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網頁瀏覽器是開發者所能使用的最普及散佈平台：在每台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

型電腦，桌上型電腦，以及各種 3C產品當中，都安裝著瀏覽器。事實上，以目前的成
長速率來說，預計到 2020年時，至少有 200億台類似的連線裝置－每個裝置都擁有瀏
覽器，而且至少都會具備 WiFi或行動連線功能。裝置的平台種類、製造商，或是作業
系統版本，都不是重點－每台裝置都將擁有功能與日俱增的網頁瀏覽器。

拜近年來的技術創新之賜，現在的瀏覽器早已不是過去所能相提並論的：HTML和 CSS
會建構出畫面呈現部分，JavaScript則是網頁的最新組合語言，而最新的 HTML5 API則
會持續改良，並展露出更新的平台性能，以提供更強大的高效能應用程式。過去沒有任

何的其他技術或平台，可以像是現今我們在瀏覽器上進行開發那樣，擁有豐富且廣大的

普及市場－機會在哪裡，創新就會在那裡！

事實上，沒有什麼技術的發展和創新速度，是可以和瀏覽器裡頭的網路基礎架構相比擬

的。最早的時候，我們被限定只能夠使用簡單 HTTP的請求 -回應的互動機制，如今卻
已經擁有高效率的串流、雙向的即時通訊機制，並且有辦法傳遞自訂的應用程式通訊協

定，甚至只要幾行 JavaScript程式碼，就能進行點對點的視訊會議，以及各點間的直接
資料傳遞處理。

所以，網路發展究竟形成了怎樣的結果呢？數十億的連線設備，存在著龐大的使用族群

和新的網路服務，以及對高效能網頁應用程式的高度需求。「速度」就是其中的重點，

而高效能網頁應用程式的傳遞工作就需要在瀏覽器和網路的互動過程上，仰仗一個穩固

的基礎－而這就是本書的主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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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本書的目標是放在每個開發者都應該知道的網路連線知識上：會用到哪些通訊協定，以

及它們天生所存在的限制，而你會仰賴網路通訊功能的應用程式要如何做好最佳化處

理，以及瀏覽器有提供哪些網路連線功能，以及它們的使用時機。

在過程當中，我們將會檢視 TCP、UDP和 TLS通訊協定的內部結構，並瞭解針對其中
的每一種，要如何去進行應用程式和基礎結構的最佳化處理。然後，我們將會深入探討

無線和行動網路，這類完全不同的無線電技術底層的運作原理，並且會討論到我們要如

何設計和架構自己的應用程式。

最後，我們將會剖析 HTTP通訊協定在這樣基礎下的運作原理，並且一一審視在瀏覽器
裡的許多最新網路功能：

• 即將到來的 HTTP 2.0改善功能。

• 新版 XHR特色與能力。

• 以伺服器發送事件機制（Server-Sent Events）的資料串流技術。

• WebScokect的雙向通訊技術。

• WebRTC的點對點（peer-to-peer）視訊和音訊通訊功能。

• DataChannel的點對點資料交換技術。

熟知使用中的個別位元的傳遞方式，以及每個傳輸和協定的屬性，是開發高效能應用程

式的必要知識。畢竟，要是我們的應用程式是在網路上出現阻塞情況的話，再怎麼對畫

面處理作業、JavaScript，或者任何地方進行最佳化處理，也都於事無補啊！因此，我們
的目標就是希望透過從網路上取得最佳的可能效能，來消除這些等候時間。

高效瀏覽器網路連線技術，將會讓任何有心想對應用程式的傳輸和效能，進行最佳化

處理的人，以及那些對瀏覽器的運作，和當中所使用的各種通訊協定感到好奇的人，

感到興致勃勃。我們將會讓大家在知道「處理方法」的同時，也一併瞭解到「箇中原

理」－我們將會針對設定配置和組織架構方面給予實質建議，並還會探究到每一種最佳

化方式的代價和它的底層原因。

我們的主要重點會放在瀏覽器裡頭的應用程式，所使用到的通訊協定，以及它

們的相關屬性。不過，針對 TCP、UDP、TLS、HTTP，以及任何我們談到的相

關協定上的討論，也都可以直接被套用到任何平台上的所有原生應用程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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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

延遲

圖 1-1　延遲與頻寬

為了能夠更了解延遲與頻寬間的關係，我們將透過一些方法來讓讀者能更清楚知道，

在它們之上的 TCP、UDP，和所有應用程式通訊協定（protocols）的內部情況與運作 
特性。

以 Hibernia Express光纖降低跨大西洋網路傳輸的延遲情況

「延遲時間」在金融市場裡的許多頻繁交易當中來說，是一項重要標準，因為光是

幾毫秒的差異，就可能會決定幾百萬美元的盈虧結果。

在 2011年初，中國華為（Huawei）和 Hibernia Atlantic公司開始鋪設長達 3000
英里，以橫跨大西洋來連接倫敦和紐約兩大城市的光纖纜線（也就是「Hibernia 
Express」），而主要目的就只是為了與其他現有橫跨大西洋纜線相較之下，可因為
縮短城市間的距離，所能縮短的那 5毫秒延遲時間。

一旦建造完成，這條電纜將專屬於金融機構使用，而它的造價將超過 4億美元－
也就是說，省下的每毫秒至少價值 8千萬美元！這真是名符其實的「時間就是金
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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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邊緣的頻寬

構成網際網路核心資料路徑的骨幹網路，或所謂的光纖連結，代表的是每秒有數百兆位

元（terabit）的資料傳輸能力。然而，在網路邊緣的資料傳輸能力就非常小，而且很多
都會因為部署技術的關係而有相當大的差異－這其中包括有撥接、DSL、電纜、無線主
機連接、FTTH（光纖到府），以及區域路由器。使用者的可用頻寬，會與客戶端與目標
伺服器之間的最低連結能力有關（如圖 1-1）

Akamai科技公司經營了一項在世界各地廣泛配置著許多伺服器主機的全球性 CDN服
務，而且會在 Akamai的公司官網上（http://www.akamai.io/），免費提供有關其伺服器主

機上的每季平均寬頻速度報告。如表 1-2，就是 2013年第一季的各地寬頻趨勢。

表 1-2　2013年第一季 Akamai伺服器上的平均寬頻傳輸速度

排名 國家 平均 Mbps 每年變化率

-- 全球 3.1 17%

1 南韓 14.2 -10%

2 日本 11.7 6.8%

3 香港 10.9 16%

4 瑞士 10.1 24%

5 荷蘭 9.9 12%

⋯ ⋯ ⋯ ⋯

9 美國 8.6 27%

以上數據不包括行動裝置的流量，而我們稍後再來檢視這方面的細節。以目前來說，大

概可以知道的是，行動裝置的傳輸速度變化落差很大，而且通常都比較慢。然而，我們

從上述表格當中得知，在 2013年初，全球的平均寬頻頻寬就只有 3.1 Mbps！其中，南
韓的 14.2 Mbps的平均吞吐量則位居世界之冠，而美國則以 8.6 Mbps的程度排名第九。

為方便對照，我們以處理一部 HD影片的串流處理為例－根據其解析度和編碼方式來
看，需要用到 2~10Mbps的頻寬。因此，一般使用者在身處網路邊緣地區時，可以觀看
較低解析度的影片，只是會消耗較多的網路負載量－然而這情況對於多口之家來說，是

很難滿足的。

弄清楚頻寬的瓶頸發生來源，對於每個已知使用者來說，通常是個不明顯，卻很重要的

練習。同樣地，對於好奇心強的人來說，有許多像 Ookla公司所經營的 speedtest.net（如
圖 1-2）之類的各種線上服務，會提供可用來對某些當地伺服器，進行上傳與下載串流速
度的測試服務－我們將會在討論到 TCP主題的章節時，說明挑選當地伺服器的理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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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無論任何原因，使得其中一方無法跟上另一方的話，就要把更小的視窗公布給發

送端知道。如果收到的視窗大小是 0的話，就會被當成是，在緩衝區裡頭的現有資料
被應用層給清除掉之前，已經不會再發送出任何資料的訊號。這樣的工作流程會在整個

TCP連線的週期當中持續下去：每一個 ACK封包都會附帶著每一邊的最新 rwnd值，以
容許雙方都能動態調整容量的資料流量速率，並處理發送端和接收端的速度。

發送端 接收端

應用程式資料

圖 2-2　接收視窗（rwnd）大小的公布程序

視窗縮放機制（RFC 1323）

最初的 TCP規格針對接收視窗大小的公布程序，分配了 16個位元，因而決定了
發送端和接收端所能公布的最大值的最高上限（216，或 65,535個位元組）。然
而，這樣的上限通常無法獲得最佳效能，尤其是在需要展現出高頻寬延遲乘積

（Bandwidth-Delay Product）的網路裡頭（更多相關說明，請參考本書第 28頁）。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在 RFC 1323文件中，開始草擬要提供一種「TCP視窗縮放
機制」（TCP window scaling）的選項，以允許我們把接收視窗大小的最大值，從
65,535個位元組，給提升到 1 GB！視窗縮放機制選項會在三向交握過程當中進行
通訊處理，並且會夾帶一個值，以便用來表示在未來的 ACK裡頭的 16位元視窗
大小欄位，要向左平移的位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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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通常較為簡短，且會突然暴增的許多 HTTP連線來說，連線請求往往在還沒
達到最大視窗大小之前就結束了。結果，許多網頁應用程式的效能往往就受限於伺服器

和客戶端之間的往返時間－「緩步啟動」會限制到可用頻寬的總吞吐量（throughput），
因而對小傳輸量的效能來說，有不利的影響。

緩步啟動重啟（SSR）

除了能夠調整新連線的傳輸率以外，TCP還可以實作一種名為「緩步啟動重啟」
（Slow-Start Restart, SSR）機制，而這項機制會在連線根據指定時間週期而呈現
閒置狀態（idle）之後，對連線的擁塞視窗進行重置（reset）。這道理很簡單－網
路狀況有可能會在連線閒置的時候就已經發生改變，因此若要避免擁塞情況，就

要把視窗重置為一個「安全」的預設值。

顯然，SSR對於 HTTP持續連線（keepalive connection）這類會持續連接，並且
可能會經常進入閒置狀態的 TCP連線的效能，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因此，建議你
還是關掉主機上的 SSR選項。在 Linux平台上，SSR的設定可以透過以下命令來
進行檢查和關閉：

• $> sysctl net.ipv4.tcp_slow_start_after_idle

• $> sysctl -w net.ipv4.tcp_slow_start_after_idle=0

為了解說三向交握和緩步啟動階段，在一個簡單 HTTP傳送上的影響情況，就讓我們假
設，有一個位在紐約的客戶端，透過一個新的 TCP連線去對倫敦的主機請求一個 20 KB
的檔案（如圖 2-5），而其他連線參數如下：

• 往返時間：56 ms

• 客戶端與伺服器頻寬：5 Mbps

• 客戶端與伺服器接收視窗大小：65,535 bytes

• 初始擁塞視窗大小：4 segments（4×1460 bytes ≒ 5.7 KB）

• 伺服器產生回應的處理時間：40 ms

• （假設）無封包遺失、每個封包都會收到 ACK訊號，而 GET請求只安插在單一區
段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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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低擁塞視窗而產生的傳輸間斷情況

所以，流量控制（rwnd）和擁塞視窗（cwnd）的值需要設多少才好呢？其實有一個很
簡單的計算方式。首先，假設 cwnd和 rwnd大小的最小值 16 KB，而往返時間為 100 
毫秒：

不管在發送端和接收端之間的頻寬有多大，這個 TCP連線的資料傳輸率，都不會超過
1.31 Mbps！若要達到更高的總吞吐量，我們就得提高最小視窗值或降低往返時間。

同樣地，假如我們可以知道兩端的往返時間和可用頻寬的話，我們就可計算出最佳的視

窗大小。在同一個例子中，假設往返時間一樣（100毫秒），但發送端的可用頻寬為 10 
Mbps，而接收端是在一條吞吐量為 100 Mbps+的網路線上。假如在它們之間沒有任何
網路擁塞情況，表示我們可以讓客戶端完全使用到 10 Mbps的連線。那麼：

從以上計算式可得知：視窗大小至少要 122.1 KB，才能充滿 10 Mbps的傳輸量。回想
之前所談過的，除非有進行視窗縮放處理（請參考第 18頁的《視窗縮放機制（RFC 
1323）》內容），否則 TCP的最大接收視窗大小是 64 KB－這個你得檢查一下客戶端和
伺服器的設定了！

發送端

資料落差

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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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時，就會發現到傳輸延遲情況。這種效果就是所謂的「TCP線頭阻塞」（head-of-line 
blocking, HOL blocking）。

線頭阻塞所產生的延遲情況，允許我們的應用程式不一定就得去處理封包的重新排序與

組合作業，以便讓我們的應用程式代碼可以變得更為簡單。不過，這會在封包到達時間

裡，出現不可預知的延遲變化－這就是所謂的「抖動」（jitter），而它會對應用程式的效

能造成負面影響。

發送端

重新發送

區段

接收端

圖 2-8　TCP線頭阻塞

其實，有些應用程式可能並不是很需要用到可靠或依序的傳輸方式：假如每個封包本

身就是一個獨立的訊息的話，那就不需限定採用依序傳輸了。此外，要是每個訊息都

會覆蓋掉先前的所有訊息的話，那麼對可靠傳輸的要求就可以被整個剔除了。遺憾的

是，TCP並沒有提供這樣的設定方式－因為所有封包都會被排序，而且必須被依序傳輸 
出去。

能夠處理無序傳輸或封包遺失，並對延遲或抖動情況相當敏銳的應用方式，就很適合用

來當作替代性的傳輸方式－例如，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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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IETF和W3C工作小組所共同發展的最新「Web Real-Time Communication」（網頁即
時通訊，簡稱 WebRTC）標準，會在瀏覽器裡頭透過 UDP來啟動即時通訊程序，而這
類應用包括音訊和視訊呼叫功能，以及其他形式的「點對點」（peer-to-peer, P2P）通訊
方式。有了 WebRTC之後，UDP現在就會是客戶端 API的首選瀏覽器傳輸方式了！我
們會留待本書的最後一章（第 18章）再來詳談這個 WebRTC，但在那之前，我們會先
探究一下 UDP協定的內部運作情況，以瞭解我們可能會去使用它的理由和時機。

空協定服務

若要瞭解 UDP，以及它之所以常會被當作「空協定」（null protocol）的原因，我們就
得先來審視一下，在網路階層架構裡，被放置在 TCP和 UDP層級底下的 IP（Internet 
Protocol,網際網路協定）層部分。

IP層（IP layer）主要會根據來源與目標機器的位址，去負責處理把資料包從來源端傳
遞到目的端的任務。為了進行這些處理，訊息會被封裝在一個 IP封包（如圖 3-1）裡，
而這個 IP封包還會含有來源和目的位址，以及好幾個繞徑參數（routing parameters）。

再次提醒，「資料包」的一個重要差異－ IP層不保證訊息一定會被成功傳遞，也不會回
應出任何的失敗通知，因此就直接暴露出在它之上所使用的傳輸網路的不可靠性。假如

沿著傳輸路徑上的某個繞徑節點，因為擁塞、高負載，或其他原因而拋棄 IP封包的話，
那麼在 IP上的協定，就得負責問題的偵測與復原作業，並進行資料的重新傳送處理－
那就是它們被要求做出的行為反應！

版本 標頭長度 總長度

識別資訊 旗標 區段偏移值

存活時間 協定 標頭校驗和

來源 IP位址

目標 IP位址

選擇性（假如有的話）

其他承載內容

位元

圖 3-1　IPv4標頭資訊（2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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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穿越技術
不穩定連線狀態的管理作業是 NAT所產生的一個嚴重後果，但是對許多應用程式來
說，完全無法建立起一個 UDP連線才是更大的問題所在。尤其是在 VoIP（視訊電話）、
遊戲、與檔案分享這類 P2P（peer-to-peer,點對點）應用程式當中，更是如此。因為它
們經常需要同時扮演客戶端和伺服器端兩方角色，來啟動端點間的雙向直接通訊功能。

使用 NAT所出現的第一個問題是，內部客戶端無法知道他本身的公用 IP－它知道自
己的內部 IP位址，而 NAT裝置會負責重新改寫在每個 UDP封包裡的來源埠（source 
port）和位址，以及在 IP封包裡頭的來源 IP位址。然而，假如客戶端把它自己的私有
IP位址，當作其應用程式資料的一部份來與位在私有網路外部的那一端進行通訊的話，
顯然會造成連線失敗。因此，就無法進行「透明」傳輸，而應用程式得在它要與位於私

有網路外部的那一端進行分享之前，先找出它自己的公用 IP位址。

然而，即使知道公用 IP也無法成功地進行傳輸。因為，到達 NAT裝置的公用 IP裡的
任何封包，還必須擁有目標主機 IP和通訊埠多元組（port tuple）。要是裡頭沒有這項資
訊的話，很可能只是有人試著要從公用網路進行資料傳輸動作，而這類封包都會被直接

拋棄（如圖 3-4）。此時，NAT裝置會扮演一個簡單的封包過濾器（packet filter）的角
色，因為它沒有辦法自動判斷出內部的路由方式－除非使用者有特別設定好某個通訊埠

轉發（port-forwarding）或類似的機制。

轉譯表格

內部 公用

圖 3-4　沒有指定映射機制而會拋棄往內的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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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何大多數WebSocket指南都會跟你說，要使用 HTTPS來進行行動裝置的
資料傳遞處理的原因了。由於隨著時間演進，仲介裝置都已升級到有辦法辨識出

新的協定，因此除非你的傳輸議程真的需要用到 TLS所提供的加密、驗證和完整
性，否則對於 HTTPS配置的需求將會變得比較沒那麼重要了。

TLS交握程序
在客戶端和伺服器可以開始透過 TLS去進行應用程式的交換處理之前，加密通道就得先
完成協商作業－客戶端和伺服器都必須認可 TLS協定的版本、選擇密碼組，並在必要之
時，對憑證進行檢驗。然而，這裡頭的每一個步驟都得在客戶端和伺服器之間進行新的

封包往返處理（如圖 4-2），而這些都會增加整個 TLS連線的啟動延遲時間。

圖 4-2　TLS交握協定

發送端 接收端

應用程式資料

應用程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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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上和瀏覽器裡的驗證作業，就是依循剛剛所呈現的相同程序。此時，你應該會想知

道：你的瀏覽器所信任的是誰？而當你在使用瀏覽器時，你要信任的又是誰呢？針對這

個問題，至少會有三個答案：

手動指定的憑證

每個瀏覽器和作業系統，都會提供一種可以讓你親手去匯入你所信任的任何憑證的

機制。至於憑證的取得和完整性的檢驗方式，則完全由你自己決定。

憑證授權機構（CA）

憑證授權機構（Certificate authority, CA）是一個由憑證主體（擁有者）和要仰賴憑
證的當事者雙方所共同信任的一個第三方單位。

瀏覽器和作業系統

每個作業系統和大多數瀏覽器，都會附帶著一份知名憑證授權單位的列表。因此，

你也會信任這套軟體的開發者，所提供與維護的那份受信任伙伴列表。

其實，要對每個網站都一一地去保存，並親自進行檢驗的作法是有點不切實際（不過，

只要你願意的話，你是可以這樣做的）。因此，大多數的常見解決方式，就是去使用憑

證授權單位（CA）來為我們進行這項工作（如圖 4-5）：瀏覽器會指定要信任的 CA（根
CA），而該 CA就會負責去檢驗它們所簽署的每個網站，並審查與查證這些憑證沒有遭
到濫用或損害。假如有含有 CA憑證的任何網站的安全性遭到破壞的話，那麼該 CA也
會負責撤銷掉遭到破壞的憑證。

網站憑證

擁有者名稱

擁有者的公開金鑰

發行者（CA）名稱
發行者的簽署

發行

發行檢驗

檢驗 檢驗

中介者憑證

擁有者名稱

擁有者的公開金鑰

發行者（CA）名稱
發行者的簽署

根 CA憑證

根名稱

根的公開金鑰

根的簽署 

圖 4-5　數位憑證的 CA簽署程序

每個瀏覽器都允許你去檢查你自己的安全連線的信任鏈（如圖 4-6），而通常你可以透過
點按網址列旁邊的鎖頭圖示來存取相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