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什么是BFC，作用有哪些？哪些情况下会触发

BFC？
当时触发条件只答出了1、2、4、5，而且4只说了inline-block。这种很多情况的一时半会

确实很难答完全。。

完整答案：

BFC（块级格式化上下文），是页面上的一个隔离的独立容器，容器里面的子元素不会影响

到外面元素，反之亦然。它与普通的块框类似，但不同之处在于:

（1）可以阻止元素被浮动元素覆盖。

（2）可以包含浮动元素。

（3）可以阻止margin重叠。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就可触发BFC：

【1】根元素，即HTML元素

【2】float的值不为none

【3】overflow的值不为visible

【4】display的值为inline-block、table-cell、table-caption

【5】position的值为absolute或fixed

2 浏览器性能优化：http://blog.csdn.net/mahoking/article/details/51472697

直接看网站

浏览器访问优化

1. 减少http请求，合理设置缓存

合并css，合并js，合并图片，将浏览器一次访问需要的javascript和CSS合并成

一个文件，这样浏览器就只需要一次请求。图片也可以合并，多张图片合并成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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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张图片都有不同的超链接，可通过CSS偏移响应鼠标点击操作，构造不同的

URL

 缓存的力量是强大的，恰当的缓存设置可以大大的减少 HTTP请求。假设某网站

首页，当浏览器没有缓存的时候访问一共会发出 78个请求，共 600多 K数据，而当

第二次访问即浏览器已缓存之后访问则仅有 10个请求，共 20多 K数据。 (这里需要

说明的是，如果直接 F5刷新页面的话效果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请求数还是一

样，不过被缓存资源的请求服务器是 304响应，只有 Header没有Body，可以节省

带宽 )

 怎样才算合理设置 ?原则很简单，能缓存越多越好，能缓存越久越好。例如，很

少变化的图片资源可以直接通过 HTTP Header中的Expires设置一个很长的过期头 ;

变化不频繁而又可能会变的资源可以使用 Last-Modifed来做请求验证。尽可能的让

资源能够在缓存中待得更久。

2. 浏览器缓存

 对一个网站而言，CSS、javascript、logo、图标这些静态资源文件更新的频率都

比较低，而这些文件又几乎是每次http请求都需要的，如果将这些文件缓存在浏览器

中，可以极好的改善性能。通过设置http头中的cache-control和expires的属性，可设

定浏览器缓存，缓存时间可以是数天，甚至是几个月。

        在某些时候，静态资源文件变化需要及时应用到客户端浏览器，这种情况，可通

过改变文件名实现，即更新javascript文件并不是更新javascript文件内容，而是生成一

个新的JS文件并更新HTML文件中的引用。

        使用浏览器缓存策略的网站在更新静态资源时，应采用逐量更新的方法，比如需

要更新10个图标文件，不宜把10个文件一次全部更新，而是应该一个文件一个文件逐

步更新，并有一定的间隔时间，以免用户浏览器忽然大量缓存失效，集中更新缓存，造

成服务器负载骤增、网络堵塞的情况。

3 css选择器性能优化：

https://www.cnblogs.com/subying/p/3661807.html
css选择符是从右到左匹配的
对CSS选择器的效率从高到低做了一个排序：

    1.id选择器（#myid）
    2.类选择器（.myclassname）
    3.标签选择器（div,h1,p）
    4.相邻选择器（h1+p）
    5.子选择器（ul < li）
    6.后代选择器（li a）
    7.通配符选择器（*）
    8.属性选择器（a[rel="external"]）

https://www.cnblogs.com/subying/p/3661807.html


    9.伪类选择器（a:hover,li:nthchild）

  1.id选择器肯定是最快，但是不要在ID选择器使用的同时再使用标签
或类选择器了，这点上jquery也是一样的。  div#content"
2. 不要在类选择器时用标签选择器，这点跟jquery是刚好相反的。  
"div.text"
  3.  如果明确dom结构，先使用子选择器，减少后代选择器使用，
 “div a"换为div>a"
4.    使用类选择器替代后代选择器和子选择器，
5.  尽量使用继承来避免写重复的样式
#text{} #text>.span:{fontsize:24px;} #text> .a{fontsize:24px;}" ，那么可以这么
写".text{fontsize:24px;}"，

尽量使用类选择器(class) ，避免使用通配符选择器（*） 和属性选择
器，后代选择器和子选择器也尽量避免。

css大小：
box-sizing: content-box | border-box | inherit

content-box = 内容盒子宽高 + 填充（Padding）+ 边框宽

（border-width）

border-box = 内容盒子宽高

4 property与attribute区别：
attribute翻译成中文术语为“特性”，property翻译成中文术语为“属性”，
http://www.jb51.net/article/50686.htm
attribute通过getAttribute,setAttribute,removeAttribute进行操作，property直接
用键值进行访问
有些attribute也是property

代码如下:

<div class="box" id="box" gameid="880">hello</div>

上面的div元素的HTML代码中有class、id还有自定义的gameid，这些特性都存放在

attributes中，类似下面的形式：

http://www.jb51.net/article/506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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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代码代码如下:

元素getAttribute得到类数组[ class="box", id="box", gameid="880" ]

div.class //box;

了更好的区分attribute和property，基本可以总结为attribute节点都是在HTML代码中可见
的，而property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值对属性。

5首屏时间与白屏时间
http://blog.csdn.net/redtopic/article/details/70677690

白屏时间：浏览器开始显示内容的时间，网络越弱时间越长，传统采集方式是
在html的head标签结尾记录时间戳，
监听某个主DIV的变化（因为是单页面的应用，所以总会有个入口DIV来监
听），白屏即是该DIV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被放入东西，所以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该
DIV没有变化，那就可以进行白屏统计了。

首屏时间：是指用户看到第一屏，即整个网页顶部大小为当前窗口的区域，显示完

整的时间。常用的方法有，页面标签标记法、图像相似度比较法和首屏高度内图片加

载法；

1）页面标签标记法，在HTML文档中对应首屏内容的标签结束位置，使用内联的

JavaScript代码记录当前时间戳，比较局限；

首屏时间：打点8-打点1

2）图像相似度比较法，通过比较连续截屏图像的像素点变化趋势确定首屏时间，最

为科学和直观的方式，但是比较消耗本地设备的运行资源；

3）首屏高度内图片加载法，通过寻找首屏区域内的所有图片，计算它们加载完的时

间去得到首屏时间，这样比较符合网页的实际体验并且比较节省设备运行资源；

优化：按需加载，本地缓存数据与脚本，减少静态文件域名，域名收敛，首屏内容静

态缓存

DOM树构建时间：浏览器开始对基础页文本内容进行解析到从文本中构建出一个

内部数据结构（DOM树）的时间，jquery的·ready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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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页时间：是指页面完成整个加载过程的时刻。会使用window对象的onload事件来

记录时间戳，它表示浏览器认定该页面已经载入完全了。

6 JSONP

处理跨域：JSONP，CORS请求，img标签请求

http://blog.csdn.net/u011897301/article/details/52679486
ajax请求受同源策略影响，不允许进行跨域请求，而script标签src属性中的链接

却可以访问跨域的js脚本，利用这个特性，服务端不再返回JSON格式的数据，

而是返回一段调用某个函数的js代码，在src中进行了调用，这样实现了跨域。

JSONP将访问跨域请求变成了执行远程JS代码，服务端不再返回JSON格式的数

据，而是返回了一段将JSON数据作为传入参数的函数执行代码。

7 GBK与UTF-8区别
https://www.cnblogs.com/sochishun/p/7026762.html

utf-8:针对Unicode的可变长度字符编码，称万国码，包含世界所有国家用到的

字符，国际编码，通用性强

GBK： 是汉字编码标准之一，包含全部中文字符，是国家编码，通用性比UTF8

差，不过UTF8占用的数据库比GBD大

总结：

UTF8英文1字节中文3字节，在编码效率和编码安全性之间做了平衡，适合网

络传输，是理想的中文编码方式.

GBK英文1字节(半角1字节，全角2字节)，中文2字节,GBK的范围比GB2312

广，GBK兼容GB2312。

8 UTF-8，unicode与ASCII区别
https://blog.csdn.net/ppdyhappy/article/details/51435527

ASCII：最早只有127个字母被编码到计算机里，也就是大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和一些符号，这个编码表被称为ASCII编码，比如大写字母A的编码是65，小写字

http://blog.csdn.net/u011897301/article/details/5267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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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z的编码是122。

Unicode：把所有语言都统一到一套编码里，这样就不会再有乱码问题了。

Unicode标准也在不断发展，但最常用的是用两个字节表示一个字符（如果要用

到非常偏僻的字符，就需要4个字节）。现代操作系统和大多数编程语言都直接

支持Unicode。

UTF-8：“可变长编码”。UTF8编码把一个Unicode字符根据不同的数字大小编码

成16个字节，常用的英文字母被编码成1个字节，汉字通常是3个字节，只有很

生僻的字符才会被编码成46个字节。如果你要传输的文本包含大量英文字符，

用UTF8编码就能节省空间：

UTF8编码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ASCII编码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UTF8编码

的一部分，所以，大量只支持ASCII编码的历史遗留软件可以在UTF8编码下继

续工作。

1 在计算机内存中，统一使用Unicode编码，当需要保存到硬盘或者需要传输的

时候，就转换为UTF8编码。

用记事本编辑的时候，从文件读取的UTF8字符被转换为Unicode字符到内存
里，编辑完成后，保存的时候再把Unicode转换为UTF8保存到文件：



rwfileutf8

2 浏览网页的时候，服务器会把动态生成的Unicode内容转换为UTF8再传输到
浏览器：

webutf8

 所以你看到很多网页的源码上会有类似<meta charset="UTF-8" />的信息，表
示该网页正是用的UTF8编码。

9 重载与多态：
重载：多个同名函数同时存在，具有不同的参数个数/类型，调用方法时通过传
递给它们不同参数个数和参数类型来决定用哪个函数，这就是多态性。
java实现多态比如说不同动物叫声，先创建抽象类动物，再用鸭子，鸡继承该抽
象类，再在实例里调用叫声的方法

js是动态语言，不会进行这些类型检测，所以只要在叫声方法类传入不同对象就
可以实现。具体创建一个方法调用不同对象叫声函数，创建不同对象及叫声函
数，再在之前方法里传入不同对象调用。

10 C语言分为几个区
程序分：代码区、数据区，bss区，堆区，栈区
代码区：存放代码，里面内容不可修改
char *buff = "abcdef";这个char型指针指向了代码区，这个指针里面的数据
只可以被读取不可以别修改
栈区：系统分配，系统释放（跟堆区最重要的区别），栈区的数据是可以改变
的，



堆区：程序员分配一块内存，然后往这块内存中写数据，栈区是系统分配内存然
后往里面写数据，栈区是有系统释放，但是堆区的内存必须有程序员释放，不然
会造成内存泄露
数据区（静态区）：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
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
的另一块区域。 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BSS段:（bss segment）通常是指用来存放程序中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的一块
内存区域。

11 js的栈和堆 
https://www.cnblogs.com/mydia/p/6713671.html
栈：
方法建立自己的内存栈，方法内定义的变量逐个放入栈内存里，方法结束后，内
存栈也会销毁
栈里存储的是基础变量及一些对象的引用变量，基础值存在栈里，引用变量存在
栈里是指向堆的数组或对象的地址。
堆
程序里创建一个对象时，对象被保存在运行时的数据区，便于反复利用，运行的
数据区是堆内存，堆内存对象不会随方法接束销毁，只有当一个对象没有引用变
量引用时，垃圾回收机制会回收，

堆和栈的溢出：

堆：循环创建对象或大的对象；
栈溢出：递归调用，JVM维持一条长方法调用轨迹，直到内存不够分配，产生栈
溢出

12 get与post区别

GET

1.是通过URL提交数据，有长度限制。

2.实际上HTTP协议对URL长度是没有限制的；限制URL长度大多数是浏览器或

者服务器的配置参数

POST

1.同样的，HTTP协议没有对POST进行任何限制，一般是受服务器配置限制或者

内存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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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HP下可以修改php.conf的postmaxsize来设置POST的大小。

GET幂等，安全，可缓存的，有长度限制，，POST不幂等，不安全，大部分不可

缓存，无长度限制

幂等是指同一个请求方法执行多次和仅执行一次的效果完全相同。

1.按照RFC规范，PUT，DELETE和安全方法都是幂等的。虽说是规范，但服务

端实现是否幂等是无法确保的。

2.引入幂等主要是为了处理同一个请求重复发送的情况，比如在请求响应前失去

连接，如果方法是幂等的，就可以放心地重发一次请求。这也是浏览器在后退/

刷新时遇到POST会给用户提示的原因：POST语义不是幂等的，重复请求可能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3.比如在微博这个场景里，GET的语义会被用在「看看我的Timeline上最新的20

条微博」这样的场景，而POST的语义会被用在「发微博、评论、点赞」这样的

场景中。

13 Token Auth的优点

https://www.cnblogs.com/xiekeli/p/5607107.html
1：支持跨域访问

2：无状态

3：适用CDN

4：去耦

5：更适用于移动应用

6：无CSRF

7：基于标准化

14 Webpack优化
https://segmentfault.com/a/1190000007891318

1:CommonsChunkPlugin提取公共代码

https://www.cnblogs.com/xiekeli/p/5607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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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externals配置提取常用库
external就是把我们的依赖资源声明为一个外部依赖，然后通过script外链脚本引入，只是

通过配置后可以告知webapck遇到此类变量名时就可以不用解析和编译至模块的内部文件

中，而改用从外部变量中读取，这样能极大的提升编译速度，引入的包构建这些资源包时需

要采用amd/commonjs/cmd相关的模块化进行兼容封装，即打包好的库已经是umd模式

包装过的，



3：happyPack开启线程池

4：增强uglifyPlugin

15 如何new一个对象
https://www.cnblogs.com/MECN/p/6632501.html

1.  建立一个对象

2：将原型里的方法与构造函数的属性赋值给对象

3：返回对象

16 函数式编程
1.数据都是不可变的，所以所有的变量在程序运行期间都是一直存在的，非常占用运行资源

2. 面向对象编程以数据为核心，所以在多线程并发编程中，多个线程同时操作数据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数据修改的不确定性。函数式编程数据全部都是不可变的，所以没有并发编程的

问题，是多线程安全

3.代码可读性更强。实现同样的功能函数式编程所需要的代码比面向对象编程要少很多，代

码更加简洁明晰

17 动态语言好处
1.灵活，编译时没有类型检查，天生具有多态性

2. 可以借助call，apply调用不属于该类型的方法  

Array.prototype.push.call(arguments,4)

18 怎么新建一个线程
JS引擎是单线程的，这一点的本质仍然未改变，Worker可以理解是浏览器给JS引擎开的外挂，专

门用来解决那些大量计算问题。
其它，关于Worker的详解就不是本文的范畴了，因此不再赘述。

WebWorker与SharedWorker
既然都到了这里，就再提一下SharedWorker（避免后续将这两个概念搞混）

https://www.cnblogs.com/MECN/p/6632501.html


WebWorker只属于某个页面，不会和其他页面的Render进程（浏览器内核进程）共

享

所以Chrome在Render进程中（每一个Tab页就是一个render进

程）创建一个新的线程来运行Worker中的JavaScript程序。

SharedWorker是浏览器所有页面共享的，不能采用与Worker同样的方式实现，因为

它不隶属于某个Render进程，可以为多个Render进程共享使用

所以Chrome浏览器为SharedWorker单独创建一个进程来运行

JavaScript程序，在浏览器中每个相同的JavaScript只存在一个

SharedWorker进程，不管它被创建多少次。

看到这里，应该就很容易明白了，本质上就是进程和线程的区别。SharedWorker由独立的进程管
理，WebWorker只是属于render进程下的一个线程

19 数组与链表区别
数组：存储区域连续，要预留空间，插入数据和删除数据效率低，不易扩展，查找
效率高
链表：存储区域无需连续，大小没有固定，拓展很灵活，插入数据和删除数据效率高，
查找效率低

- 数组

读取 O(1)

插入 O(n)

删除 O(n)

20 用户反映你开发的网站访问很慢
https://blog.csdn.net/lv_victor/article/details/53148421

1. 服务器带宽不够
2. 服务器负载过大忙不过来，比如说CPU和内存消耗完了
3. 网站的开发代码没写好，例如mysql语句没有进行优化，导致数据库的读写相
当耗费时间
4. 当我们的数据库变得愈发庞大，比如好多G好多T这么大，那对于数据库的读
写就会变得相当缓慢了

检测方法：

https://blog.csdn.net/lv_victor/article/details/53148421


1 首先你自己也打开下网站，看是否会出现用户反映的问题，如果你这边访问没
问题，那就可能是用户那边的问题了
2 发现确实是自己服务器或者网站的问题，那么可以利用浏览器的调试功能（一
般浏览器都会有），调试网络看看各种数据加载的速度，哪一项消耗了多少时间
都可以看到，是哪块数据耗时过多，是图片加载太慢，还是某些数据加载老半天
都查不出来。
3 然后针对服务器的负载情况，可以去查看下服务器硬件（网络带宽、CPU、内
存）的消耗状况。带宽方面查看流量监控看是不是已经到了峰值，带宽不够用
4. 如果发现硬件资源消耗都不高，都比较充裕，那要去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了。这个可以通过查日志来找，比如PHP日志、Apache日志、mysql日志等等
的错误日志，特别如mysql有个慢查询的日志功能，可以看到是不是某条mysql
语句特别慢，如果某条语句花的时间太长，那这条语句很有可能有问题

优化：
（1）出口带宽的问题，这个很简单，加带宽，有钱就多买带宽，很简单。
（2）mysql语句优化，开发人员职责。
（3）数据库太庞大，为了读写速度，进行“拆表”、“拆库”，就是把数据表
或者数据库进行拆分。
（4）缓存。
（5）CDN（content-delivery-network：内容分发网络）
（6）同时异步加载的技术例如前端的Ajax技术，异步请求数据，可以使这些动
态数据延迟加载，这块自己不怎么了解，可能表述不好。前端开发的人员应该更
懂一些。

21 https比http慢，慢多少，怎么优化
https://www.kuanxu.com/operators/23.html

HTTP耗时 = TCP握手
HTTPs耗时 = TCP握手 + SSL握手

ssl时间：1协议交互所增加的网络 RTT(round trip time)。

             2加解密相关的计算耗时。

HTTPs链接比HTTP链接要长3倍的时间，具体数字取决于CPU的快慢和
网络状况
https缺点：慢，贵，ssl要买，安全范围有限

https://www.kuanxu.com/operators/23.html


优化：用户体验和ssl的资源占用问题，不必把整站都做成https，只在几个安全要求较

高的页面使用ssl，HTTPS只要用在比较敏感的几个地方（登录之类的），简化握

手，cdn缓存

22 排序算法知道多少种？适用场景是

稳定：所有相等的数经过某种排序方法后，仍能保持它们在排序之前的相对次
序，我们就

说这种排序方法是稳定的。反之，就是非稳定的。

1)若n较小(如n≤50)，可采用直接插入或直接选择排序。

    　当记录规模较小时，直接插入排序较好；否则因为直接选择移动的记

录数少于直接插人，应选直接选择排序为宜。



(2)若文件初始状态基本有序(指正序)，则应选用直接插人、冒泡或随机的快速

排序为宜；

(3)若n较大，则应采用时间复杂度为O(nlgn)的排序方法：快速排序、堆排序或

归并排序。

    　快速排序是目前基于比较的内部排序中被认为是最好的方法，当待排

序的关键字是随机分布时，快速排序的平均时间最短；

    　堆排序所需的辅助空间少于快速排序，并且不会出现快速排序可能出

现的最坏情况。这两种排序都是不稳定的。

    　若要求排序稳定，则可选用归并排序。但本章介绍的从单个记录起进

行两两归并的  排序算法并不值得提倡，通常可以将它和直接插入排序结合在

一起使用。先利用直接插入排序求得较长的有序子文件，然后再两两归并之。因

为直接插入排序是稳定 的，所以改进后的归并排序仍是稳定的。

23垃圾回收

 标记清除与垃圾回收

1、标记清除法：

JavaScript最常用的垃圾收集方式。当变量进入环境时，这个变量标记为“进入

环境”；而当变量离开环境时，则将其标记为“离开环境”。可以使用一个“进

入环境”的变量列表及一个“离开环境”的变量列表来跟踪变量的变化，也可以

翻转某个特殊的位来记录一个变量何时进入环境及离开环境。

24 前端路由与后端路由
https://blog.csdn.net/gongzhuxiaoxin/article/details/52718298

前端路由应用场景就是所谓的单页应用。在业务允许浏览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前

端路由可以让页面体验较好。但是在例如很多业务情景下就不适用了，例如展示

广告，几乎不需要在页面上有其他逻辑，例如严谨的下单流程，后端路由可以严

格控制前端不可进入页面，还有后端路由可以应用于API层面提供接口等等许多

的场景都是可以的。灵活选择前后端路由会让你的业务体验相当不错，或者更深

层次的你用到了同构，前后端共用一套路由，在直接由回车进入页面时将这套路

由在服务端渲染输出，但是页面点击跳转等动作时又是前端路由

https://blog.csdn.net/gongzhuxiaoxin/article/details/52718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