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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压缩和字节缓存是广域网优化的关键技术，其目的是减少广域网链路的数据量，

从而提高链路的有效吞吐。两项技术的一个共同点是都需要双边部署，由数据发送方对

数据进行相应处理以减少数据量，并由接受方将数据还原。两项技术的另一个共同点是

数据无损性：即接受端还原后的数据保证跟发送方处理前的数据完全一致。所以对通信

双方的应用层，这一过程完全是透明的。 

1. 数据压缩及字节缓存基本原理 

数据压缩也被称作基本压缩，或无损压缩，一般采用 LZ 系列压缩算法。数据压缩

具有自包含性：即对端解压缩方只根据数据包本身即可进行解压还原，不需要其它任何

信息。压缩比因数据类型而异：文本数据压缩比最大，各种网页、Windows office 文

件(Excel、word 等等)、PDF 其次，对多媒体和已压缩数据基本无效。字节缓存技术又

叫“字典缓存”或“超级压缩”等名称。它通过缓存的方式在内存和硬盘中记录下流经

的数据流，并以一定的大小（例如 32 字节、64 字节或 128 字节等）为最小单位建立

易于查询的索引。当以后流向广域网链路的数据流出现了大于最小单位的相同数据时，

可以将该数据替换成某个更短的符号。远端的设备能够将相应符号还原成原始数据。 

字节缓存与数据压缩的不同之处是，字节缓存不具有自包含性。要解开压缩数据，

对端设备必须引用以前记录的历史缓存信息。为达到这一目的，字节缓存技术需要连接

两端的缓存完全同步，于是需要在每条广域网链路两端的加速设备之间建立缓存数据同

步机制。对比于数据压缩，字节缓存的另一优势是即使对本身不具可压性的数据类型，

如多媒体或已压缩数据，只要曾经传输过相同或类似数据，字节缓存即可以提取出全部

http://www.appexnetworks.com.cn/


 

Learn more about AppEx  www.appexnetworks.com.cn  

北京华夏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用友软件园北区 16C 6 层 010-62973737  

3 / 8 

或部分相同数据，从而大幅缩减需要传输的数据量。字节缓存技术通过使用大量的缓存

信息（包括该数据流本身以前的数据历史和其他数据流的数据历史）来压缩当前数据，

有时能够达到非常高的压缩比。 

 

图 1.字节缓存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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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Ex 低延迟深度压缩技术的独特优势 

尽管所有广域网厂商开发的数据压缩和字节缓存功能的基本工作原理类似，但不同

的设计和实现收到的效果差别很大。AppEx 的低延迟深度压缩技术将数据压缩和字节

缓存紧密融合，为用户带来最好的实际应用效果，相对于一般实现具有有以下优势： 

2.1 通过深度压缩达到最大压缩比 

AppEx 首先使用全部缓存信息及字典索引对超过 64 字节的长数据模式进行快速

智能匹配，再利用局部缓存信息匹配短数据串（超过 8 字节即可完成匹配），最后再对

结果进行 LZ 压缩。通过三级压缩过程，数据的冗余成分被完全提取。实际的使用对比

显示 AppEx 能够为用户带来最大的压缩比。 

2.2 超低延迟引入 

通常数据压缩和字节缓存功能由于对数据进行了复杂处理，并且处理中可能涉及到

硬盘读写，往往引入可观的延迟。对某些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显著增加的延迟可能

会带来用户体验的明显下降。为最大限度的降低这一副作用，AppEx 设计了独特的内

存硬盘二级缓存及字典结构，动态智能判断最可能被使用的数据，并将其置于内存中。

同时根据当前连接匹配情况智能判断接下来需要的历史记录，并提前调入内存中。除此

之外，AppEx 还动态监控数据延迟，在必要时改变压缩方式（如只采用 LZ 压缩等方式）

以控制延迟引入。这一独特的延迟的控制为用户带来整体应用体验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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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字节缓存双向性 

有的字节缓存实现中缓存及字典信息只对同一方向的传输有效。比如，从分支机构

A 传输某文件到分支机构 B，当从分支机构 A 再次传输同样或经过修改的文件到分支

机构 B 时，字节缓存能够起作用，但如果从分支机构 B 传输同样或修改过的文件到分

支机构 A，前边积累的缓存及字典信息无法起作用。AppEx 的优化实现能够在 B 到 A

的传输中仍然使用前次 A 到 B 传输积累的缓存及字典信息，获取同样的压缩比。 

2.4 设备自动检测 

一些广域网加速设备需要用户手工配置所有对端设备。这不但增加初次使用的配置

复杂度，未来任何设备的增减都需要所有加速设备做配置改变，为使用带来极大的不便。

为增加易用性，AppEx 设计了设备自动检测功能。当一个连接新建时，AppEx 都将自

动探测该连接的对端是否有 AppEx 设备及是否对该连接打开了深度压缩功能。并根据

检测结果决定是否打开深度压缩功能。这不但免去了用户部署设备时的配置工作，而且

当用户在其它地点增加部署或改变部署时，系统都将自动适应并逐个连接的自动决定是

否该启用深度压缩功能。这一全自动的设备及功能检测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易用性，

让用户不需劳神即可享受到低延迟深度压缩技术带来的带宽效率的巨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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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案例：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之间专

线加速 

经过优化设计及实现的 AppEx 深度压缩功能不仅能为企业分支机构之间的各种应

用带来性能的巨大提升，而且为企业节省了本来需要用于增加带宽的资金投入。 

以下通过一个实际用户使用案例说明 AppEx 深度压缩如何作用于具体应用及其使

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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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ppEx 深度压缩使用案例及效果 

某省烟草公司在总部和分支机构之间部署 AppEx。总部和分支机构之间使用 2M

的专线，没有部署 AppEx 前出现带宽紧张，文件传输及应用响应慢，有的应用跑不起

来。使用 AppEx 后，有效带宽得到成倍提升，文件传输及应用性能得到显著改善。 

上图显示 AppEx 深度压缩带来的文件传输改善。首先从总部向一个分支机构上传

一个有大量图片的 PPT 文件，由于该文件第一次传输并且内含的大量 JPEG 图片都不

具可压缩性，深度压缩功能无法缩减传输数据量，只有 AppEx 的 TCP 加速功能在起加

速作用，并将 2M 带宽跑满。 

整个上传持续了超过 13 分钟。过一段时间后，该 PPT 文件的作者对文件做了小的

改动并更改了文件名，再次上传到同一分支机构。AppEx 深度压缩功能在这次传输数

据中发现了大量与前一次传输数据相同的数据串，字节缓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几乎同

样大小的文件传输仅用了 23 秒，2M 的专线有效带宽冲到了 63M，带来超过 30 倍的

提高。AppEx 深度压缩不但大大缩短了传送文件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省下

了宝贵的带宽给其它应用。总部从分支机构的下载类似应用案例也观察到了 20 倍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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