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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前段时间发现 github 不再使用 icon font，用 SVG 取而代之，于是进行了各种猜想：SVG 可以
多颜色？节省请求？避免字体文件没有加载完成时出现方框？虽然 <a href="https://ld246.com/for
ard?goto=https%3A%2F%2Fgithub.com%2Fb3log%2Fsymphony" target="_blank" rel="nofoll
w ugc">sym</a> 也开始使用了 SVG，但是具体原理还没有研究清楚（怎么替换 icon font？如何
量修改？），只能先在区域的图标上和 logo 上小范围使用。今天终于有空去一探究竟了，希望可以对
<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Fb3log.org" target="_blank" rel="
ofollow ugc">B3log</a> 的一系列产品有改进。</p>
<p>本来想自己翻译的，但是看到已经有人翻译了，就直接转载吧。</p>
<hr>
<p>GitHub 不再使用字体来输出图标了。我们把代码中所有的 Octicon 替换成了 SVG 版本。虽然
些改动并不那么明显，但马上你就能体会到 SVG 图标的优点。右图为 SVG。</p>
<p><img src="https://cloud.githubusercontent.com/assets/1369864/13088505/5c79d3ee-d4
1-11e5-89f4-aeb7c86a0c65.png" alt=""></p>
<p>切换到 SVG 以后，图标会作为图片渲染而非文字，这使其在任何分辨率下都能很好地以各种像
值显示。</p>
<h3 id="为何使用-SVG-">为何使用 SVG？</h3>
<h4 id="图标字体渲染问题">图标字体渲染问题</h4>
<p>图标字体从一开始就是一种 Hack。将图标作为 Unicode 符号生成一个自定义字体，并通过打包
的 CSS 来引入图标，这样只需要在任意元素上添加一个 class，图标就可以显示出来，然后我们通过 
SS 就能即时改变图标的尺寸和颜色。</p>
<p>然而，虽然这些图标是矢量图形，但在 1x 显示屏下的渲染效果并不理想。在基于 WebKit 的浏
器下，图标可能会在某些窗口宽度下变得模糊，因为此时图标是作为文本输出的，本来用于提高文本
读性的次像素渲染技术反而使图标看起来糟糕许多。</p>
<h4 id="对页面渲染的改进">对页面渲染的改进</h4>
<p>因为我们直接将 SVG 注入 HTML（这也是我们选择这种方式的主要原因），所以不会再出现图
字体下载 -&gt; 缓存 -&gt; 渲染过程中出现的样式闪动问题。</p>
<p><img src="https://cloud.githubusercontent.com/assets/1369864/13187194/68fa7d7e-d7
f-11e5-85e6-f6c528c436db.gif" alt=""></p>
<h4 id="可访问性">可访问性</h4>
<p>就像在 <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speakerdeck.com%2
ninjanails%2Fdeath-to-icon-fonts"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图标字体已死》</a>
一文中所述，有些用户会选择覆盖掉 GitHub 的字体，而对于患有读写障碍的用户，某些特定字体却
更加容易阅读。对于选择修改字体的用户来说，基于字体的图标就被渲染成了空白方框，这搞乱了页
布局，而且也不提供任何信息。而不管字体覆盖与否，SVG 都可以正常显示，并且对于读屏器用户来
，可以选择是否读出 SVG 的 alt 属性。</p>
<h4 id="图形尺寸更合适">图形尺寸更合适</h4>
<p>我们目前对每个图标在所有尺寸下提供对应的图形。因为站点的加载依赖了图标字体的下载，我
曾被迫把图标限制在最重要的 16px 尺寸下，这使每个符号在视觉上做出一些让步，当在新页面上缩
这些图标时，显示的还是 16px 版本。而 SVG 可以方便地 fork 全部的图标集，在指定的每个尺寸提
更合适的图形。当然图标字体也可以这么做，但这样用户需要下载两倍数据量，甚至更多。</p>
<h4 id="便于维护">便于维护</h4>
<p>打包自定义字体相当繁琐。一些 Web 应用也因此而生，我们内部也搞了一个。而使用 SVG 的
，添加一个新图标只需要将 SVG 文件放入相应的目录即可。</p>
<h4 id="可添加动画效果">可添加动画效果</h4>
<p>动画并非必要，但使用 SVG 就有了添加动画的可能性，而且 SVG 动画也的确在某些地方有实际
用，例如这个<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Fcodepen.io%2Faaro
shekey%2Fpen%2FwMZBgK"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预加载动画</a> 。</p>
<h3 id="实现方案">实现方案</h3>
<h4 id="我们的方案">我们的方案</h4>
<p>Octicon 在整个 GitHub 的代码中出现了约 2500 次。在用 SVG 之前，我们使用 <span></spa
> 这种简单的标签来引入。要切换到 SVG，我们添加了一个往 HTML 内直接注入 SVG 路径的辅助方
：</p>
<pre><code class="highlight-chroma"><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n class="highlight
cl">&lt;%= octicon(:symbol =&gt; "plus")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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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span></code></pre>
<p>输出：</p>
<pre><code class="highlight-chroma"><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n class="highlight
cl">&lt;svg aria-hidden="true" class="octicon octicon-plus" width="12" height="16" role="i
g" version="1.1" viewBox="0 0 12 16"&gt;
</span></span><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n class="highlight-cl">    &lt;path d="M
2 9H7v5H5V9H0V7h5V2h2v5h5v2z"&gt;&lt;/path&gt;
</span></span><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n class="highlight-cl">&lt;/svg&gt;
</span></span></code></pre>
<p>就如上面那样，我们最终的方案是往页面 HTML 中直接注入 SVG，这样就可以灵活通过 CSS 的 f
ll: 属性来调整修改图标的颜色。</p>
<p>我们将所有的 SVG 图形放在一个的目录而不是一个图标字体中，然后将里面这些图形的路径通
辅助方法直接注入到 HTML 里。比如，通过 &lt;%= octicon(:symbol =&gt; "alert") %&gt; 就可以
到一个警告图标。</p>
<p>我们也尝试了如下好几种在页面中添加 SVG 图标的方法，但有些由于受到 GitHub 生产环境的
制而失败了。</p>
<p>最开始我们尝试提供一个单一的“SVG 仓库”，然后用  元素来引入 SVG 拼图中的单个图形。
我们当前的跨域安全策略和资源管道条件下，使用外部提供 SVG 拼图很难做到。</p>
<ol>
<li>SVG 背景，这种方式无法实时调整图标的颜色。</li>
<li>用 <code>&lt;img&gt;</code> 的 src 属性来引入 SVG，这种方式无法实时调整图标的颜色。
/li>
<li>将“SVG 仓库”整个嵌入到每个页面，然后使用  把每个 SVG 都嵌入到整个 GitHub 的每个单
，但是想想就不对，特别是有时候这个页面一个图标都没用到。</li>
</ol>
<h4 id="性能">性能</h4>
<p>在切换到 SVG 以后，我们还没发现 页面加载和性能 上有任何不良影响。我们之前曾预计渲染时
会大幅下降，但往往性能和人的感知更相关。由于 SVG 图标被渲染为了指定宽高的图像，页面也不
会像之前那样 闪动 了。</p>
<p>同时由于我们不再输出字体相关的 CSS，我们还能 干掉一些多余的 CSS 代码 。</p>
<h4 id="缺点和坑">缺点和坑</h4>
<ul>
<li>Firefox 对 SVG 仍然有像素值计算的问题，虽然图标字体也有相同的问题。</li>
<li>如果你需要 SVG 有背景色，你可能需要在外面包一层额外的 div 。</li>
<li>由于 SVG 是作为图片提供的，某些 CSS 的覆盖问题也需要重新考量。如果你看到我们的页面布
有任何奇怪的地方，请告知。</li>
<li>IE 浏览器下，需要对 SVG 元素指定宽高属性，才能正常显示大小。</li>
<li>在技术方案升级过程中，我们层同时输出 SVG 和图标字体。在我们仍然为每个 SVG 图标指定 fo
t-family 时会导致 IE 崩溃。在完全转用 SVG 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li>
</ul>
<h4 id="总结">总结</h4>
<p>通过换掉图标字体，我们能更方便、更快速、更有可访问性地提供图标了。而且它们看起来也更
了。享受吧。</p>
<p>原文： <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github.com%2Fblo
%2F2112-delivering-octicons-with-svg"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https://github.c
m/blog/2112-delivering-octicons-with-svg</a></p>
<p>转自： <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Fwww.tuicool.com%2F
rticles%2FJFvaUv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http://www.tuicool.com/articles/JFva
vf</a></p>
<hr>
<p><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hacpai.com%2Farticle%2F1
95879561322"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如何使用 SVG 作为图标</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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