS 服务器，有效的防止了域名劫持，

提高域名解析的效率。

2、客户端网络安全实现

3、设计一个网络优化方案，针对移动端弱网环境。

7、App 电量优化

8、安卓的安全优化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mrpeak.cn/blog/encrypt/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1、提高 app安全性的方法？

2、安卓的 app 加固如何做？

3、安卓的混淆原理是什么？

4、谈谈你对安卓签名的理解。

9、为什么 WebView 加载会慢呢？

这是因为在客户端中，加载 H5页面之前，需要先初始化WebView，在WebView

完全初始化完成之前，后续的界面加载过程都是被阻塞的。

优化手段围绕着以下两个点进行：

 预加载WebView。

 加载WebView的同时，请求 H5页面数据。

因此常见的方法是：

 全局WebView。

 客户端代理页面请求。WebView初始化完成后向客户端请求数据。

 asset存放离线包。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化手段：

 脚本执行慢，可以让脚本最后运行，不阻塞页面解析。

 DNS链接慢，可以让客户端复用使用的域名与链接。

 React框架代码执行慢，可以将这部分代码拆分出来，提前进行解析。

10、如何优化自定义 View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为了加速你的 view，对于频繁调用的方法，需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代码。先从

onDraw开始，需要特别注意不应该在这里做内存分配的事情，因为它会导致

GC，从而导致卡顿。在初始化或者动画间隙期间做分配内存的动作。不要在动

画正在执行的时候做内存分配的事情。

你还需要尽可能的减少 onDraw被调用的次数，大多数时候导致 onDraw都是因

为调用了 invalidate().因此请尽量减少调用 invaildate()的次数。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调用含有 4个参数的 invalidate()方法而不是没有参数的 invalidate()。没有

参数的 invalidate会强制重绘整个 view。

另外一个非常耗时的操作是请求 layout。任何时候执行 requestLayout()，会使得

Android UI系统去遍历整个 View的层级来计算出每一个 view的大小。如果找

到有冲突的值，它会需要重新计算好几次。另外需要尽量保持 View的层级是扁

平化的，这样对提高效率很有帮助。

如果你有一个复杂的 UI，你应该考虑写一个自定义的 ViewGroup来执行他的

layout操作。与内置的 view不同，自定义的 view可以使得程序仅仅测量这一部

分，这避免了遍历整个 view的层级结构来计算大小。

11、FC(Force Close)什么时候会出现？

Error、OOM，StackOverFlowError、Runtime,比如说空指针异常

解决的办法：

 注意内存的使用和管理

 使用 Thread.UncaughtExceptionHandler接口

12、Java多线程引发的性能问题，怎么解决？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blog.csdn.net/luofenghan/article/details/78596950


13、TraceView 的实现原理，分析数据误差来源。

14、是否使用过 SysTrace，原理的了解？

15、mmap + native 日志优化？

传统日志打印有两个性能问题，一个是反复操作文件描述符表，一个是反复进入

内核态。所以需要使用mmap的方式去直接读写内存。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https://github.com/JsonChao/Awesome-Android-Interview/blob/master/Android%E7%9B%B8%E5%85%B3/Android%E9%AB%98%E7%BA%A7%E9%9D%A2%E8%AF%95%E9%A2%98.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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