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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们谈到 Service Worker 的时候，往往是和 Progressive Web Apps 绑在

一起说出来的，但即便不用来做渐进式增强 Web 应用，我们也可以利用 
Service Worker 的全局拦截能力，来自定义一个满足我们需要的全局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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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概览

1. Service Worker 定义

2. Service Worker 特点

3. Can I Use Service Worker

https://hijiangtao.js.org/


概览

它一个服务器与浏览器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如

果网站中注册了 Service Worker 那么它可以

拦截当前网站所有的请求，进行判断（需要编

写相应的判断程序）。

如果需要向服务器发起请求的就转给服务器，

如果可以直接使用缓存的就直接返回，通过它

从而大大提高浏览体验。

Service Worker 定义



概览 必须运行在 HTTPS 协议下

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执行上下文。一旦被安装成

功就永远存在，除非线程被程序主动解除

无法直接操作 DOM，UI 的渲染工作必须只能

在主线程完成

基于 Web Worker 并拥有离线存储能力

全局拦截，可以拦截并代理全局请求，可以处

理请求的返回内容，开发者可控

事件驱动并拥有生命周期

支持推送与版本控制

Service Worker 特点



概览

https://caniuse.com/?search=ServiceWorker

Can I use

https://caniuse.com/?search=Service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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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Developers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web/fundamentals/primers/service-workers

https://hijiangtao.js.org/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web/fundamentals/primers/service-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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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控制

2.1 / Service Worker 的注册与注销

https://hijiangtao.js.org/


Service Worker 注册



Service Worker 注册



Service Worker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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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控制

2.2 / Service Worker 受控状态检测

通过 navigator.serviceWorker.controller  可以获得当前控制页面的 
Service Worker 实例，这个实例是一个 ServiceWorker 对象，通过这个

对象，你可以读取 scriptURL  获得序列化脚本的实际 URL 等等。

https://hijiangtao.js.org/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API/ServiceWorker


Ready 并不是真正的 ready

https://github.com/w3c/ServiceWorker/issues/799

https://github.com/w3c/ServiceWorker/issues/799


Workbox



Implement with Promise



Implement with 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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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与存储

3.1 / 线程间通信

postMessage, MessageChannel & MessagePort

https://hijiangtao.js.org/


按照使用场景分类

1. 客户端可能希望向 Service Worker 发送消息，一对一（单播）场景

2. Service Worker 可能希望将一些信息发送给与他传递消息的客户端，依

旧是单播场景

3. Service Worker 可能希望向其控制下的每个客户端都发送信息，一对多

（广播）消息

4. Service Worker 可能希望向发起请求的客户端发送消息，单播场景



场景一 / 一对一单播



场景二 / Service Worker 消息回传客户端

Channel Messaging API的 MessageChannel 接口允许我们创建一个新的

消息通道，并通过它的两个 MessagePort 属性发送数据。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API/MessagePort


场景二 / Service Worker 消息回传客户端

客户端



场景二 / Service Worker 消息回传客户端

Service Worker 侧



场景二 / Service Worker 消息回传客户端

基于 MeesagePort 通信



场景三 / Service Worker 广播



场景四 / 响应发起请求的客户端

Service Worker 中的事件



场景四 / 响应发起请求的客户端



场景四 / 响应发起请求的客户端

Service Worker 侧



场景四 / 响应发起请求的客户端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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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列出了线程间通信的所有枚举情况，但实际如
何组合使用，还要看各自的业务场景特征，比如有些
场景需要保证从导航开始的所有请求拦截与通信，
而有些场景只需要保证用户交互产生的数据可以得
到监控与传输即可。

https://hijiangtao.j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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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与存储

3.2 / 全局变量

https://hijiangtao.js.org/


全局变量

Service Worker 在安装时会执行一遍 
Service Worker 入口文件的所有逻辑，而

其中各类事件监听器是按需调用的。

如果为了保持一些状态而在 Service 
Worker 入口文件中定义了一些全局变量，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当你关闭页面或判断需

要执行清理逻辑时，对其进行重置。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API
/Service_Worker_API/Using_Service_Workers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API/Service_Worker_API/Using_Service_Workers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API/Service_Worker_API/Using_Service_Workers


全局变量

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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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与存储

3.3 / 持久化存储

https://hijiangtao.js.org/


持久化存储

无法使用如下方案

1. XHR

2. localStorage



持久化存储

建议

1. IndexedDB

2. cache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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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与其他

4.1 / 客户端环境判断

https://hijiangtao.js.org/


环境判断



环境判断

应用场景

1. Service Worker 对不同环境下的请求做差别处理

2. 主线程中接收 Servive Worker 传来的消息时，也需要注意事件监听器挂

载的 window



@hijiangtao

调试与其他

4.2 / 运行与调试

https://hijiangtao.js.org/


开发者调试工具



代码调试

chrome://inspect/#service-workers



Not work?

网络请求没有经过 Service Worker？

首先，可以确认下是否为首次加载 Service Worker

其次，要看下 disable cache 是不是被你勾上了

最后，检查下 Bypass for network 是不是被你勾上了

当然，也可能是触发了 chrome 内部运行 bug 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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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总结

1. 利用 Service Worker 的全局拦截能力，可以自定义一个满足需要的全局代理，这也是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2. 在注册并使用  Service Worker 时，需要提前检查保证页面受控，行为符合预期。

3. 线程间通过 postMessage 通信，但要达到不同场景的需求，需要组合策略。

4. Service Worker 可以定义全局变量，但要注意及时清理，当然，可以使用  cache API 以

及 IndexedDB 作为持久化存储方案。

5. 提前判断好客户端环境、利用好开发者调试工具，对 Service Worker 的编程体验会有

很大帮助。

https://hijiangtao.j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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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https://hijiangtao.github.io/2021/04/13/Service-Worker-Practical-Notes/ 

https://hijiangtao.js.org/
https://hijiangtao.github.io/2021/04/13/Service-Worker-Practical-Note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