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DK 名称 公司名称 个⼈信息范围 ⽤途
Android
Firebase messaging  Google 设备令牌 事件推送

Firebase jobdispatcher  Google
设备信息、⽤户电⼦邮
件、⽤户 eb、航班信息 应⽤反馈、机组⼈员评价

Google analytics  Google
屏幕点击、按钮点击、预
订确认等 跟踪⽤户⾏为

Google maps  Google 设备定位 在哪⾥赚取积分
Google location  Google 设备定位 Uber（已停⽤）
Retrofit 2  Square - 与 API 通信
RxJava 2  Reactivex - 处理 API 响应
Okhttp 3  Square ⾝份验证令牌 与 API 通信
Gson  Google - 处理 json 消息

Microsoft App Center – 分
析 Microsoft

应⽤统计数据（活跃⽤
户、设备、地区等），跟
踪⽤户活动（尚未启⽤，
但即将启⽤）

跟踪⽤户⾏为

Microsoft App Center – 崩
溃  Microsoft

记录⽤户和设备等的崩溃
和错误情况以及次数 记录崩溃事件

Microsoft App Center – 分
发 Microsoft  - 分发应⽤

Kotlin gradle 插件  Jetbrains - Kotlin 开发
Kotlin stdlib  Jetbrains - Kotlin 开发
PercentLayout  Google - ⽤户界⾯实现 
Android FlowLayout  Google - ⽤户界⾯实现 
Expandable Layout  Aakira - ⽤户界⾯实现 
ConstraintLayout  Google - ⽤户界⾯实现 
Cardview  Google - ⽤户界⾯实现 

Instant apps  Google -
即时运⾏预订功能（已删
除） 

Picasso  Square - 图⽚加载程序
Threetenabp  Threeten.org - ⽇期处理程序
Appcompat  Google - ⽤于开发
Legacy support v4  Apache  - ⽤于开发
App-js   - - ⽹页抓取
 Radaee viewlib  Radaee - Pdf renderer
iOS

AFNetworking

开源 
(https://github.com/
AFNetworking/
AFNetworking)

-

适⽤于 iOS、macOS、
watchOS 和 tvOS 的⽹络
库。建⽴在 Foundation 
URL 加载系统之上

App-js (= 2.1) 内部⼯具 -
Web Scarping 和 JS 
injecting 为内部⼯具运⾏

AppCenter Microsoft

来⾃操作系统版本的设备
信息

分析已被停⽤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https://docs.microsoft.com/
en-us/appcenter/sdk/data-
collected)

⽤于构建⽬的

AppCenter/Distribute Microsoft 同上 同上。AppCenter SDK 的
⼦模块

CocoaLumberjack (= 3.4.2)

开源
(https://github.com/
CocoaLumberjack
/CocoaLumberjack)

-
⽇志记录和创建⾃定义⽇
志记录

CorePlot (= 2.0)
开源 (https://github.com/
core-plot/core-plot)

-
Core Plot 是适⽤于 
macOS、iOS 和 tvOS 的 
2D 绘图框架

CSStickyHeaderFlowLayou
t (= 0.2.11)

开源
(https://github.com
/core-plot/
CSStickyHeaderFlowLayou
t)

-

UICollectionView 替换 
UITableView。更像 
Parallax Header，Sticky 
Section Header。专为 iOS 
7 打造

GoogleAnalytics (= 3.17.0) Google

Google Analytics 服务条款
禁⽌收集个⼈⾝份数据，
例如姓名、电⼦邮件地址
或账单信息。然⽽，该服
务会收集其他数据，例如 
IP 地址、操作系统和设备
型号等设备信息

收集应⽤事件并为 BI ⽣成
报告

GoogleMaps (= 1.13.0) Google 同上 显⽰地图及位置

ISO8601 (= 0.6.0)
开源 (https://github.com/
soffes/ISO8601)

- ISO08601 格式解析器

NewRelicAgent (= 6.4.1) Newrelic
⽤于我们的⽇志记录，因
此会收集诸如 IP 地址之类
的信息

监控、调试和改进整个堆
栈

PDFTouch (= 2.14)
 开源 (https://github.com/
kemaltaskin/
PDFTouch-Demo)

- 显⽰和呈现 PDF ⽂件

Reusable (= 4.1.0)
开源 ( https://github.com/
AliSoftware/Reusable)

-
⼀种 Swift 混合，可轻松
以类型安全的⽅式重⽤视
图

SSZipArchive (= 1.1)
开源 ( https://github.com/
ZipArchive/
ZipArchive)

-
在 iOS、macOS 和 tvOS 
上压缩和解压⽂件。

SwiftGen (= 6.1.0)
开源 (https://github.com/
SwiftGen/
SwiftGen)

-
资产、故事板、
Localizable.strings 的代码
⽣成器

SwiftLint
开源 (https://github.com/
realm/
SwiftLint)

-
⼀种强制执⾏ Swift 样式
和约定的⼯具。

UICollectionViewFlexLayo
ut (= 1.2.0)

开源 (https://github.com/
devxoul/
UICollectionViewFlexLayo
ut)

- UICollectionViewFlowLayo
ut 的直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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