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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元⽹网站⽹网站元素分析

Content size by content type Requests by content type

图片以及视频占到 70% 以上，其他主要是文本、HTML、JS、CSS 等



⼆二次元⽹网站遇到的挑战

遇到的
挑战

   性能瓶颈

   成本控制

   内容劫持

   如何正确的使⽤用 CDN



CDN 整体架构图



CDN 对⽹网络的优化作⽤用

•解决服务端的第一公里问题 

•缓解甚至消除了不同运营商之间互联网的瓶颈造成的影响 

•减轻了各省的出口带宽压力 

•缓解了骨干网的压力 

•优化了网上热点内容的分布



通⽤用优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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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优化篇

•智能调度：DNS 调度 + HTTP 302 调度 + HttpDNS 调度 

•内容优化：Gzip 压缩、JS/CSS 合并、代码压缩等 

•智能路由：动态中转、区域回源、回源负载均衡（A/B 测试） 

•缓存命中率：多域名共享缓存、过滤参数、缓存过期 

•协议优化：TCP 拥塞控制、HTTP/2 



全局智能调度系统

DNS系统

智能决策模块

CDN 服务集群

探测器器

系统构架图

资源监控

应⽤用服务状态监控

节点⽹网络状况监控



HttpDNS 调度

HttpDNS集群

LocalDNS

CDN节点
联通⽤用户

IP：202.103.2.36

HttpDNS访问原理理图

 http://httpdns.upyun.com/dns?

dm=test.mydomain.com&ip=202.103.2.36

 3.3.3.3,300

备选：查询test.mydomain.com

正常请求节点数据

GLB集群



图⽚片、视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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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视频优化篇

•动态 URL 作图、样式作图 

•WebP 自适应无痛接入方案 

•H.265 点播自适应解决方案 

•根据视频头拖拉，支持 mp4、flv 

•视频大文件分片技术



动态 URL 作图 + 样式作图

示例例⼀一：：https://p.upyun.com/docs/cloud/demo.jpg!/format/webp

实例例⼆二：https://p.upyun.com/docs/cloud/demo.jpg!upyun520



WebP ⾃自适应解决⽅方案

基于 CDN 的 WebP  ⾃自适应图⽚片⽆无痛接⼊入⽅方案
                 

图⽚片流量量更更少，渲染速度更更快



什什么是 WebP 

WebP 是⼀一种⽀支持⽆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的⽹网络图⽚片格式，具有体积⼩小、图⽚片质量量好，⽀支持Alpha 透明以及24-bit 颜⾊色数的特点，根据 Google 
的测试，⽆无损压缩后的 WebP ⽐比 PNG ⽂文件少了了 45％ 的⽂文件⼤大⼩小，即使这些 PNG ⽂文件经过其他压缩⼯工具压缩之后，WebP 还是可以减少 
28％ 的⽂文件⼤大⼩小。



WebP ⾃自适应技术实现遇到的挑战

并不不是所有的浏览器器都⽀支持 WebP，需要解决浏览器器兼容
适配问题。

CDN 如何实现相同 URL 访问，缓存不不同副本图⽚片，减少
源站改造成本。

针对已经上线运营的⽹网站，所有图⽚片都替换成 WebP 格式，
⼯工作量量巨⼤大。

版本控制

兼容性
问题

成本控制



WebP ⾃自适应技术实现⽅方案

⽀支持有损、⽆无损、动态 GIF 转换


业务流程图



关⼼心的问题

• WebP ⾃自适应的正确使⽤用姿势？


•无损 WebP 的正确使用姿势？



WebP ⾃自适应技术优势

⼀一键开启，即可完成 WebP 
图⽚片格式⾃自适应转换，

同时解决浏览器器兼容性问题。

⼀一键开启

传输的⽂文件⼤大⼩小减少，使得

⻚页⾯面加载速度提升

 50% 以上

速度提升 50%
CDN 传输带宽减少，可有效节
省 CDN 成本 30% 左右。

成本降 30%
WebP ⾃自适应技术免费开放
给平台所有⽤用户使⽤用。弹性

处理理集群，能够做到资源⾃自

动处理理

免费开放/弹性处理理



WebP ⾃自适应演示环节

https://huaban.com/all/

https://huaban.com/all/


H.265 点播⾃自适应解决⽅方案

基于 CDN 的 H.265  ⾃自适应⽆无痛接⼊入⽅方案



什什么是 H.265

H.265 ⼜又称 HEVC（High Efficieny Video Coding），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联组织在 
2013 年年 3 ⽉月正式批准通过的新⼀一代视频压缩标准，主要⾯面向⾼高清数字电视以及视频编解码
系统的应⽤用。H.265与 H.264 相⽐比，拥有 2 倍的压缩效率 。

体积 
减少 

 50%+

质量量 
保持 
不不变



H.265 点播⾃自适应实现⽅方案

访问示意图 业务流程图



视频分⽚片技术实现机制+分⽚片预加载

user

视听点播源

user

100KB 200KB 300KB
CDN 
缓存组件

按需回源

回源量量从 11% 减少到 5%

缓存命中率从 88% 提升到 95%

某点播类客户，采⽤用分⽚片技术前后对⽐比分析：

■边缘节点流量量
■回源流量量

Range:0-100K
返回:0-100K

Range:200K-300K

返回:200K-300K
开启前 开启后



HTTPS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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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图解及消耗分析

HTTPS 业务流程 HTTPS 抓包



升级 HTTPS 遇到的挑战：慢 & 贵

•SSL 证书费用高及更新维护复杂 

•HTTPS 降低用户访问速度（多次握手） 

•HTTPS 消耗 CPU 资源，需要增加大量机器 

•由 HTTP 跳转到 HTTPS 的方式增加了用户访问耗时



HTTPS 性能优化点

•HTTP/2 

•OCSP Stapling 

•分布式 Session Cache(Session Resumption) 

•HTTP 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HSTS) 

•False Start（依赖于PFS、NPN、ALPN ） 

•即将支持：Session ticket、Chacha20-Poly1305、TLSv1.3



协议升级：HTTP/2 ⽀支持

•主流浏览器以及 ATS 强制使用 HTTPS 

•内容协商 

NPN（Next Protocol Negotiation） 

ALPN（Application Layer Protocol Negotiation



简化握⼿手：OCSP  Stapling

CRLs OCSP OCSP Stapling



简化握⼿手：分布式 Session Cache

交互过程：
1）服务器器为每⼀一次的会话都⽣生成并记录⼀一个 ID 号，然后发送给客户端

2）如果客户端发起重新连接，则只要向服务器器发送该 ID 号

3）服务器器收到客户端发来的 ID 号，然后查找⾃自⼰己的会话记录，匹配 ID 

之后，双⽅方就可以重新使⽤用之前的对称加密秘钥进⾏行行数据加密传输



⽹网站 HTTPS 安全等级评分

• https://www.ssllabs.com/ssltest/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