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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動使用者提供獨一無二的效能與安全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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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的市場非常龐大，且正在持續擴展當中。從 2017 年起，
運作中的行動裝置數目將會超過 50 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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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成功掌握這塊市場，企業必須能滿足消費者對於行動內容速度與日俱增的期望。行動消費者在乎的是立即性的
滿足。根據 Gomez 的研究，有 75% 的行動使用者會在 4 秒內放棄等待行動頁面完成載入。

除了消費者之外，公司本身也迅速地採納行動模式。組織已不再把行動裝置單純視為處理電子郵件與行事曆的裝置，
而是能改變人們生活與工作方式的行動 App 生態系統。Gartner 預估在 2017 內，員工集體將操作接近 20 億部裝置，
其中有 80% 以上將會是行動裝置。
Cloudflare 能使網路企業得以提供迅速、安全且裝置特定的內容，以提升行動使用者的體驗。
支援並最佳化裝置特定內容

為了提供專為迅速成長的行動裝置生態系統所設計的內容，Cloudflare 開發出能識別裝置類型的自訂快取索引鍵。
這使 Cloudflare 得以快取並提供專為每個裝置類型量身訂製的 Web 資源。此技術允許企業在不犧牲品質的情況下，
以最快的速度提供行動內容。
Cloudflare 的快取索引鍵可讓企業視需求對其應用程式的各個版本進行最大或最小數目的快取。

2

原生行動應用程式的加速

在 Cloudflare 的邊緣與支援原生行動裝置
App 的 API 之間使用 TCP 或 HTTP/S 建立
初始連線之後，Cloudflare 會保持連線以
避免由冷啟動所造成的效能降低。透過重
複使用連線，Cloudflare 能減少 API 所需的
並行連線，並免除重新啟動 TCP 的必要性。
因此，後續使用者皆能享有快如閃電的 API
回應時間。

Cloudﬂare 快取索引鍵

對 www.example.com
的要求

針對行動裝置最佳化
內容, 影像, 樣式表, JS
針對平板電腦最佳化
內容, 影像, 樣式表, JS

Cloudﬂare

針對電腦最佳化
內容, 影像, 樣式表, JS

來源伺服器

針對行動裝置的動態內容加速

Railgun™ 能加速每個 Cloudflare 資料中心與您來源伺服器之間的連線，使無法由 Cloudflare 快取提供的要求，仍然
能以極快的速度提供。針對過去無法進行快取的物件，Railgun 可以達到最高 99.6% 的壓縮比率 (例如，將 50KB 的行
動頁面壓縮至 200 個位元組的大小)，並能使效能時間獲得超過 700% 的提升。無論來源伺服器與使用者之間的距離
為何，Railgun 都能保證頁面會以光速般的速度提供給使用者。
行動影像最佳化

透過對影像大小與解析度進行最佳化，Mirage 與 Polish 能在行動裝置上提供更快速的頁面載入時間。
原生行動應用程式的加速
之前

之後

100 毫秒以上

網頁伺服器 API

原生 App
使用者

網頁伺服器 API

Cloudﬂare 資
料中心

< 10 毫秒
原生 App
使用者

某個熱門的線上交友網站，在其 API 流量開始運用工作階段重複使用
的功能之後，順利使其於美國西岸的 API 回應時間獲得 70% 的改善
(來源伺服器位於美國東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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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ge 能為行動裝置迅速產生快速且可使用的頁面。Mirage 會先建立完整頁面的外觀，讓使用者可以立即與網站
互動，然後再以不干擾使用者體驗的方式在背景載入頁面的剩餘內容。
它的運作方式是：

• 將影像要求簡化為單一連線

• 針對未顯示的頁面內容進行消極式載入
• 以非同步方式載入影像

• 漸進式的影像載入

• 先傳送縮小大小的影像，並在稍後傳送
完整解析度的影像。

Polish 會自動套用「無失真」與「失真」影像最佳化，以從影像移除非必要的位元組 (例如中繼資料與地理位置)。此功
能平均能使影像大小縮小 35%。
針對原生行動裝置 App 的安全性

Cloudflare 能夠保護行動 API 不受大規模體積型第三層與第四層 DDoS 攻擊的威脅。我們廣泛的 IP 信譽資料庫
(其中包含超過 10 億個 IP) 能為我們提供有效的安全性情報。透過具有即時反饋與動態信譽評分的資料驅動安全
性階層，Cloudflare 能保護原生行動裝置 App 與網站不受各種安全性威脅的危害，包括：垃圾留言、過度機器人
編目、SQL 插入，以及複雜的 DDoS 攻擊。
行動裝置重新導向

透過運用 Polish 和 Mirage，大型線上媒體發行商 Parade.com
成功使其行動裝置頁面大小減少 50%。
針對需要個別行動網頁的企業，Cloudflare 的行動裝置重新導向服務能自動將行動裝置訪客重新導向至已針對行動裝
置最佳化的子網域。由於重新導向是在 Cloudflare 網路的邊緣完成，因此能免除與來源伺服器之間的來回行程以改善
載入時間，這對於速度比 WiFi 慢上許多的行動網路而言特別有幫助。

透過 Cloudflare 取得快如閃電的行動體驗

Cloudflare 了解行動使用者的高度期望，因此我們特別建置出能提供流暢行動體驗的技術。透過 Cloudflare，企業將
可以為行動使用者提供最快速且最安全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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