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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程序 客户 端侦测 并 接 收服 务 器发送 的埋 点数据 ，埋 点数 S10
据携 带有待 埋 点控 件标 识和操 作类 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 数据

若 用广通过所述 应 用稈序 客广端 访 预先确 定 的页面 ，则所
述 应 用程序 客 户端 基于所述 埋 点数 据对应 的所 述 映射关 系 数 S20
据 确定 需埋 点统计 的控件 和对 应 的操作类 型 ，并在所述 页面 '

运 行期 间根据 所述对 应 的操 作类 型 收集及 /或 统计确 定 的各
个控件 的操 作数据

图 1

(57) Abstract: A method and system for dynamically tracking an application of a client, the method comprising: an application client
detects and receives tracking data sent by a server (S10); i f a user visits, by means of the application client, a page determined in
advance, the application client determines controls on which tracking statistics needs t o be made and corresponding operation types
on the basis o f mapping relation data corresponding t o the tracking data, and collects and/or makes statistics on operation data of the
determined controls according t o the corresponding operation types during operation period of the page (S20). During the process of
dynamic tracking, an application client does not need to upload screenshot data, only needs t o receive tracking data sent by a server, and
collects and/or makes statistics on operation data of controls on the basis o f mapping relations corresponding t o the tracking data.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application client will not be greatly affected, the accuracy i s high, and i t i s less possible t o cause an error.

(57) 摘 要 ：一种 对 客 户 端 的应用 程 序 动 态 埋 点 的方 法 及 系 统 ，该方 法包 括 ：应用 程 序 客 户 端 侦 测 并接 收服 务 器
发 送 的埋 点数 据 （S10 ) ；若用 户 通 过所 述 应用 程 序 客 户 端 访 问预 先 确 定 的页面 ，则所 述 应 用 程 序 客 户 端 基 于
所 述 埋 点数据 对 应 的所 述 映射 关 系数据 确 定 需埋 点统 计 的控 件和对 应 的操作类 型 ，并在所 述 页面 运行 期 间根据
所 述对 应 的操 作类 型 收集 及 或 统 计 确 定 的各 个 控 件 的操 作 数据 （S20 ) 。在 进 行 动 态 埋 点 的过程 中 ，不 需要 应
用 程 序 客户 端上 传截 屏 数据 ，只需要接 收服 务 器发 送 的埋 点数据 ，并基 于埋 点数据 对 应 的映射 关系 收集及 或 统
计 控件 的操作数据 即可 ，不会对 应用程 序客户端 的运行性 能造成太大影 响 ，且准确性较 高 ，不容 易 出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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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系统、客户端及 艮务器

本 申 请 要 求 于 2016 年 12 月 24 日提 交 中 国 专 利 局 、 申 请 号 为
201611211423.3 发明名称为"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及 系统"的
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 申请 中。

技 ？ 页域
本发 明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

点的方法、系统、客户端及服务器。

背景技术
目前，对于基于 "移动终端+服务器" 运行架构的软件 系统 （该软件 系统

包括安装于移动终端的移动端程序和安装于服务器的服务器程序 ）而言，为
了整体上验证所述软件 系统的业务逻辑是否顺畅，以 及 之前的一些基本假设
是否成立等，一般需要通过获取移动端程序的数据指标进行验证。

现有技术中，业界通常釆用对所述软件 系统进行埋点的方式收集并统计
分析所述数据指标。也就是说 ，通过埋点的方式收集并统计分析所述数据指
标，其实是对于所述软件 系统的一个可视化健康检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 了在所述软件 系统上线运行之后 ，调整所收集数据的类型，以 更好的
进行可视化健康检查，动态埋点的方案对业界来说显得更为迫切。

然而，现有的动态埋点方案需要移动端程序通过截屏的方式上传截屏数
据 ，这种现有的动态埋点方案对移动端程序的运行性能造成很 大影响，容易
出错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及

系统，旨在更加灵活地收集异常信息。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提供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应用程序客户端侦测并接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所述埋点数据携带

有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关系数据；
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访 问预先确定的页面，则所述应用程序

客户端基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的所述映射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的控件和
对应的操作类型，并在所述页面运行期间根据所述对应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
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的操作数据。

优选地 ，所述埋点数据为埋点报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
数据对应的所述映射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的控件和对应的操作类型的步
骤之前，还 包括：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利用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将所述埋点报文解析成
该应用程序客户端支持 的埋点配置文件 ；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
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步骤 包括：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
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
作类型 。

优选地 ，所述埋点数据 为埋点配置文件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
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的步骤 包括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
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优选地 ，所述在所述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
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的步骤 包括 ：根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
和 中间层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
并在该 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的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
据进行识别 、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优选地 ，所述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还 包括：
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指令 ，则服务器响应所述埋点数据指令 ，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
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项或者输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
的选择项或者输入项；

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设 置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服务器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点数据 。

此外 ，为 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
点的系统 ，所述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包括应用程序客户端和
服务器，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 包括：

接 收模块 ，用于侦测并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所述埋点数据携 带
有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

收集及统计模 块 ，用于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访 问预先确定的
页面，则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
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
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

优选地 ，所述埋点数据为埋点报文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还 包括解析模
块 ，所述解析模块用于利用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器将所述埋点报文解析成该
应用程序客户端支持 的埋点配置文件 ；

所述收集及统计模块还用于基 于所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 系
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
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



优选地 ，所述埋点数据 为埋点配置文件 ，所述收集及统计模 块还用于基
于所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优选地 ，所述收集及统计模块还用于根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和
中间层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
并在该 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的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
据进行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优选地 ，所述服务器用于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则响
应所述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置界 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
设 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 项
或者输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选择项或者输入项；

所述服务器还用于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设 置的
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
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 数据 。

本发 明提 出的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及 系统 ，通过应用程
序客户端侦测并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
端访 问预先确定的页面，则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
述映射 关系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从 而
在进行动态埋点的过程 中，不需要应用程序客户端上传截屏数据 ，只需要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并基 于埋点数据对应的映射 关系收集及/或统计控
件 的操作数据 即可 ，不会对应用程序客户端的运行性能造成太大影响 ，且准
确性较 高，不容 易出错 。

附图说 明
图 1为本发 明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 态埋点的方法第一 实施例 的流程 示

意 图；
图2为本发 明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 态埋点的方法第四 实施例 的流程 示

意 图；
图3为本发 明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 态埋点的方法第五 实施例 的流程 示

意 图；
图4为本发 明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 态埋点的 系统第一 实施例 的功能模

块示意 图；
图5为本发 明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 态埋点的 系统 的第二 实施 例 的功能

模块示意图。

本发 明 目的的实现 、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 实施例 ，参照附图做进一步
说 明。



具体实施方式
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

定本发 明。
本发 明提供一种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该对客户端的应

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可以基 于应用程序客户端和服务器实现 。应用程序客
户端例如可以为但不限于手机 、平板 电脑等 。客户端 中安装有应用程序 ，应
用程序例如可以为但不限于微信 、QQ、电话应用、短信应用 、淘宝 APP 等。
参照图 1, 图 1 为本发 明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第一实施例的流
程示意图。在该实施例 中，该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包括：

步骤 S10, 应用程序客户端侦测并接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所述埋点
数据携带有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可以在接收到用户发送的埋点数据发送指令 时，
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数据 。可选的，服务器也可以根据预设条件 自动
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数据 。

可以 由用户基 于服务器设置埋点数据所需携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可选的，埋点数据所需携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关系也可以为默认设置的。

步骤 S20, 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访 问预先确定的页面，则所述
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
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的操作数据 。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预先确定的页面可以为需要进行动态埋点的 APP 对
应 的页面。应用程序客户端可以根据埋点数据获得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类
型的对应 关系，即，确定 出需埋点统计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操作类型
例如 可 以 包括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等，在该预先确定的页面运行期间收集及/
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操作控件的点击操作和操作时长数据 。

可选的，收集及/或统计操作数据可以为对确定的各个控件的操作数据进
行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的次数 。

可选的，在所述页面运行期间根据所述对应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
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可以釆用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方式一 ，在所述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预设 的操作数据处理程序对确定的各
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收集及/或统计操作数据。例如 ，对确定的各个控件的
操作数据进行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的次数 。

在本方式中，预设 的操作数据处理程序可以实时的识别对各个控件 的操
作数据 。可选的，预设 的操作数据处理程序还可以对识别的操作数据进行记
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的次数 。

方式二 ，才艮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和中间层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
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并在该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



的 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 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收集及/或统计操作数
据 。例如 ，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识别 、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
作 的次数 。

在本方式中，中间层拦截代码可以拦截上层驱动的数据 包，例如 ，可 以
拦截用户触发控件 的操作数据 ，并对操作数据进行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
型操作 的次数等 。通过釆用 中间层拦截代码 ，可以不 必编写额外的操作数据
识别程序 ，可以直接 利用现有 系统的识别程序 ，只需要通过 中间层拦截代码
进行拦截 即可 。

本发 明提供 的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通过应用程序客户
端侦测并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访 问
预先确定的页面，则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 系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
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从 而在进行
动态埋点的过程 中，不需要应用程序客户端上传截屏数据 ，只需要接 收服务
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并基 于埋点数据对应 的映射关系收集及/或统计控件 的操
作数据 即可 ，不会对应用程序客户端的运行性能造成太大影响 ，且准确性较
高，不容 易出错 。

进一步地 ，为 了进一步提 高服务器发送埋点数据 的灵活性 ，基 于本发 明
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的第一 实施例 ，本发 明还提 出了对客户
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的第二 实施例 ，所述埋点数据为埋点报文 ，步
骤 S20 之前 ，还 包括 ：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利用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将所述埋点报文解析成
该应用程序客户端支持 的埋点配置文件 ；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
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步骤 包括：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
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
作类型 。

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可以在接 收到用户发送的埋点报文发送指令 时，
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报文 。可选 的，服务器也可以根据预设条件 自动
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报文。

可以由用户基 于服务器设 置埋点报文所需携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可选 的，埋点报文所需携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也可以为默认设置的。

可选 的，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报文为一种统一格 式的埋点
报文 ，即，服务器向所有类型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的埋点报文的格 式均相
同。相应 的，接 收统一格 式的埋点报文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均可以处理这种统
一格 式的埋点报文 。由于服务器仅需发送统一格式的埋点报文 即可 ，不必依
据应用程序客户端的不 同类型而变换埋点报文的格 式，因此服务器发送埋点



报文更加灵活 ，通用性更高。
在本 实施例 中，不 同类型的应用程序客户端所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可

能不 同，从 而各种类型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均可以利用其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解析服务器发送的统一格 式的埋点报文 ，并生成该应用程序客户端支持 的
埋点配置文件 。例如 ，一 个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映射 关系为 buttonxlick, 即
控件标识为 button, 其对应 的操作类型为 click ( 单 击事件 ），支持 Android 操
作 系统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器可 以将 buttonxlick 解析成
Buttonxlick, 支持 iOS 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可
以将 buttonxlick 解析成 UIButton:tap 。

在本 实施例 中，应用程序客户端可以根据埋点配置文件获得待埋点控件
标识和操作类型的对应 关系，即，确定 出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
型 ，操作类型例如可以包括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等 ，在该预先确定的页面运
行期 间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操作控件 的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数据 。

进一步地 ，为 了进一步提 高服务器发送埋点数据 的灵活性 ，基 于本发 明
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的第一 实施例 ，本发 明还提 出了对客户
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的第三 实施例 ，所述埋点数据为埋点配置文件 ，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
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步骤 包括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
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
型 。

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可以在接 收到用户发送的埋点配置文件发送指令
时，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配置文件 。可选 的，服务器也可以根据预设
条件 自动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配置文件 。

可以由用户基 于服务器设 置埋点配置文件所需携 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
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可选 的，埋点配置文件所需携 带的待埋点控件标
识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也可以为默认设置的。

可选 的，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发送的埋点配置文件为与待接 收所述埋
点配置文件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对应格 式的埋点配置文件 ，以使得接 收该埋点
配置文件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可以直接调用所述埋点配置文件 。

在本 实施例 中，所述预先确定的页面可以为需要进行动态埋点的 APP 对
应 的页面。应用程序客户端可以根据埋点配置文件获得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
作类型 的对应 关系，即，确定 出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操作
类型例如可以包括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等 ，在该预先确定的页面运行期 间收
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操作控件 的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数据 。

进一步地 ，为 了进一步提 高服务器发送埋点数据 的灵活性 ，基 于本发 明
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的第一至第三任一 实施例 ，本发 明还提
出了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的第四实施例 ，如 图 2 所示 ，图 2



为本发 明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 态埋点的方法第四 实施例 的流程 示意 图，所
述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还可 以包括 ：

步骤 S30, 在 所述埋点数据 需要 向支持相 同类型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
端发送 ，或者 ，需要 向支持 不 同类型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 时，服
务器实时或者定时将所述埋点数据发送给各个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 。

在本 实施例 中，有些应用程序客户端可能支持 Android 操作 系统 ，有 些应
用程序客户端可能支持 iOS 操作 系统 ，可能有些埋点数据只需要 向某一种操
作 类型 的应用客户端发送 ，此 时，服 务器可 以向支持这种操作类型 的应用客
户端发送埋点数据 。也可能有些埋点数据需要 同时向支持 Android 操作 系统和
支持 iOS 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数据 ，则此时，服务器可以分
别向支持 Android 操作 系统和支持 iOS 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数
据 。在本 实施例 中，服 务器可 以根据户发送 的埋点数据发送指令确定需要 向
支持相 同类型操作 系统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 送 ，还是需要 向支持 不 同类型操
作 系统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 。

进一 步地 ，为 了进一步提 高服 务器发送埋点报文 的灵活性 ，基 于本发 明
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 态埋点的方法的第一至第四任一 实施例 ，本发 明还提
出了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的第五 实施例 ，如 图 3 所示 ，图 3

为本发 明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 态埋点的方法第五 实施例 的流程 示意 图，所
述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还可 以包括 ：

步骤 S40, 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则服务器响应所述埋
点数据 生成指令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
包括待埋点控件选择 项或者输入 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 项或者输入
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选择 项或者输入项 。

在本 实施例 中，所述待埋点控件选择 项可 以 包括若干预设 的控件标识 ，
用户可 以通过点击的方式选取其 中一项 、二 项或多项控件标识 。所述待埋点
输入 项可 以为一输入框 ，用户可 以将其设 置 的一项 、二项或多项控件标识输
入该输入框 内。在用户每 次设 置一项控件标识 时，还要对应该控件标识设 置
一与其 关联 的操作类型 。所述操作类型 的选择 项可 以 包括若干预设 的操作类
型 ，用户可 以通过点击的方式选取其 中一项 、二项或多项操作类型 。所述操
作类型输入 项可 以为一输入框 ，用户可 以将其设 置的一项 、二项或多项操作
类型输入该输入框 内。

步骤 S50, 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设 置的待埋点控
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 系数据 ，则服 务器根据接 收到 的待埋点控件和操

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点数据 。
在本 实施例 中，可 以根据预设 的编码规 则将所述接 收到 的待埋点控件和

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 系数据生成所述埋点数据 。并将埋点数据发送至对应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 。



本发 明进一步提供一种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所述对客
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包括应用程序客户端 10 和服务器 20。应用程
序客户端 10 例如可以为但 不限于手机 、平板 电脑等。客户端 中安装有应用程
序 ，应用程序例如可 以为但 不限于微信 、QQ、电话应用 、短信应用 、淘 宝
APP 等。参照图 4 , 图 4 为本发 明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第一 实
施例的功能模块示意图。在第一 实施例 中，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 10 包括 ：

接 收模块 11 , 用于侦测并接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所述埋点数据携
带有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

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可以在接 收到用户发送的埋点数据发送指令 时，
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数据 。可选 的，服务器也可以根据预设条件 自动
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数据 。

可以由用户基 于服务器设 置埋点数据所需携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可选 的，埋点数据所需携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也可以为默认设置的。

收集及统计模块 12, 用于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访 问预先确定
的页面，则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
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
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

在本 实施例 中，所述预先确定的页面可以为需要进行动态埋点的 APP 对
应 的页面。收集及统计模块 12 可以根据埋点数据获得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
类型的对应 关系，即，确定 出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操作类
型例如可以包括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等 ，在该预先确定的页面运行期 间收集
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操作控件 的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数据 。

可选的，收集及/或统计操作数据可以为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
行识别 、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可选的，收集及统计模块 12 在所述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
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可以釆用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方式一 ，收集及统计模块 12 还用于在所述页面运行期间根据预设 的操作
数据处理程序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收集及/或统计操作数据 。例
如 ，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识别 、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
数 。

在本方式中，预设 的操作数据处理程序可以实时的识别对各个控件 的操
作数据 。可选 的，预设 的操作数据处理程序还可以对识别的操作数据进行记
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方式二 ，收集及统计模块 12 还用于根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和 中
间层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并
在该 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的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进行收集及/或统计操作数据 。例如 ，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识别、
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在本方式中，中间层拦截代码可以拦截上层驱动的数据 包，例如 ，可 以
拦截用户触发控件 的操作数据 ，并对操作数据进行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
型操作 的次数等 。通过釆用 中间层拦截代码 ，可以不 必编写额外的操作数据
识别程序 ，可以直接 利用现有 系统的识别程序 ，只需要通过 中间层拦截代码
进行拦截 即可 。

本发 明提供 的对客户端 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通过应用程序客户
端侦测并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访 问
预先确定的页面，则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 系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
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从 而在进行
动态埋点的过程 中，不需要应用程序客户端上传截屏数据 ，只需要接 收服务
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并基 于埋点数据对应 的映射关系收集及/或统计控件 的操
作数据 即可 ，不会对应用程序客户端的运行性能造成太大影响 ，且准确性较
高，不容 易出错 。

进一步地 ，为 了进一步提 高服务器发送埋点数据 的灵活性 ，基 于本发 明
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的第一 实施例 ，本发 明还提 出了对客户
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的第二 实施例 ，参照 图 5 , 图 5 为本发 明对客户
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的第二 实施例 的功能模块示意 图，所述埋点数
据为埋点报文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还 包括解析模块 13 , 所述解析模块 13 用
于利用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将所述埋点报文解析成该应用程序客户端支持
的埋点配置文件 ；

所述收集及统计模块 12 还用于基 于所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
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
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

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可以在接 收到用户发送的埋点报文发送指令 时，
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报文 。可选 的，服务器也可以根据预设条件 自动
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报文。

可以由用户基 于服务器设 置埋点报文所需携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可选 的，埋点报文所需携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也可以为默认设置的。

可选 的，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报文为一种统一格 式的埋点
报文 ，即，服务器向所有类型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的埋点报文的格 式均相
同。相应 的，接 收统一格 式的埋点报文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均可以处理这种统
一格 式的埋点报文 。由于服务器仅需发送统一格式的埋点报文 即可 ，不必依
据应用程序客户端的不 同类型而变换埋点报文的格 式，因此服务器发送埋点
报文更加灵活 ，通用性更高。

在本 实施例 中，不 同类型的应用程序客户端所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可
能不 同，从 而各种类型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均可以利用其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解析服务器发送的统一格 式的埋点报文 ，并生成该应用程序客户端支持 的
埋点配置文件 。例如 ，一 个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映射 关系为 buttonxlick, 即
控件标识为 button, 其对应 的操作类型为 click ( 单 击事件 ），支持 Android 操
作 系统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器可 以将 buttonxlick 解析成
Buttonxlick, 支持 iOS 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可
以将 buttonxlick 解析成 UIButton:tap 。

在本 实施例 中，收集及统计模块 130 可以根据埋点配置文件获得待埋点
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的对应 关系，即，确定 出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
作类型 ，操作类型例如可 以包括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等 ，在该预先确定的页
面运行期 间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操作控件的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数据 。

进一步地 ，为 了进一步提 高服务器发送埋点数据 的灵活性 ，基 于本发 明
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的第一 实施例 ，本发 明还提 出了对客户
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的第三 实施例 ，所述埋点数据为埋点配置文件 ，
所述收集及统计模块 12 还用于基 于所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
据确定需埋点统计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

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可以在接 收到用户发送的埋点配置文件发送指令
时，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配置文件 。可选 的，服务器也可以根据预设
条件 自动向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配置文件 。

可以由用户基 于服务器设 置埋点配置文件所需携 带的待埋点控件标识和
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可选 的，埋点配置文件所需携 带的待埋点控件标
识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也可以为默认设置的。

可选 的，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发送的埋点配置文件为与待接 收所述埋
点配置文件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对应格 式的埋点配置文件 ，以使得接 收该埋点
配置文件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可以直接调用所述埋点配置文件 。

在本 实施例 中，所述预先确定的页面可以为需要进行动态埋点的 APP 对
应 的页面。收集及统计模块 12 可以根据埋点配置文件获得待埋点控件标识和
操作类型的对应 关系，即，确定 出需埋点统计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操
作类型例如 可 以 包括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等 ，在该预先确定的页面运行期 间
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操作控件 的点击操作和操作 时长数据 。

进一步地 ，为 了进一步提 高服务器发送埋点数据 的灵活性 ，基 于本发 明
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的第一至第三任一 实施例 ，本发 明还提
出了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的第四实施例 ，所述服务器 20 用于
在所述埋点数据需要 向支持相 同类型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 ，或者 ，
需要 向支持 不 同类型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时，实时或者定时将所
述埋点数据发送给各个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 。

在本 实施例 中，有些应用程序客户端可能支持 Android 操作 系统 ，有些应
用程序客户端可能支持 iOS 操作 系统 ，可能有些埋点数据只需要 向某一种操



作类型 的应用客户端发送 ，此时，服务器可 以向支持这种操作类型的应用客
户端发送埋点数据 。也可能有些埋点数据需要 同时向支持 Android 操作 系统和
支持 iOS 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数据 ，则此时，服务器可以分
别向支持 Android 操作 系统和支持 iOS 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埋点数
据 。在本 实施例 中，服务器可以根据户发送 的埋点数据发送指令确定需要 向
需要 向支持相 同类型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 ，还是需要 向支持 不 同
类型操作 系统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发送。

进一步的，为 了进一步提 高服务器发送埋点数据 的灵活性 ，基 于本发 明
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的第一至第四任一 实施例 ，本发 明还提
出了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的第五 实施例 ，所述服务器 20 用于
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则响应所述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生
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 项或者输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
选择项或者输入项；

所述服务器 20 还用于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置界面设 置
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
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点数据 。

在本 实施例 中，所述待埋点控件选择 项可以包括若干预设 的控件标识 ，
用户可 以通过点击的方式选取其 中一项 、二项或多项控件标识 。所述待埋点
输入项可以为一输入框 ，用户可以将其设 置的一项 、二项或多项控件标识输
入该输入框 内。在用户每次设 置一项控件标识时，还要对应该控件标识设 置
一与其 关联 的操作类型 。所述操作类型的选择项可以包括若干预设 的操作类
型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选取其 中一项 、二项或多项操作类型 。所述操
作类型输入项可以为一输入框 ，用户可以将其设置的一项 、二项或多项操作
类型输入该输入框 内。

在本 实施例 中，可以根据预设 的编码规则将所述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
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点数据 。并将埋点数据发送至对应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

上述本发 明实施例序号仅仅为 了描述 ，不代表 实施例的优 劣。通过以上
的实施方式的描述 ，本领域 的技术人 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上述 实施例方法可
借助软件加 必需的通用硬件平 台的方式来 实现 ，当然也可以通过硬件 ，但《艮
多情况下前者是更佳 的实施方式。基 于这样 的理解 ，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本质
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可 以 以 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 出来 ，该计
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 （如 ROM AM 、磁碟 、光盘 ）中，包括
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 台终端设备 （可以是手机 ，计算机 ，服务器，或者 网络
设备等 ）执行本发 明各个 实施例所述的方法。

以 上 仅为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例 ，并非 因此限制本发 明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发 明说 明书及 附图内容所作 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 变换 ，或直接或 间
接运用在其他相 关的技术领域 ，均同理 包括在本发 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客户
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 包括：

应用程序客户端侦测并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所述埋点数据携 带
有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

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访 问预先确定的页面，则所述应用程序
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 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
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
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

2、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埋点数据为埋点报文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步骤之前 ，
还 包括 ：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利用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将所述埋点报文解析成
该应用程序客户端支持 的埋点配置文件 ；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
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步骤 包括：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
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 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
作类型。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埋点数据为埋点配置文件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
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步骤 包
括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基 于所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
定需埋点统计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
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的步骤 包括 ：根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和 中间层
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并在该
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的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
识别 、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5、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
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的步骤 包括 ：根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和 中间层
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并在该



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的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
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6、如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在所述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
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的步骤 包括 ：根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和 中间层
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并在该
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的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
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7、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还 包括：

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指令 ，则服务器响应所述埋点数据指令 ，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
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项或者输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
的选择项或者输入项；

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设 置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服务器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点数据 。

8、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还 包括：

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指令 ，则服务器响应 所述埋点数据指令 ，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
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项或者输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
的选择项或者输入项；

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设 置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服务器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点数据 。

9、如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方法还 包括：

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指令 ，则服务器响应 所述埋点数据指令 ，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
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项或者输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
的选择 项或者输入项；

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设 置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服务器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点数据 。



10、一种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对客
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包括应用程序客户端和服务器，所述应用程
序客户端 包括 ：

接 收模块 ，用于侦测并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所述埋点数据携 带
有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

收集及统计模块 ，用于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访 问预先确定的
页面，则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
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
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

11、如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其特征
在于，所述埋点数据为埋点报文 ，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还 包括解析模块 ，所
述解析模块用于利用对应 的报文解析转换 器将所述埋点报文解析成该应用程
序客户端支持 的埋点配置文件 ；

所述收集及统计模块还用于基 于所述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
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
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

12、如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其特征
在于，所述埋点数据为埋点配置文件 ，所述收集及统计模块还用于基 于所述
埋点配置文件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和对应 的操作
类型。

13、如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其特征
在于，所述收集及统计模块还用于根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和 中间层
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并在该
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的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
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14、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其特征
在于，所述收集及统计模块还用于根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和 中间层
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并在该
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的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
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15、如权利要 求 12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其特征
在于，所述收集及统计模块还用于根据预先确定的控件 、操作类型和 中间层
拦截代码 的映射 关系，找到确定的各个控件对应 的中间层拦截代码 ，并在该



页面运行期 间启用找到的中间层拦截代码对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进行
识别、记录及/或统计 同类型操作 的次数 。

16、如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其特征
在于，所述服务器用于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则响应所述
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 项或者输
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选择项或者输入项；

所述服务器还用于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设 置的
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
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 数据 。

17、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其特征
在于，所述服务器用于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则响应所述
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 项或者输
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选择项或者输入项；

所述服务器还用于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设 置的
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
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 数据 。

18、如权利要 求 12 所述的对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动态埋点的系统 ，其特征
在于，所述服务器用于若接 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则响应所述
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 项或者输
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的选择项或者输入项；

所述服务器还用于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设 置的
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
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 数据 。

19、一种客户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 包括：
接 收模块 ，用于侦测并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埋点数据 ，所述埋点数据携 带

有待埋点控件标识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
收集及统计模块 ，用于若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客户端访 问预先确定的

页面，则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对应 的所述映射 关系数据确定需埋点统计 的控件
和对应 的操作类型 ，并在所述 页面运行期 间根据所述对应 的操作类型收集及/
或统计确定的各个控件 的操作数据 。

20、一种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用于：



若接收到用户发 出的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则响应所述埋点数据生成指令 ,
生成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 面包括待埋点控件选
择 项或者输入项 ，及各个待埋点控件标识选择项或者输入项对应 的操作类型
的选择项或者输入项；

若接 收到用户基 于所述埋点数据参数设 置界面设置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
类型之 间的映射 关系数据 ，则根据接 收到的待埋点控件和操作类型之 间的映
射 关系数据生成所述埋点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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