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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研发的演进

1.移动互联⽹网下的前端开发的演进趋势如何？
2.如何应对⼩小程序研发？1



背景

硬件能⼒力力提升

⽹网络通信发展

诉求

研发效率

多终端统⼀一

⽅方案

动态化技术

移动互联⽹网下的研发



分裂阶段

iOS

Android

H5

不不同平台，不不同代码，不不同实现

1

标准化阶段

拥抱 web 前端

前端开发规范⼦子集

DSL 标准

出现标准，能⼒力力对⻬齐，各⾃自实现

3

融合阶段

Native 双端融合

Hybrid 三端融合

融合尝试，各⾃自为战，⽋欠缺规范

2

“动态化⽬目标：⼀一份代码，运⾏行行多端、多app，提升开发效率”

动态化技术发展



Vue

React

…

mpvue

taro

…

+mp

⼩小程序动态化



mpvue 介绍

1.mpvue 开发框架具有什什么特点？
2.使⽤用 mpvue 将为开发者带来是什什么？2



使⽤用 Vue.js 开发⼩小程序的前端框架 
连接H5和⼩小程序，低成本过度

Vue.js 代码 ⼩小程序代码

mpvue 是什什么



规范统⼀一

收敛开发技术栈 
平衡割裂感

提⾼高代码复⽤用率 
提效双端迁移

效率提升能⼒力力增强

外部依赖导⼊入⽀支持 
组件化能⼒力力增强

mpvue 带来什什么



数据同步运⾏行行阶段 事件代理理⽣生命周期关联

⾃自动构建集成开发阶段 热更更新调试项⽬目初始化

逻辑层编译编译阶段 视图层编译 SDK 注⼊入

mpvue 的组成



⼯工程化体系集成
cli 命令⾏行行⼯工具 编译构建集成

⽣生态扩展能⼒力力npm 管理理⽀支持

Vue 组件机制
编码规范约束

Vue 编码规范  Vue 语法⽀支持

Vue 引擎驱动

mpvue 的组成



只使⽤用 mpvue

•  官⽅方标准使⽤用⽅方式
• 从零构建⼩小程序项⽬目
• quickstart 集成⽅方案

适⽤用于开发新应⽤用

mpvue 开发为主

• mpvue ⽅方案为基础
• 不不同⽅方案边界隔离
• 差异化构建 + 集成

需要集成其它开发⽅方案

mpvue 做辅助开发

• 维持既有技术⽅方案
• 使⽤用 simple ⼯工具
• 定制构建策略略

既有⼩小程序上开发新功能

mpvue 使⽤用场景



类别 序号 接⼊入⽅方

酒店旅游

1 美团酒店

2 美团⻔门票

3 美团汽⻋车票

4 美团⽕火⻋车票

美团点评

1 ⾦金金融

2 到店

3 外卖

4 点评

美团⽕火⻋车票

•  酒旅标准⽅方案，10+ ⼩小程序，⼩小程序商城

•  美团点评陆续接⼊入，代码复⽤用构建⽅方案

54%

美团外卖

62%

mpvue 使⽤用情况





mpvue 在美团外卖的实践



mpvue 与 uni-app 的集成



mpvue 起源

1.mpvue 的由来，制定规则还是复⽤用规则？
2.如何打通传统前端开发和⼩小程序开发？3



1.团队 Vue.js 技术栈统⼀一
2.产品已有H5版本，希望快速复⽤用
3.未来⾯面临⼤大量量开发需求
4.⼩小程序研发效率不不够⾼高

代码转换⼯工具 Vue 运⾏行行时框架vs.

mpvue 来源



视图代码转换⼯工具 模拟 vuejs 语法实现 引⼊入vuejs 运⾏行行时

• H5视图代码转换 
•只能获得⼀一次收益 
• H5和⼩小程序代码割裂

•尝试实现开发规范 
•⼯工作量量巨⼤大 
•实现功能集合取舍

•更更彻底的解决⽅方案 
•兼容和平台差异处理理 
•数据和事件打通困难

mpvue 的三个阶段



Vue 代码

mpvue 编译器器视图层代码 逻辑层代码

执⾏行行阶段

编译阶段

View

VDom

Component

WXML

WXSS

Service

mpvue SDK

事件函数逻辑

Data ⽣生命周期

data

event

js corewebview

mpvue 整体设计



维护 mp 对象实例例

mpvue runtime

实例例间⽣生命周期互通

维护 Vue 对象实例例

mp 触发事件 +  Vue 执⾏行行回调函数 

Vue 维护数据模型和虚拟 dom

⼩小程序负责视图层渲染

mpvue 运⾏行行时



事件代理理机制

数据同步机制

⽣生命周期关联

mpvue SDK

事件函数

mp 对象

AppData

⽣生命周期

事件函数

Vue 对象

data

⽣生命周期

mpvue 运⾏行行时实现



mpvue 后续

1.mpvue 后续响应和⽀支持⽅方式，计划
2.如何和社区、其它⼩小程序平台合作4



1.  提⾼高社区问题响应速度

2.  历史问题分类整理理修复

3.  优化性能问题，改进设计缺陷

提升使⽤用体验

1.  百度智能⼩小程序接⼊入

2.  ⽀支付宝⼩小程序接⼊入

3.  和社区共建沉淀 mpvue 组件库

扩⼤大使⽤用场景

mpvue 将持续改进能和优化，不不断探索⼩小程序动态化技术应⽤用实践！

mpvue 计划



欢迎参与 mpvue 建设、或者加⼊入 mpvue 团队

• ⽂文档站点：http://mpvue.com
• 主  仓  库：https://github.com/Meituan-Dianping/mpvue
• 依赖仓库：https://github.com/mpvue

http://mpvue.com
https://github.com/Meituan-Dianping/mpvue
https://github.com/mpvue


mpvue 技术交流美团点评技术公众号

北北京，成都，上海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