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http2.0的优势？
https://www.atatech.org/articles/102603

http1.0问题

http1.0被抱怨最多的就是连接无法复用，和head of line blocking这两个问

题：

连接无法复用：客户端是依据域名来向服务器建立连接，一般PC端浏览器会针

对单个域名的server同时建立6～8个连接，手机端的连接数则一般控制在4～6

个。显然连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资源开销和整体延迟都会随之增大。

连接无法复用会导致每次请求都经历三次握手和慢启动。三次握手在高延迟的场

景下影响较明显，慢启动则对文件类大请求影响较大。

Connection:Keep-Alive 表示连接复用，http1.1后默认

head of line blocking会导致带宽无法被充分利用，以及后续健康请求被阻

塞。假设有5个请求同时发出，在第一个请求没有收到回复之前，后续从应用层

发出的请求只能排队，请求2，3，4，5只能等请求1的response回来之后才能

逐个发出。网络通畅的时候性能影响不大，一旦请求1的request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抵达服务器，或者response因为网络阻塞没有及时返回，影响的就是所有

后续请求，问题就变得比较严重了。
头部cookie太大，name与value太长，所以要压缩。

2.0优势
（1）采用二进制格式传输数据，而非 http1.1 的文本格式，二进制格式在协议

的解析和优化扩展上带来更多的优势和可能

（2）对消息头采用 HPACK 进行压缩传输，能够节省消息头占用的网络的流

量，而 http1.1 每次请求，都会携带大量冗余头信息，浪费了很多带宽资源，头

压缩能够很好的解决该问题

（3）多路复用，就是多个请求都是通过一个 TCP 连接并发完成，http1.1 虽然

通过pipeline也能并发请求，但是多个请求之间的响应还是要先入先出，且幂等

请求才能用，所以 pipeline 至今也没有被普及应用，而 http2.0做到了真正的

并发请求，同时，流还支持优先级和流量控制

https://www.atatech.org/articles/102603


（4）Server Push，服务端能够更快的把资源推送给客户端，例如服务端可以

主动把 JS 和 CSS 文件推送给客户端，而不需要客户端解析 HTML再发送这些

请求，当客户端需要的时候，它已经在客户端了。

2.304缓存，有了Last-Modified，为什么还要用

ETag？有了Etag，为什么还要用Last-Modified？

Etag一般怎么生成？
http://www.cnblogs.com/shamo89/p/9234705.html

Last-Modified ： 在浏览器第一次请求某一个URL时，服务器端的返回状态会

是200，内容是客户端请求的资源，同时有一个LastModified的属性标记此文件

在服务器端最后被修改的时间。

LastModified格式类似这样：

LastModified : Fri , 12 May 2006 18:53:33 GMT

客户端第二次请求此URL时，根据HTTP协议的规定，浏览器会向服务器传送If

ModifiedSince报头，询问该时间之后文件是否有被修改过：

IfModifiedSince : Fri , 12 May 2006 18:53:33 GMT

如果服务器端的资源没有变化，则自动返回 HTTP 304（Not Changed.）状态

码，内容为空，这样就节省了传输数据量。当服务器端代码发生改变或者重启服

http://www.cnblogs.com/shamo89/p/9234705.html


务器时，则重新发出资源，返回和第一次请求时类似。从而保证不向客户端重复

发出资源，也保证当服务器有变化时，客户端能够得到最新的资源

有了Last-Modified，为什么还要用ETag？
（1）因为如果在一秒钟之内对一个文件进行两次更改，Last-Modified就会不

正确。

（2）某些服务器不能精确的得到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

（3）一些文件也许会周期性的更改，但是他的内容并不改变(仅仅改变的修改时

间)，这个时候我们并不希望客户端认为这个文件被修改了，而重新GET。

有了Etag，为什么还要用Last-Modified？
因为有些时候 ETag 可以弥补 Last-Modified 判断的缺陷，但是也有时候 Last-

Modified 可以弥补 ETag 判断的缺陷，比如一些图片等静态文件的修改，如果

每次扫描内容生成 ETag 来比较，显然要比直接比较修改时间慢很多。所有说这

两种判断是相辅相成的。

ETag的值服务端是对文件的索引节，大小和最后修改时间进行Hash后得到的。

3 浏览器缓存
https://www.cnblogs.com/chenqf/p/6386163.html
缓存规则在header里，缓存分 强制缓存与对比缓存

https://www.cnblogs.com/chenqf/p/6386163.html
https://www.cnblogs.com/chenqf/p/6386163.html


强制缓存如果生效，不需要再和服务器发生交互，而对比缓存不管是否生效，都
需要与服务端发生交互。

两类缓存规则可以同时存在，强制缓存优先级高于对比缓存，也就是说，当执行

强制缓存的规则时，如果缓存生效，直接使用缓存，不再执行对比缓存规则。

强制缓存：在没有缓存数据的时候，浏览器向服务器请求数据时，服务器会

将数据和缓存规则一并返回，缓存规则信息包含在响应header中，客户端将信

息存入缓存服务器。

响应header中会有两个字段来标明失效规则（Expires/CacheControl）

         Expires 是HTTP 1.0的东西，作用基本忽略，



对比缓存：需要进行比较判断是否可以使用缓存。

浏览器第一次请求数据时，服务器会将缓存标识与数据一起返回给客户端，客户

端将二者备份至缓存数据库中。

再次请求数据时，客户端将备份的缓存标识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根据缓存标识

进行判断，判断成功后，返回304状态码，通知客户端比较成功，可以使用缓存

数据。

在对比缓存生效时，状态码为304，并且报文大小和请求时间大大减少。

原因是，服务端在进行标识比较后，只返回header部分，通过状态码通知客户

端使用缓存，不再需要将报文主体部分返回给客户端。

LastModified 服务器 /  IfModifiedSince客户端

Etag服务器  /  IfNoneMatch客户端（优先级高于LastModified  /  If

ModifiedSince）



4:XSS攻击
XSS攻击全称跨站脚本攻击 CSS  (Cross Site Script)

https://www.cnblogs.com/awarewhy/p/5845202.html
https://blog.csdn.net/lovechuanyu/article/details/40539535

它允许恶意攻击者往web页面插入恶意的html代码，用户浏览该页面

时，嵌入的html会执行，导致恶意脚本可以访问任何cookies信息、会

话令牌、请求得到数据，或者其他由浏览器保存的但由那个网站使用的

敏感信息，甚至可以修改当前网页内容。

xss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严重程度从噪音干扰到完全的账户危害。大

多数严重的xss攻击涉及用户回话cookie泄露，允许攻击者劫持用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A8%E7%AB%99%E8%84%9A%E6%9C%AC%E6%94%BB%E5%87%BB
https://www.cnblogs.com/aware-why/p/5845202.html
https://blog.csdn.net/lovechuanyu/article/details/40539535


的会话从而接管账户。其他破坏性攻击包括终端用户文件泄露、特洛伊

木马安装、重定向用户到其他页面或站点、或修改页面内容。xss弱点

引起的新闻稿或新闻条目被修改会影响公司股价或削弱消费者信心。一

个医药站点的xss缺陷允许攻击者修改剂量信息导致用药过量。
 

分类：

1. 非持久型：修改页面链接

反射型--经过后端，不经过数据库

DOM--不经过后端，dom-xss通过url传入参数控制触发

2. 持久型：把攻击者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

防御 1、所有前端的页面渲染，尽量使用ajax异步进行，从后台获取

要显示的数据。

    2、前端提交过来的数据，在后台入口处统统对HTML中的关键字

进行html编码转义

1.代码里对用户输入的地方和变量都需要仔细检查长度和

对”<”,”>”,”;”,”’”等字符做过滤；其次任何内容写到页面之前都必须

加以encode，避免不小心把html tag 弄出来。这一个层面做好，至少可以堵住

超过一半的XSS 攻击。

2.避免直接在cookie 中泄露用户隐私，例如email、密码等等。

3.通过使cookie 和系统ip 绑定来降低cookie 泄露后的危险。这样攻击者得到的

cookie 没有实际价值，不可能拿来重放。

4.尽量采用POST 而非GET 提交表单

5：CSRF攻击与防御
http://blog.csdn.net/stpeace/article/details/53512283

CSRF跨站点请求伪造(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http://blog.csdn.net/stpeace/article/details/53512283


攻击者盗用了你的身份，以你的名义发送恶意请求，对服务器来说这个请求是完

全合法的，但是却完成了攻击者所期望的一个操作，比如以你的名义发送邮件、

发消息，盗取你的账号，添加系统管理员，甚至于购买商品、虚拟货币转账

等。 如下：其中Web A为存在CSRF漏洞的网站，Web B为攻击者构建的恶意

网站，User C为Web A网站的合法用户。

        CSRF攻击攻击原理及过程如下：
       1. 用户C打开浏览器，访问受信任网站A，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请求登录网站
A；
       2.在用户信息通过验证后，网站A产生Cookie信息并返回给浏览器，此时用
户登录网站A成功，可以正常发送请求到网站A；
       3. 用户未退出网站A之前，在同一浏览器中，打开一个TAB页访问网站B；
       4. 网站B接收到用户请求后，返回一些攻击性代码，并发出一个请求要求访
问第三方站点A；

       5. 浏览器在接收到这些攻击性代码后，根据网站B的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

下携带Cookie信息，向网站A发出请求。网站A并不知道该请求其实是由B发起的，所

以会根据用户C的Cookie信息以C的权限处理该请求，导致来自网站B的恶意代码被执

行。 

   CSRF防御

 （1）验证 HTTP Referer 字段

根据 HTTP 协议，在 HTTP 头中有一个字段叫 Referer，它记录了该 HTTP 

请求的来源地址。在通常情况下，访问一个安全受限页面的请求来自于同一个网

站，比如需要访问 http://bank.example/withdraw?

account=bob&amount=1000000&for=Mallory，用户必须先登陆 

bank.example，然后通过点击页面上的按钮来触发转账事件。这时，该转帐请

求的 Referer 值就会是转账按钮所在的页面的 URL，通常是以 bank.example 

域名开头的地址。而如果黑客要对银行网站实施 CSRF 攻击，他只能在他自己的

网站构造请求，当用户通过黑客的网站发送请求到银行时，该请求的 Referer 

是指向黑客自己的网站

（2）在请求地址中添加 token 并验证
1. 用户访问某个表单页面。



2. 服务端生成一个Token，放在用户的Session中，或者浏览器的Cookie中。
3. 在页面表单附带上Token参数。
4. 用户提交请求后， 服务端验证表单中的Token是否与用户Session（或Cookies）中的Token
一致，一致为合法请求，不是则非法请求。
这个Token的值必须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由于Token的存在，攻击者无法再构造一个带有合法
Token的请求实施CSRF攻击。另外使用Token时应注意Token的保密性，尽量把敏感操作由GET
改为POST，以form或AJAX形式提交，避免Token泄露。

（3）在 HTTP 头中自定义属性并验证

   这种方法也是使用 token 并进行验证，和上一种方法不同的是，这里并不

是把 token 以参数的形式置于 HTTP 请求之中，而是把它放到 HTTP 头中自定

义的属性里。通过 XMLHttpRequest 这个类，可以一次性给所有该类请求加上 

csrftoken 这个 HTTP 头属性，并把 token 值放入其中。这样解决了上种方法

在请求中加入 token 的不便，同时，通过 XMLHttpRequest 请求的地址不会

被记录到浏览器的地址栏，也不用担心 token 会透过 Referer 泄露到其他网站

中去

5 域名收敛
https://www.cnblogs.com/coco1s/p/5365179.html

PC 时代为了突破浏览器的域名并发限制。有了域名发散。

浏览器有并发限制，是为了防止DDOS攻击。

域名收敛：就是将静态资源放在一个域名下。减少DNS解析的开销。

域名发散：是将静态资源放在多个子域名下，就可以多线程下载，提

高并行度，使客户端加载静态资源更加迅速。

域名发散是pc端为了利用浏览器的多线程并行下载能力。而域名收敛

多用与移动端，提高性能，因为dns解析是是从后向前迭代解析，如果域

名过多性能会下降，增加DNS的解析开销。

一般PC上采用域名发散，移动端采用域名收敛

手机浏览器对域名/主机连接总数(并发限制)最大为6个，IE多点  --防止

服务器负载过大崩溃，防止DDOS攻击

https://www.cnblogs.com/coco1s/p/5365179.html
https://www.cnblogs.com/coco1s/p/5365179.html


DDOS攻击通过大量合法的请求占用大量网络资源，以达到瘫痪网络的

目的

域名收敛的意思就是建议将静态资源只放在一个域名下面，而非发散情

况下的多个域名下
DNS 解析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在 PC 上，我们采用域名发散策略，是因

为在 PC 端上，DNS 解析通常而言只需要几十 ms ，可以接受。而移动端，

2G 网络，3G网络，4G网络/wifi 强网，而且移动 4G 容易在信号不理想的地

段降级成 2G ，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和真实网络抓包分析（存在DNS解析的请

求），DNS的消耗相当可观，2G网络大量510s，3G网络平均也要35s（数

据来源于淘宝）。 下面附上在 2G，3G，4G， WIFI 情况下 DNS 递归解析的

时间 （ms）

6 域名解析
https://segmentfault.com/a/1190000004641599

DNS区域传送时用TCP，域名解析时用UDP

step1: 首先，我们在搜索栏中输入我们想去的地址。接着, 浏览器会

寻找 本地的DNS Cache. 如果存在那就好了，如果没有，那就得向DNS 

Server 发送一个请求，找到你想要的IP地址。

step2: 首先他会向你的ISP(internet server provider)相关的DNS 

servers 发送 DNS query. 然后这些DNS 进行递归查询(recursive). 所谓

的递归查询，就是能够直接返回对应的IP地址，而不是其他的DNS server

地址.

step3: 如果上述的DNS Servers 没有你要的域名地址. 则就会发送迭

代查询，即，会先从root nameservers 找起。 即, 假如你要查

询,www.example.com. 会先从包含.的13台最高级域名服务器开始.(

step4: 接着,从右->左. 找到 com. 然后向包含com的 TLD(top-level 

domain) nameservers发送DNS请求. 接着找到包含example的DNS 

server

https://segmentfault.com/a/1190000004641599
https://segmentfault.com/a/1190000004641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9%E7%B6%B2%E5%9F%9F%E5%90%8D%E7%A8%B1%E4%BC%BA%E6%9C%8D%E5%99%A8


step5: 现在进入到了example.com部分. 即，现在正在询问的是权威

服务器. 该服务器里面包含了你想要的域名信息。

到这里，我们大致就可以梳理一下，迭代查询的过程.

流程: .=>com.=>.exampl.com.=>www.example.com.=>IP adress

ok~ 老子终于拿到我想要的了. 然后 开始retrieve the record.

step6: 递归 查询的DNS Server接受到这record之后, 会将该record 

保存一份到本地. 如果,下一次你再请求这个domain时，我就可以直接返回

给你了.由于每条记录都会存在TLL, 所以server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送一

次请求，获取新的record.

step7: 最后，再经由最近的DNS Server 将该条record返回。 同样，

你的computer也会存一份该record的副本。 之后，就是TCP的事了

7 页面加载
https://segmentfault.com/a/1190000004466407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150378/article/details/79443584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150378/article/details/79408886

页面加载分为重定向=>检查DNS缓存=> DNS解析 => TCP连接 => 

发请求 => 得到响应=> 浏览器处理 => 最后onload

重定向（可能没有）
当一个页面已经迁移，但是你输入原来的网站地址的时候就会发生。 

或者， 比如example.com -> m.example.com/home 。 这样耗费的时间成本

是双倍的。 这里就会经过两次DNS解析，TCP连接，以及请求的发送。

cache,DNS,TCP,Request,Response

  一、浏览器（客户端）进行了地址解析。

浏览器此时要对这个地址进行解析，获取协议，主机，端口，路径等信

息,对解析出的域名解析dns解析，

http://dyn.com/blog/dyn-tech-everything-you-ever-wanted-to-know-about-ttls/
https://segmentfault.com/a/1190000004466407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150378/article/details/79443584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150378/article/details/79408886


1、先查看浏览器dns缓存中是否有域名对应的ip。

2、如果没有，则产看操作系统dns缓存中是否有对应的ip（例如

windows的hosts文件）。

3、依旧没有就对本地区的dns服务器发起请求，

4、如果还是没有，就直接到Root Server域名服务器请求解析。

注：DNS在进行区域传输的时候使用TCP协议，其它时候则使用UDP协

议；

二：通过ip寻址和ARP，找到目标（服务器）地址。
ip寻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网段，一种是不同网段。同一个网段，就将

它们的IP地址分别与子网掩码做与运算，得到的结果一网络号，如果网络号相

同，就在同一子网，否则，不在同一子网。

同一网段的情况：

主机A和主机B，在A的ARP缓存中查找B 的mac地址，如果找到就封装发送到物

理线路；如果arp缓存中没有，主机A将广播来查询主机B的mac地址，获得主机

B的mac地址后写入arp缓存表，发送数据。

不同网段的情况：

不同的数据链路层网络必须分配不同网段的Ip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主机A将

次数据包发送给自己的缺省网关。主机A在的ARP缓存中查找是否有缺省网关的

MAC地址，找到就发送到物理线路上去，如果arp缓存表中没有址，主机A广播

来查询缺省网关的mac地址，获得后写入arp缓存表，进行数据链路层的封装，

发送数据。数据帧到达解封装，变成ip数据包，对ip 包进行处理，根据目的Ip地



址查找路由表，发送到下一跳路由器，直至到达目的的网络与目的主机。整个过

程有点像dns解析，只是dns服务器换成了下一跳路由器，其他差别不大。
APR协议：ip地址转化为mac地址

mac地址 就是计算机的物理地址（48位）

 三、进行tcp三次握手，建立tcp连接。

  四、浏览器发送数据，等待服务器响应。
请求报文的格式如下：

起始行：如 GET / HTTP/1.0 （请求的方法  请求的URL 请求所使用的协议）

头部信息：User-Agent  Host等成对出现的值

五、服务器处理请求，并对请求做出响应。。http1.1直接就默认开启了keep-alive选项。

这导致了一个后果是服务器已经处理完了请求，但是客户端不会主动断开连接，这就导致服

务器资源一直被占用。这时服务器就不得不自己主动断开连接，而主动断开连接的一方会出

现TIME_WAIT，占用连接池，这就是产生SYN Flood攻击的原因。

此时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是根据content-length判断内容发送完，客户端主动断开连

接，第二是设置最大超时时间，服务器主动断开连接，第三是对tcp连接，第一个是：

tcp_synack_retries 可以用他来减少重试次数；第二个是：tcp_max_syn_backlog，可以

增大syn连接数；第三个是：tcp_abort_on_overflow 处理不过来干脆就直接拒绝连接了。

六：浏览器收到服务器响应，得到html代码。

 七、渲染页面。

如果我们的域名输入正确的话，接着，浏览器会查询本地是否有域名缓存

(appCache)，如果有，则不需要进行DNS解析，否则需要对域名进行解析，找

到真实的IP地址，然后建立3次握手连接， 发送请求， 最后接受数据。 通常，

这一部分，可以做的优化有:

发送请求的优化:加异地机房，加CDN.(加快解析request)



请求加载数据的优化:页面内容经过 gzip 压缩，静态资源 css/js 等压缩(request

到response的优化)

浏览器处理 => 最后onload
页面加载就是从你输入网址+enter开始，发生的一些列过程，最终到页面显

示。 从微观上分的话，页面加载有两部分

一个是以DOMContentLoaded触发为标志的DOM树的渲染完成- - //jquery

中ready执行 

一个是以辅助资源img,font加载完成为触发标志的onload事件//load执行

他们两个的具体区别就是"资源的加载"这个关键点.

在获得数据响应后,页面开始解析,发生的过程为:

(1) 解析HTML结构。 

(2) 加载外部脚本和样式表文件。 

(3) 解析并执行脚本代码。 

(4) 构造HTML DOM模型。//ready执行 

(5) 加载图片等外部文件。 

(6) 页面加载完毕。//load执行

8  302与303，307区别

https://www.cnblogs.com/cswuyg/p/3871976.html
301:永久重定向，302：临时重定向

302:http 1.0;

303,307:http 1.1

302：客户端如果发出POST请求，收到服务器302状态码，就不能自动向新的

URI发重复请求，除非得到用户确认。但浏览器会自动把POST变为GET请求

303,307是302的代替，但目前302用的多

303：客户端如果发出POST请求，但浏览器会自动把POST变为GET请求

https://www.cnblogs.com/cswuyg/p/3871976.html


307：客户端如果发出POST请求，收到服务器307状态码，就不能自动向新的

URI发重复请求，除非得到用户确认

9：Http 报头Accept与Content-Type区别

1.Accept属于请求头， Content-Type属于实体头。 

Http报头分为通用报头，请求报头，响应报头和实体报头。 

请求方的http报头结构：通用报头|请求报头|实体报头 

响应方的http报头结构：通用报头|响应报头|实体报头

2.Accept代表发送端（客户端）希望接受的数据类型。 

比如：Accept：text/xml; 

代表客户端希望接受的数据类型是xml类型

Content-Type代表发送端（客户端|服务器）发送的实体数据的数据类型。 

比如：Content-Type：text/html; 

代表发送端发送的数据格式是html。

二者合起来， 

Accept:text/xml； 

Content-Type:text/html 

即代表希望接受的数据类型是xml格式，本次请求发送的数据的数据格式是html。



10 http常用码
200——表明该请求被成功地完成，所请求的资源发送回客户端 

304——自从上次请求后，请求的网页未修改过，请客户端使用本地缓存 

400——客户端请求有错（譬如可以是安全模块拦截） 

401——请求未经授权 

403——禁止访问（譬如可以是未登录时禁止） 

404——资源未找到 

500——服务器内部错误 

503——服务不可用

1xx——指示信息，表示请求已接收，继续处理 

2xx——成功，表示请求已被成功接收、理解、接受 

3xx——重定向，要完成请求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 

4xx——客户端错误，请求有语法错误或请求无法实现 

5xx——服务器端错误，服务器未能实现合法的请求

11 http请求及响应

请求：请求方法(get：获取资源,post：传输实体文本,head：获取报文首

部,put：传输文件,delete：删除文件,options：询问支持方法，trace：追踪路

径，connect：隧道协议连接)，请求头(user-agent,accept,host)，请求数据

例如请求数据：

1 GET/sample.jspHTTP/1.1

2 Accept:image/gif.image/jpeg,*/*

3 AcceptLanguage:zhcn

4 Connection:KeepAlive

5 Host:localhost

6 UserAgent:Mozila/4.0(compatible;MSIE5.01;Window NT5.0)

7 AcceptEncoding:gzip,deflate

8

9 username=jinqiao&password=1234



响应：状态行，响应头，响应正文

状态行：http版本 + 状态码 + 状态代码   HTTP/1.1 200 ok

响应头：包含服务器类型，日期，长度，内容类型等

Server:Apache Tomcat/5.0.12

Date:Mon,6Oct2003 13:13:33 GMT

ContentType:text/html

LastMoified:Mon,6 Oct 2003 13:23:42 GMT

ContentLength:112

响应正文：就是服务器返回的HTML页面或者json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