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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Weex ?



跨平台开发

⽤用 JS 写 Native

• ⽤用 Web 的开发体验构建⾼高性

能、可扩展的 Native 应⽤用

• 灵活⾼高效、轻量量、多端兼容
• Weex、ReactNative

想快和体验同时得到 ？

原⽣生能⼒力力性能体验富交互更更新快 适配多端效率⾼高

离线包体系

预加载

• 提前将资源⽂文件下载，访问
时路路由拦截加载本地资源

• 秒出、动态更更新、弱⽹网可⽤用
• Zcache、信鸽、九州

Hybrid 开发

增强 Web

• 通过 Bridge 提供部分 Native 

能⼒力力来提升 H5 体验

• 位置、相机、视频、导航
• Cordova、Ionic、Meteor



Why We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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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到 1 个⼈人的过程

Weex 环境下完全 Native 体验

Bundle 资源⼤大⼩小较 H5 ⼩小很多

富交互体验、⻓长列列表性能好

上⼿手快且简单、⼀一次编写三端兼容

Weex 给我们的收益

业务特点

迭代快速度，要快速上线

多容器器接⼊入，适配⻜飞猪、⼿手淘、⽀支付宝

景点和海海外弱⽹网使⽤用，同时要体验良好



Weex vs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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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w.alipayobjects.com/os/rmsportal/SKkMcoAevOsePITiCWXI.mp4
https://gw.alipayobjects.com/os/rmsportal/muVwdBumYUZaFIbooRlM.mp4


⻜飞猪 Weex 技术体系



⻜飞猪 Weex 业务架构图

Framework / Libraries / OS Kernel …底层服务

⼤大度假 ⼤大交通 ⼤大住宿 营销线 上层业务

基础服务 AliWeex Utils     Weex Ui 业务组件 UPX 营销

    Weex
Native 端淘猪猫三端⼀一致的


Native API设计

淘猪猫三端⼀一致的

Bridge.js API设计 Weex 端

Ali  Native Bridge APIs

Ali Weex Hybrid Bridge APIs

AWP ⻚页⾯面发布

信鸽资源推送

TMS 搭建体系

上线

Clam 开发构建⼯工具

错误 / 性能 数据⼤大盘

︸ 数据埋点

路路由跳转

导航栏定制…

⽹网络状态

⽀支付功能

接⼝口请求



yo clam

yo clam:page
初始化

grunt dev

grunt debug

本地

调试

grunt  build

grunt prepub

grunt publish

构建

发布

 Clam 开发⼯工具



Weex ⻚页⾯面如何在⻜飞猪、⼿手淘、⽀支付宝进⾏行行多端投放 ?

客户端发现带此参数，直接下载后⾯面js，通过 Weex 容
器器渲染，否则⽤用WebView渲染降级地址

客户端发现带有此参数, 会请求前⾯面地址， 假如发现响应的 mime type 为 
application/javascript，则使⽤用 Weex 渲染返回的内容， 否则⽤用 WebView 渲染

降级 H5 地址

Weex js bundle 地址

https://h5.m.taobao.com/trip/weex-ui/index.html?_wx_tpl=

https://h5.m.taobao.com/trip/weex-ui/demo/index.native-min.js

通过前端 URL 参数决定渲染为 Weex 还是 H5

https://market.m.taobao.com/tms/holiday2017/2018spring/
2018springfestival?wh_weex=true

通过服务端返回内容决定渲染为 Weex 还是 H5



 ⻜飞猪 Weex 业务⼤大盘   



什什么业务适合⽤用 Weex ？

营销业务 ⾸首⻚页、频道 搜索列列表

正向流程 简单详情 富交互⻚页⾯面

  展示类 项⽬目优先 
重构/新项⽬目 优先 
深度垂直类⽬目可尝试



Weex 不不适合复杂场景 ？

超⻓长列列表渲染 复杂业务逻辑场景 富交互场景

https://gw.alipayobjects.com/os/rmsportal/YitWUVdexDrbWmKexpMk.MP4
https://gw.alipayobjects.com/os/rmsportal/bBBpCuhnfWXVnmdeitqv.mp4
https://gw.alipayobjects.com/os/rmsportal/pxJswbgnQaOmNXejhIkb.mp4


以上，有持续沉淀？可快速⽣生产吗？



Weex Ui 的发展和开源



?
为什什么要建⽴立 Weex Ui 组件库体系 ？

在引⼊入 Weex 初期，通过 Weex Ui 让未接触 Weex 的同学
对其编写有借鉴作⽤用

提炼业务中的公共组件，便便于直接引⽤用，提⾼高⼤大家
开发效率

将 Weex 业务中的疑难杂症通过组件封装，对外只暴暴露露简
单逻辑

业务规范、视觉规范、最佳实践的及时同步



Weex Ui ⼀一览

Weex Ui
A rich interaction, lightweight,
high performance UI library.

可⽤用⼿手淘、⻜飞猪、Playground、浏览器器扫码

同时 
兼容3端

统⼀一 
视觉交互

内部 
实践⼀一年年

众多 
富交互组件

npm i  weex-ui  -save

alibaba/weex-ui

https://github.com/alibaba/weex-ui
https://github.com/alibaba/weex-ui
https://h5.m.taobao.com/trip/weex-ui/index.html?_wx_tpl=https://h5.m.taobao.com/trip/weex-ui/demo/index.native-min.js


2016.10.22

第⼀一⾏行行
代码

1.0
we

2.0
vue 品牌化 开源

• 开始尝试性探索
Weex组件封装

• 将业务中常⽤用基础
组件进⾏行行抽离

• 制定组件开发规范

• 23个 Ui 组件
• 开始在⻜飞猪 Weex
业务中使⽤用

• 逐步尝试⼀一些富交
互使⽤用场景

• we 转 vue 可视化
⼯工具开发

• 33个 Ui 组件
• ⼤大量量在业务中使⽤用
• 集团 BU 使⽤用

去⻜飞猪化、丰富化、品
质化
统⼀一总览地址和内部官
⽹网
性能提升 交互优化

• 分散组件归⼀一化
• 去除所有阿⾥里里内部特
性、服务

• 组件⽂文档的整理理
• 开源申请 仓库部署

2017.02.13 2017.06.21 2017.08.18 2017.09.30

Weex Ui 怎么来的 ?

开源 
发展



Weex Ui ⽂文档 组件说明、使⽤用规则
Demo、详细使⽤用、升级⽂文档



通过组件搭建你的 Weex ⻚页⾯面

wxc-searchbar 搜索栏组件

wxc-tab-page ⻚页⾯面切换组件

your-item ⾃自定义商品组件

wxc-rich-text 富⽂文本规范组件

wxc-loading 加载提示组件

wxc-city

城市选择组件

wxc-result

错误结果⻚页组件



       电商

Weex Ui  只适合电商业务 ？

       ⼯工具           企业应⽤用          ⾃自媒体        新闻       ⽂文娱

他们都在使⽤用 Weex Ui 

…



除了了基础库，在 Weex Ui 层还可以做什什么 ？



Weex 业务组件化

设计师

前端

后端

产
出
设
计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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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

⽀支撑 任意业务模块 投放到 任意
⻚页⾯面 中 任意位置 的能⼒力力



Weex 业务组件化

业务组件化的思路路

将相似业务的组件进⾏行行梳理理、归纳、坑位可配置化

进⾏行行组件抽离，并按照统⼀一规范进⾏行行编写

90% 逻辑组件内部处理理，使⽤用者开箱即⽤用

场景示例例

业务包 服务类 半⾃自动视觉规范 可视化搭建

（可⽤用⼿手淘、⻜飞猪扫码）

https://gw.alipayobjects.com/os/rmsportal/iRixaibmRQYhNtrVqsFF.MOV


可以⾃自动化测试 Weex 吗 ？

http://p.tb.cn/rmsportal_7819_2026c3a73abfb162-1.mov


Weex 代码可以转换吗 ？

https://h5.m.taobao.com/trip/we2vue/home/index.html
http://p.tb.cn/rmsportal_7819_ScreenFlow.mov


Weex ⽆无障碍优化
让盲⼈人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最快的⽅方式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可感知性、可操作性、可理理解性、鲁棒性

<template>
  <div class="root">
    <div :aria-hidden="true">
      <text>不不想显示的内容</text>
    </div>
    <div class="wxc-simple-item" 
         @click="itemClicked(url)"
         :accessible="true" 
         :aria-label="`${title},${price}元起`">
      <image :src="image" class="item-image"/>
      <text class="item-text">{{title}}</text>
      <div class="price-num">
        <text class="yen">&#65509;</text>
        <text class="price">{{price}}</text>
        <text class="postfix">起</text>
      </div>
    </div>
  </div>
</template>

设置不不朗读

设置朗读焦点

设置朗读内容

http://p.tb.cn/rmsportal_7819__E6_97_A0_E9_9A_9C_E7_A2_8D.mov


⻜飞猪 Weex 双⼗十⼀一性能优化

https://gw.alipayobjects.com/os/rmsportal/hFlVRkFsCBBKeAySpznV.mp4
https://gw.alipayobjects.com/os/rmsportal/iwHTNPyvEaRzDxaEKlcC.mp4


⻜飞猪 Weex 双⼗十⼀一性能优化

接⼝口提前预请求



最后，回到开源

https://github.com/alibaba/weex-ui



Weex Ui 开源
Why ？
经过内部⼀一年年多的使⽤用，已经趋于稳定

外部 Weex 开发者急需⼀一套成熟 Ui 组件库提⾼高开发效率

给⼤大家更更多 Weex 可实现功能的输⼊入，最佳实践实现的参考

How ?
weex-toolkit + weex-ui 如何更更好使⽤用

⽋欠缺组件的补全 + 现有组件的增强

继续扩展边界 + 轻⾈舟解决⽅方案 UI 库

引⼊入更更多富交互体验 + 组件的⽆无障碍优化

简易易的使⽤用⽅方式 + 详细的中英⽂文档

+

更更多⼈人的参与 + 共促 weex 的发展



组件提交

讨论 社区维护

⽂文档

可以
做什什么

共同促进 Weex Ui 的发展

bugfix 功能增强 新增组件
纠错 国际化 最佳实践

任何建议 新思路路 更更好实现 群问题 issue 推⼴广

Please feel free to use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Q ? A : End



https://weex.apache.org

https://weex.apach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