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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期Drupal 9将发布。Drupal 9大部分构建于Drupal 8，
将为用户提供与Drupal 8最新版本几乎相同的体验。Drupal贡
献者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清理代码库，确保Drupal继续使用外
部依赖支持的版本。

Drupal 9的目标是保持Drupal平台的安全及其代码的最新。
这个版本将修改一些第三方依赖，包括Symfony 3和Twig 1，
也将移除不赞成的解决方案 --- 如来至Drupal核心的大部分
jQuery UI。

Drupal 9：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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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cqu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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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原因，使用Drupal 7和Drupal 8的组织想要升级到Drupal 9，但其中最重
要的原因是继续支持。社区将于2021年11月结束对7和8的支持(结束对Drupal 8
的支持是因为它对Symfony 3的依赖，Symfony 3将于2021年11月结束它的生命周
期)。

Drupal 9在最初发布时不会提供任何新特性，但它将提供带有易于工作API的一
个更精简、更安全的系统。这些变化对开发人员来说是最显著的。Drupal 9的
未来版本将随着Drupal 8 时建立的6个月发布周期时间线进行特征增加和改进。

据项目负责人Dries Buytaert说Drupal 9的底线是：“The big deal about Drupal 9 
is… that it shouldn't be a big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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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Drupal 8到Drupal 9：
一个进化



Drupal发展的下一阶段，Drupal 9构建于Drupal 8，这意
味着使Drupal 8强大的所有功能和升级仍然存在于
Drupal 9中。

功能快速概述如下: 

丰富的媒体管理

Drupal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图像和通用文件，但是9通过支持本地音频、视频、
图像和其他文件的通用媒体字段扩展了这一功能。
Drupal的这一版本还允许用户嵌入远程内容，如YouTube和Vimeo视频。此外，
它还提供了一个媒体库模块，允许用户添加现有的媒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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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pal 8到Drupal 9：一个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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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工作流 

工作流模块允许你定义多个工作流，显示它们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允许的转
换。内容审核模块允许用户创建尚未启用的内容修订版。

最后，一个有前途的实验特性仍在开发中，工作区（Workspaces），允许分
段和同时发布多个内容更改(文章文本、边栏块、菜单项等)，并预览它们的
整体外观。你甚至可以围绕多个“场景”准备站点内容，例如选举结果或奥
斯卡奖获奖者，在适当的时候发布适当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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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构建器

布局构建器核心模块为内容提供布局功能。
布局构建器在以下三个用例中提供一个单一、强大的视觉设计工具方面是独
一无二的：
·为模板化内容布局
·定制模板布局
·定制页面

BigPipe
BigPipe是一个模块，它通过在工具栏和其他辅助内容仍在生成的时候先发
送页面的“主要内容”区域的方式来提高页面的查看性能，这是Drupal用户可
以享受的另一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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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功能

Drupal提供了至少四个语言支持模块，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角色。这些模块启
用了以下功能：

•  从一开始就能够用100种外语安装 Drupal

•  翻译内容项，如节点、分类术语、菜单项和用户配置文件
•   配置翻译，提供翻译网站配置到多种语言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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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体验

最新版本的Drupal从安装程序到模块页都是为移动设备设计的。为了支持无数
网络设备，Drupal将响应式设计集成到其所有功能中。

Drupal提供了一个响应式管理工具栏，它可以在宽屏幕上水平横向展开，也可
以折叠成图标，在小屏幕上垂直表示。

Drupal中的数据输入是无缝的，这要归功于HTML5表单元素，它在移动设备上
为日期/时间、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等字段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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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s在内核
Views模块是一个查询构建器UI，用于创建各种格式的动态内容清单。它是
Drupal的一部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集成在一起，允许从网
站数据库获取更高级的内容，然后可以以任何格式或语言显示这些内容。 

用块组织页面 
大多数页面元素都是通过块显示的，包括面包屑，网站名称和口号。这使得
它很容易在用户界面中进行调整、组织，并支持就地编辑和设置托盘兼容
性。

设置托盘允许简单地在前端更改最常见的配置，这消除了反复回到后端进行
更改的弊端。块也可以通过设置托盘和布局生成器重复使用。

构建、管理你的站点

Drupal还提供了一系列专注于站点创建和管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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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内容

Drupal是在结构化数据管理的基础上构建的。内容、用户配置文件和注释是
实体的示例。你可以向所有实体添加字段，包括对其他实体的引用。Drupal 
9附带了大量可用的字段，包括电话、电子邮件、日期和时间。 

视图模式和表单模式

一旦你用字段设置了实体，“视图模式”允许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为内容创建多
个显示选项。例如，在内容摘要视图中显示一个缩略图，在默认视图中显示
一个全尺寸的图像。

“表单模式”使创建数据输入表单变得容易，这些组件为更通用的组件提供
了更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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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

Drupal核心内置了从第三方系统（如WordPress）向系统迁移数据的支
持，以及为方便从Drupal 6和7迁移到Drupal 8和9而构建的特定解决方
案。 

配置管理系统

该系统允许站点遵循“development”、“staging”和“production”环境的最佳实
践，无缝地将配置从一个环境移动到另一个环境。

Headless支持
Drupal附带了JSON:API规范的实现，允许在分离的前端（移动应用
程序、JavaScript框架等）使用Drupal作为中心内容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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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开发体验

Drupal为前端开发人员提供了许多改进，包括HTML5、附加的帮助
库、可访问性增强、增强的基本主题、UI元素和改进的性能。

后端开发体验

Drupal提供了大量的后端开发人员改进，包括面向对象的代码、改
进的缓存、与第三方服务的更好集成以及广泛的内置WEB服务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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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rupal 9将依赖于Symfony 4，至少需要PHP 7.3，从而提高安全性和稳定性。

2. Drupal 9从Twig 1迁移到Twig 2。

3. CKEditor 4将留在Drupal 9.0中。但，CKEditor 5计划在之后的Drupal9.x中支持，
    那时CKEditor 4会被列为不推荐，以便在Drupal10中删除。

4. Drupal 9仍然依赖于jQuery本身，但是大部分jQuery UI组件将被从核心中移除。

5. Drupal 9中所有被支持的数据库的版本都将增大。

为什么不是Symfony 5呢? 

Drupal社区的一些成员问为什么Drupal 9基于Symfony 4而不是
基于Symfony 5构建。这与Symfony的发布过程有关。Symfony 5
的长期支持版本5.4要到2021年11月才会发布，与drupal9的开发
周期相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Drupal 8 到 Drupal 9：什么是新的
如前所述，Drupal 9将具有上述Drupal 8的所有功能。 

当然，与Drupal 8相比，Drupal 9也是一个进化的进步。
那么，这里有什么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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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为Drupal 9做准备



在过去的十年中，从Drupal的一个主要版本升级到另一个主要版本涉及了太
多的变化，常常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完整的站点。随着Drupal 8的引入，情况发
生了变化，升级也得到了极大的简化。

那么，你需要做些什么来准备Drupal 9的升级呢?

为Drupal 9做准备 

介绍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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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Drupal 8用户 
升级到Drupal 9将相对简单 

首先，确保你的环境与Drupal 9的需求兼容。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事
情是Drupal 9需要PHP 7.3或更高的版本，MySQL（至少到
5.7），MariaDB（至少到10.2），PostgreSQL（到9.6）和SQLite（到
3.26）。另外，对于那些使用 Drush 的用户，只有Drush 10与Drupal 9
兼容。

接下来，将Drupal核心更新到最新版本。Drupal 8的最后一个小版本
（8.9.0）将成为Drupal 9。你还应该删除此时没有使用的任何依赖项。

确保所有贡献模块都是最新的（我们将在下面介绍自定义模块）；从
Drupal 8.7.7开始，模块可以同时与Drupal 8和9兼容。换句话说，你可
以在Drupal 8站点把模块更新为最新版本 — 你还可以使用

页快速搜索Drupal 9贡献模块的准
备状态，找到相关问题和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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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工具

为了确保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贡献模块，你应该安装并启用 Upgrade 
Status Module 或者使用 Drupal Check 工具。在撰写本文时，Upgrade 

Status包含额外的代码覆盖，包括.info.yml文件和Twig不赞成的语法检
测。运行其中之一，以扫描所提供的模块，查看兼容性问题和不推荐代
码的使用情况。如果未提交的补丁已经可用，你能够使用 cweagans/
composer-patches 应用补丁，并向补丁作者和模块维护人员提供关于您
使用它们的经验的反馈。 

使用相同的工具分析自定义模块和主题。修复这些工具发现的问题将产
生与Drupal 8和Drupal 9兼容的代码。

当然，手动修复问题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相反，你可以直接使用 
drupal-rector 或 Upgrade Rector 用户界面来生成解决兼容性问题的补
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drupal-rector中提供了有限数量的转换，可以
帮助自动删除一些不赞成使用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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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会发现，升级所花的时间比你在过去十年中所做的任何
主要Drupal更新都要短得多。

此时，你的环境适合Drupal 9，所有贡献的项目都已更新到Drupal 9兼容
的版本；您的定制模块和主题也已更新为与Drupal 9兼容。但是，Drupal 
8站点仍然可以按原样运行。 

最后一步是将Drupal核心本身更新到Drupal 9，运行update.php。

祝贺你 —— 你现在应该已经完全迁移到Drupal的新
版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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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Drupal 7迁移到Drupal 9需要重新构建。但是，有许多工具可以
获得正确的代码并避免迁移挑战。这些工具包括： 

对于Drupal 7用户 

此外，还有许多社区附加组件聚合在 
Migrate Tools 和 Migrate Plus 项目，更不用说一套有助于简化开发的
命令行工具（如Drush）了。

想了解更多关于迁移的信息，我们建议你看看我们的电子书，
Migrating to Drupal 8: It’s Time.

Upgrade Status (Drupal 7 version) - 查看你使用的模块是否有 
Drupal 8/9版本或替代品。

Drupal Module Upgrader - 为自定义代码生成更改，使Drupal 8/9兼容。 

Core Migrate Suite - 移动内容，甚至支持Drupal 6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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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升级到Drupal 9，需要为你的Drupal 7网站提供
更长期的支持，Acquia是提供Drupal  7供应商扩展支持（D7ES）的

公司之一，至少到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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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Drupal 9什么时候来？



Drupal 9代表了Drupal发展的重要下一步。
它巩固了Drupal 8中已经存在的东西，并为接下来的内容打下了基础。我们非常激动地看到它
的诞生。

Drupal 9定于2020年6月3日发布，之前在3月中旬发布了测试版。Drupal 9的第一个预定特性
更新（小版本发布）Drupal 9.1定于2020年12月发布。 

Drupal 9什么时候来？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或者需要帮助，请访问这些资源：

dev.acquia.com/drupal9 
acquia.com/drupal9

与Drupal社区保持联系：
Twitter: @Drupal @dropismoving 
groups.drupal.org/core 
drupal.org/doc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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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CQUIA
Acquia是一家开源数字体验公司。我们为世界上最具雄
心的品牌提供技术，让他们拥抱创新，创造重要的客户
时刻。在Acquia，我们相信社区的力量　——　让我们
的客户按照他们的主张自由地建设明天。

acquia.com

http://www.acquia.com
https://www.facebook.com/acquia/
https://twitter.com/acquia?ref_src=twsrc%5Egoogle%7Ctwcamp%5Eserp%7Ctwgr%5Eauthor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usnuLuIGptCgCPss1Og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acqu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