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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与其他介绍 WebLogic Server 和 Java EE 技术的书籍不同。
首先，这是一本高水平的书，作为对 Oracle 在线文档和其他 Java EE 及 WebLogic Server 技术
的入门书的补充，向中高级开发人员、架构师和管理员提供了对关键的 Java EE 开发和部署技术
的深入讲解。本书跳过了基础内容，避免重复很容易从其他地方找到的信息，关注其他地方没有
提到的信息和技术。本书由 Oracle 公司权威人士和企业级 Java EE 应用程序开发专家组成的作者
团队编写，是对其他书籍和参考资料的延伸。
其次，本书描述了思路。不只是简单地罗列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可选方案，而后让你自己去做
出决策，而且分享了我们的思考过程，给你提供了在应用程序开发和管理过程中能够使用的具体
建议和最佳实践。本书讲解了不同的设计方案、体系结构、构建技术、部署选项以及管理技术，
但是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我们会进而解释每一个可选方案的优点，以及应用这种方案的场合。
我们不仅要让你理解有哪些方法可以完成任务，还要让你理解应该如何完成任务。
最后，本书构建并讲解的主要示例应用程序是一个真实复杂的应用程序，涵盖了很多 Java EE
技术的许多特征，以及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1g 特有的技术。这个示例应用程序覆盖了 JSP、
Spring MVC、EJB 3.0、JPA、JMS 和 Web 服务等关键技术，展示了这些技术的应用。正文部分带
你经历这个应用程序设的计、开发和部署过程中每一个决策做出的过程，帮助你在自己的开发工
作中做出类似的决策。

读者对象
本书并不是 Java EE 技术和 WebLogic Server 环境的入门读物。这是一本高水平的书，对基本
概念的描述很少，因此本书面向的读者是有经验的开发人员和 WebLogic Server 管理员，通过阅读
本书他们可以将自己对这些技术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

主要内容
本书关注于如何通过最新发布的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1g 进行 Java EE 开发、部署和管理。
书中描述的很多技术、框架、部署技术和管理工具都要求使用这个版本的 WebLogic Server 和最新
版本的 Java EE 环境以及相关的各种库和框架。本书中构建的主要示例应用程序 bigrez.com 要求
使用 WebLogic Server 11g。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赞同“最新的就是最好的”这类技术观点。只要是合理的，我们就会在
示例中选用经过检验且版本可靠的 Java EE 框架和库，前提是这些框架和库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并且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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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了本书中描述过、比较过并且使用过(或没有使用过)的部分技术和框架：
● EJB 3.0、JPA、OpenJPA、Kodo、TopLink
● Java 6、Spring 2.5 MVC、Jakarta Struts 1.2、JSP 2.0、Tiles 2.0
● JMS 1.1、SOAP 1.1、JAX-WS 2.1
● JAAS、SAML 1.1 和 2.0、XACML、SSL、TLS 1.0、JSSE
● JMX、SNMP、WLST、WLDF

组织结构
本书围绕着如下三个主题展开：
● 带你经历真实示例应用程序的设计、构建和部署的过程。
● 讨论以下领域的高级话题和最佳实践：安全、管理、性能调优和 WebLogic Server 环境配
置等。
● 给出 WebLogic Server 应用程序开发、部署和管理的最佳实践。
前面 10 章关注第一个主题，接下来的 5 章关注第二个主题，而最佳实践则作为重点贯穿全
书。下面简要描述了每一章的内容，你可以借此理解本书的内容和组织方式：
第 1 章概述了 Web 应用程序的关键概念和技术，然后讨论了一些高级话题，例如 JSTL、表
达式语言、自定义标记和 servlet 过滤等。
第 2 章考查了驱动 Web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的表示层需求，比较了三种备选的体系结构，并且
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帮助你为自己的 WebLogic Server 应用程序选择合适的体系结构。
第 3 章详细描述了一个非常大且复杂的 Java EE 应用程序的表示层设计。讨论的话题包括各
种不同的页面生成技术、业务层接口以及导致选择当前设计方案的示例应用程序需求。
第 4 章介绍了基于 Spring MVC 和 JSP 的示例 web 应用程序的整个构建过程。描述的过程中
着重讲解了和 WebLogic Server 相关的构建技术，还讲解了和当前选择的表示层方法、Web 应用
程序体系结构以及业务层交互技术相关的组件和技术。
第 5 章讨论了打包和部署 WebLogic Server Web 应用程序所需的步骤，着重关注 WebLogic
Server 相关的技术和最佳实践。
第 6 章考查了在 WebLogic Server 11g 中实现 Enterprise JavaBeans(EJB)和相关的持久化技术
的可选方案和最佳实践。在简要回顾了 EJB 技术之后，关注点转向了 JPA 持久化规范和 OpenJPA
及 Kodo 实现。接下来，这一章的后半部分讨论了 WebLogic Server 11g 中和 EJB 相关的关键特性，
并且解释了如何在开发工作中最好地发挥这些特性的功效。
第 7 章描述了第 1 章至第 4 章开始的示例应用程序业务层的设计和构建，重点讲述了关键概
念和最佳实践。首先根据一组典型的业务层需求，找出并考查了一些备选的业务层体系结构。接
下来，详细讲述了实现所选 EJB 体系结构所需的技术，着重描述实现细节和最佳实践。最后，用
另一个 JPA 实现(TopLink)替换了所选的 JPA 实现(Kodo)，展示了这种替换可以方便地完成。
第 8 章讨论了打包和部署 WebLogic Server 企业级应用程序所需的步骤。这一章回顾了 EJB
模块和企业级应用程序的基本结构，讨论了打包 JPA 持久化单元所需的技术，展示了基于 Ant 的
构建过程，比较了打包企业级应用程序的可选方案，还考查了 WebLogic Server 开发环境的部署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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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回顾了 Web 服务技术，描述了 WebLogic Server 11g 对 Web 服务的支持，讲解了和 Web
服务有关的重要最佳实践。这一章通过 WebLogic Server 实用工具创建了示例 Web 服务，讨论了
WebLogic Server 中的高级 Web 服务特性，还构建了一个 Web 服务作为本书主要示例应用程序的
接口。
第 10 章讲述了和 WebLogic Server JMS 实现有关的信息和最佳实践。内容包括 JMS 群集和高
可用性、各种 JMS 客户端选项、WebLogic JMS 提供程序配置、JMS 应用程序设计应该考虑的问
题、利用 WebLogic JMS 的应用程序的构建以及和外部 JMS 提供程序的整合。
第 11 章讲解了和 WebLogic Server 安全有关的重要话题，包括 WebLogic Server 安全服务、
WebLogic 安全框架及其内置提供程序、和外部身份验证提供程序的集成、安全的客户端-服务器
以及服务器-服务器通信的设置、应用程序安全的管理以及如何配置 WebLogic Server 用于单点
登录。
第 12 章关注 WebLogic Server 管理和 WebLogic Server 产品的体系结构。这一章不是管理控制
台的用户手册，而是对 WebLogic Server 内部体系结构的深入讲解、对重要管理概念(例如，服务
器健康状态和网络信道)的讨论，以及对 WebLogic Server 和基于 WebLogic Server 的应用程序的配
置、监视和管理的全面讲解。
第 13 章讲述了和可扩展高性能系统的实现和故障诊断有关的最佳实践。这一章讨论了可扩
展 Java EE 系统的核心原则和策略，并提供了一组重要的设计模式以及影响性能和可扩展性的最
佳实践，以及提升性能和解决系统可扩展性问题的步骤和技术。
第 14 章继续讨论和开发有关的最佳实践，并且提出了一些和开发环境关键领域相关的建议。
内容包括开发环境的硬件和软件、开发环境中 WebLogic Server 的正确安装、
项目目录结构的组织、
构建过程的制定、合适开发工具的选择以及项目的单元测试基础设施的创建。
第 15 章讨论了在生产环境中部署 WebLogic Server 应用程序的策略和最佳实践，关注于生产
环境的部署策略、全局流量管理解决方案以及生产环境安全的最佳实践。

阅读本书的先决条件
本书的示例和最佳实践都基于 Oracle 的 WebLogic Server 11g 应用服务器，可以从 Oracle 下
载 Web 站点(http://otn.oracle.com/)下载。如果想要构建并部署示例应用程序，请下载并安装这个
产品。
WebLogic Server 11g 安装程序包含了一个适合查看和编辑示例代码的 Eclipse。此外，你还可
以选用 Oracle JDeveloper 11g 或其他 Java 开发工具。第 14 章详细介绍了 Eclipse 和 JDeveloper 的
安装和配置。
最后，本书的主要示例程序假定在你的环境中已经有一份可用的 Oracle RDBMS 副本。我们
使用了完整版的 Oracle Database 10g。
Oracle Database 11g 或 10g Express Edition(也称为 Oracle XE)
应该也能使用。在 Oracle 下载站点(http://otn.oracle.com/database)可以获得一份数据库软件的试用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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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附录
在 本 书 的 正 文 中 ， 有 时 候 会 引 用 一 些 网 站 的 在 线 信 息 ( 例 如 http://otn.oracle.com/ 和
http://java.sun.com/)，这些在线信息的内容是对书中讨论的补充。我们发现需要引用的 URL 常常
有两个缺点：一是太长，几乎不可能正确地输入，二是随着文档的更新或增补，有可能会随着时
间变化。基于这个原因，正文中没有包含附加引用材料的实际地址，而是在 www.wrox.com 网站
上编制了一个在线附录，按章将所有引用的 URL 组织起来。正文通过编号来引用这些链接，例
如 Link 3-1。如果对文中提到的在线参考信息感兴趣，想要找到并阅读这些信息，请从 www.wrox.
com 下载在线附录并且利用附录中维护的地址。

源代码
在阅读本书提供的代码时既可以亲自输入所有代码，也可以使用本书提供的代码文件。本书
所有代码均可以从 http://www.wrox.com 或 http://www.tupwk.com.cn/downpage 下载。进入 Wrox
网站后，请根据本书的书名查找本书(既可以使用搜索框进行查找，也可以使用书名列表进行查
找)，然后单击本书详细内容页面上提供的 Download Code 链接，就可以下载本书提供的所有源
代码。
注意：

由于许多书籍名称与本书类似，因此也可以通过 ISBN 进行查找，本书英文版的 ISBN 为：
978-0-470-48430-2。
下载完代码后，可以利用一种压缩工具解压代码。此外，还可以通过访问网站
http://www.wrox.com/dynamic/books/download.aspx 中提供的 Wrox 代码下载页面来获取本书提供
的源代码，当然也可以下载 Wrox 出版的其他书籍提供的源代码。

勘误表
为了避免本书文字和代码中存在错误，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
的，本书仍然可能存在错误。如果你在我们编写的书籍中发现了诸如拼写错误或代码缺陷等问题，
那么请告诉我们，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利用勘误表反馈错误信息，可以为其他读者节省大量时间，
同时，我们也能够受益于你的帮助，这有助于我们出版质量更高的专业著作。
如果需要参考本书的勘误表，请在网站 http://www.wrox.com 中用搜索框或书名列表查找本书
书名。然后，在本书的详细内容页面上，单击 Book Errata 链接。在随后显示的页面中，可以看到
与本书相关的所有勘误信息，这些信息是由读者提交、并由 Wrox 的编辑们加上的。通过访问
www.wrox.com/misc-pages/booklist.shtml，还可以看到 Wrox 出版的所有书籍的勘误表。
如果没有在 Book Errata 页面上找到自己发现的错误，那么请转到页面 www.wr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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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techsupport.shtml，针对你所发现的每一项错误填写表格，并将表格发给我们，我们将对表
格内容进行认真审查，如果确实是我们书中的错误，那么我们将在该书的 Book Errata 页面上标明
该错误信息，并在该书的后续版本中改正相关错误。

关于 p2p.wrox.com
如果你希望能够与作者进行讨论，或者希望能够参与读者的共同讨论，那么请加入 p2p.wrox.com
上的 P2P 论坛。这个论坛是一个基于 Web 的系统，你可以在论坛发表与 Wrox 出版的书籍有关的
技术信息，并与其他读者和技术用户进行讨论。论坛提供了订阅功能，可以将与你所选主题相关
的新帖子定期发送到你的电子邮箱。Wrox 的作者、编辑、业界专家以及其他读者都会参与论坛
中的讨论。
你可以在 http://p2p.wrox.com 参与多个论坛的讨论，这些论坛不仅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本
书，还有助于你更好地开发应用程序。如果希望加入论坛，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进入 http://p2p.wrox.com 页面，单击 Register 链接。
(2) 阅读使用条款，然后单击 Agree 按钮。
(3) 填写必要的信息以及你愿意提供的其他可选信息，然后单击 Submit 按钮。
(4) 随后你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说明了如何验证账号并完成整个加入过程。
注意：

要阅读论坛信息，无需加入 P2P。但是如果要发表主题或回复，就必须加入论坛。
成功加入论坛后，就可以发表新主题了。此外，还可以回复其他主题。你在任何时间都可以
阅读论坛信息。如果需要论坛将新的信息发送到自己的电子邮箱，那么可以单击论坛列表中论坛
名称旁的 Subscribe to this Forum 图标完成该功能设置。
如果需要获得更多与 Wrox P2P 相关的信息，请阅读 P2P FAQ，这样可以获得大量与 P2P 和
Wrox 出版的书籍相关的具体信息。阅读 FAQ 时，请单击 P2P 页面上的 FAQ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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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ebLogic 中构建 Web 应用程序

Web 应用程序是 Java EE(Java Enterprise Edition)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 Web 组件负责重
要的面向客户的表示和业务逻辑。设计上较糟糕的 Web 应用程序会破坏优秀的业务层组件和服
务。本章中，我们将回顾重要的 Web 应用程序概念和技术，以及它们在 WebLogic Server 中的应
用，还会给出一些在 WebLogic Server 中设计和构建 Web 应用程序的建议和最佳实践。
第 2 章将讨论推荐的 Web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第 3 章～第 5 章将讨论如何构建和部署复杂的
和真正的 Web 应用程序，本章为这些章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 Java servlet 和 JSP 中的重要概念
本节我们复习一下与Java servlet和JSP(JavaServer Pages)相关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果对这些
技术不太熟悉，或者需要其他相关的背景资料，就应该至少阅读一本在这方面比较优秀的书籍。
推荐读物包括由Bryan Basham等人合著的Head First Servlets and JSP: Passing the Sun Certified Web
Component Developer Exam一书(O’Reilly & Associates，2008)，由Suresh Rajagopalan等人合著的
Java Servlet Programming Bible一书(John Wiley & Sons，2002)，以及由 Jason Hunter著作的Java
Servlet Programming一书(O’Reilly & Associates，2001)。

1.1.1 servlet 的特征
Java servlet 是一些基本的 Java EE 平台组件，它为 Web 请求、XML 消息和文件传输函数等
网络请求提供了请求/响应接口。为了在本章后面比较 servlet 和 JSP 技术以及引入最佳实践，在本
节中我们来回顾一下 Java servlet 的特征。
1. 采用请求/响应模型
Java servlet 采用请求/响应机制：程序的结构被设计为动态响应特定的请求，该响应由 Java
语言编写的 servlet 程序产生。尽管许多请求/响应问题都可采用 servlet 解决，但该技术主要用于在
Web 应用程序中创建 HTTP(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响应。此时，servlet 取代
了其他的 HTTP 请求/响应机制，例如 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通用网关接口)脚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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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把链式(chaining)和过滤(filtering)功能添加到 servlet 规范中，简单的请求/响应模型就变得
有点儿复杂了。现在，servlet 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参与到整个请求/响应过程中，例如通过预处理请
求并把该请求传送给另外的 servlet 去创建响应，
或者是在将响应返回给客户端之前延迟处理响应。
在本章后面，我们将讨论可以在 Web 应用程序中添加审计、日志记录和调试逻辑的 servlet 的过滤
机制。
2. servlet 是纯 Java 类
简言之，一个 Java servlet 是一个实现了 javax.servlet.Servlet 接口的纯 Java 类。应用服务器创
建 Servlet 类的一个实例，并用该实例处理传入的请求。Servlet 接口定义了一组需要由用户实现的
方法，这组方法允许应用服务器管理 servlet 生命周期(本章稍后讨论)，并且可以将传入的请求传
递给 servlet 实例去处理。尽管必要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 Servlet 的接口方法，但是为了把 Servlet
用作 HTTP 的请求/响应机制，通常还是会扩展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 类。HttpServlet 类实现
了 Servlet 接口，并且用默认方式实现了 init()、destroy()和 service()方法。例如，在 HttpServlet 中
的 service()方法中检查传入的 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然后根据请求类型将请求转发给在
HttpServlet 类中定义的一系列方法去处理。这些方法如下：
●

doGet()：用于处理 GET、有条件的 GET 和 HEAD 请求。

●

doPost( )：用于 POST 请求。

●

doPut( )：用于 PUT 请求。

●

doDelete( )：用于 DELETE 请求。

●

doOptions( )：用于 OPTIONS 请求。

●

doTrace( )：用于 TRACE 请求。

HttpServlet 中的 doGet( )、doPost( )、doPut( )和 doDelete( )方法返回 BAD_REQUEST(400)错
误作为它们的默认响应。为了产生必要的响应，通常情况下，扩展了 HttpServlet 的 servlet 会重写
和实现上面所列出的一个或多个方法。在 servlet 中一般都不重写 doOptions( )和 doTrace( )方法。
它们在 HttpServlet 类中的实现被设计为产生合适的响应，并且通常这就足够了。
仅通过扩展HttpServlet并实现其doGet( )方法，就可以得到一个响应GET请求的最小的HTTP
Servlet。
WebLogic Server提供了一些有用的servlet示例，用于演示创建HTTP servlet的基本方法。这些
servlet示例位于WebLogic Server主目录中的samples/server/examples/src/examples/webapp/servlets子
目录下，在本书中使用$WL_HOME表示WebLogic Server的主目录。
在servlet的service( )或doXXX( )方法中创建HTML输出是非常麻烦和枯燥无味的。Java EE规
范通过引入脚本技术JSP技术弥补了这个缺点，本章后续部分将讨论这两种技术。
3. 必须在应用程序中注册
只有当 servlets 已经在应用程序中注册，并且与特定的 URL 或 URL 模式(URL pattern)关联在
一起时，它才能被应用服务器调用。注册一个 servlet 的标准方法涉及应用程序的 web.xml 文件中
的<servlet>和<servlet-mapping>元素，如下所示：
<servlet>
<servlet-name>SimpleServlet</servl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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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let-class>
professional.weblogic.ch01.example1.SimpleServlet
</servlet-class>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Simple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simple</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当用户访问特定的 URL 时，如/simple，应用服务器将调用 Servlet 类中的 doGet( )、doPost( )
或是其他 doXXX( )方法。
为了注册 servlet 和指定被映射的 URL 模式，WebLogic Server 还提供了一种基于标注技术的
方法：@WLServlet 标注。下面的标注位于 SimpleServlet 源文件的顶部，使用它时不需要在 web.xml
文件中为这个 servlet 添加对应的条目：
@WLServlet (
name = "SimpleServlet",
mapping = {"/simple"}
)
public class SimpleServlet extends HttpServlet
{
...
}

@WLServlet 标注语法包括了 web.xml 技术中所有可用的属性，如 loadOnStartup、initParams
和 runAs 值。该标注技术虽非标准技术，但却是一种在 Web 应用程序中注册和配置 servlet 的切实
可行的方法。
4. servlet 有生命周期
一个 servlet 是 Servlet 类的一个实例，就像其他 Java 对象一样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当 servlet
首次处理请求时，应用服务器就会加载 Servlet 类、创建该类的实例、初始化该实例、调用 servlet
的 init( )方法，并调用 service( )方法来处理该请求。对于通常的 servlet 操作来说，后续所有的请
求都用刚才创建的实例来处理。
通过在 Web 应用程序的 web.xml 文件加入<load-on-startup>元素，或者是通过在 Servlet 类的
定义中加入包含 loadOnStartup 属性的@WLServlet 标注块，可以让 servlet 在 WebLogic Server 启
动期间预加载。也可以在 web.xml 文件中使用<init-param>元素来提供初始化参数，或者在
@WLServlet 标注块中提供初始化参数。在启动过程中，WebLogic Server 将预加载并且调用 servlet
的 init()函数，然后把指定的初始化参数传递给 ServletConfig 对象中的 init()方法。
当应用服务器关闭时，或者当它需要重新加载 Servlet 类以创建一个新实例时，已经创建的
servlet 实例就会被销毁。服务器调用 servlet 中的 destroy( )方法销毁已经创建的 servlet 实例并卸载
该类。在这个销毁的过程中，servlet 会释放掉在其初始化和运行过程中占用的所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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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同时处理多个请求
通常把 servlet 配置为一个 servlet 实例以同时处理多个请求。换句话说，servlet 的方法必须是
线程安全的(thread-safe)。因此多线程同步访问数据时，除非能够确认数据访问是线程安全的，否
则不要轻易使用类级别或是实例级别的变量。通常情况下，在某个线程或者是某个处理数据的请
求中所包含的由 service()或 doXXX()创建的变量应当是该线程或请求的局部变量。
最佳实践
可并行处理多个请求的 servlet 必须是线程安全的。只有当同步逻辑提供了线程安全性，才能
在多个线程之间共享类级别或实例级别的变量。
通过把 servlet 定义为实现 SingleThreadModel 接口，可以把 servlet 配置为每次仅能处理一个
请求：
...
public class TrivialSingleThreadServlet
extends HttpServlet implements SingleThreadModel
{
public void init(ServletConfig config) throws ServletException
{
super.init(config);
System.out.println("Here!");
}
...

这个小变化就告诉应用服务器，该 servlet 实例在一个时刻只能处理一个请求。尽管 WebLogic
Server 为了支持单线程模式的 servlet 而保留了该机制，但是 Servlet 2.4 规范不推荐使用它。该规
范鼓励开发人员采用同步逻辑来保护 servlet 代码中的临界区。
当然，
在非线程安全(non-thread-safe)
的代码上使用同步逻辑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如果有多个线程等待执行临界区的代码，那么对
大容量系统总会引起系统瓶颈和时间延迟问题。
如果执行完临界区中的代码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扩展性就会变差。在应用程序中要避免使用 SingleThreadModel 接口。要将
servlet 设计为线程安全的，并且尽量少使用线程同步代码。
最佳实践
避免采用单线程模式的 servlet。要将 servlet 设计为线程安全的，并且尽量减少使用线程同步
代码，以避免引起潜在的性能问题。
6. servlet 可以访问请求数据
传入 service()和 doXXX()方法的参数 HttpServletRequest 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可以被 servlet
在处理请求的过程中使用。表 1-1 总结了从 HttpServletRequest 可以得到的有用信息。
表 1-1 并没有把 HttpServletRequest 以及它的超类 ServletRequest 中用于得到这些信息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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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都罗列出来。
请在 http://www.wrox.com 网站参看本书在线附录中 Link 1-1 指向的 servlet 文档，
或是阅读一本介绍 servlet 的优秀书籍，其中应该会给出包含方法参数类型、返回值类型和其他详
细信息的完整列表。
表 1-1 从 HttpServletRequest 可得到的信息
信 息 类 型

访 问 方 法
getParameterNames()

通过查询字符串或表单输入字段传递的参数

getParameter()
getParameterValues()
getQueryString()

服务器信息

getServerName()
getServerPort()
getRemoteAddr()

客户端信息

getRemoteHost()
getAuthType()
getRemoteUser()
getContentType()
getContentLength()

请求信息

getProtocol()
getScheme()
getRequestURI()
getHeaderNames()

HTTP 头

getHeader()
getIntHeader()
getDateHeader()

浏览器发送的 cookie

getCookies()
getSession()

会话信息

getRequestedSessionId()
isRequestedSessionIdValid()
……

7. servlet 使用会话追踪
servlet 是一个请求/响应机制，将每个传入的请求都当做一个独立的处理事件，即当前被处理
的请求与以前处理过的请求和将来要处理的请求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处理过程是无状
态的。HTTP 协议也是一个无状态的协议：浏览器当前发出的请求与以前发出的请求和以后发出
的请求是无关的。为了在同一个客户端的当前请求和以前请求之间建立联系，需要一个能够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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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请求之间保存上下文和状态信息的机制。有一些基于 HTML 的技术可以用来保存上下文或状
态信息。
●

可以在响应端设置 cookie，在随后的请求中把 cookie 传回服务器。

●

URL 重写可用于为生成的页面上的每个超链接编码少量的上下文信息。

●

在表单中包含带有上下文信息的隐藏表单字段。

以上技术都有局限性，不能提供实现真正的状态管理所需的健壮的数据类型和灵活性。幸运
的是，Java EE servlet模型中定义的会话追踪功能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解决方案。
会话追踪用灵活的类似于哈希表的结构HttpSession来保存可序列化的Java对象，从而在后续
的请求中访问被保存的Java对象。为了确定是哪个客户端发出请求以及查找该客户端的会话信息，
会话追踪在随后的请求中使用cookie或经过URL编码的会话ID。在WebLogic Server中，会话ID的
默认名称是JSESSIONID，它由用于标识客户端的长哈希表、创建时间和群集信息组成。会话ID
的格式如下：
JSESSIONID=SESSION_ID!PRIMARY_JVMID_HASH!SECONDARY_JVM_HASH!CREATION_TIME

WebLogic Server 用感叹号分隔会话 ID 的各个部分。在 WebLogic Server 中，会话追踪使用第
一部分查找在 Web 应用程序上下文中客户端的 HttpSession 对象。会话 ID 随后的部分用来标识在
WebLogic Server 群集中该客户端的主服务器和次级服务器，以及跟踪该会话的创建时间。第 12
章中有关最佳管理实践的部分深入探讨了 WebLogic Server 群集。
在 servlet 中使用会话追踪很简单，
只需要调用被传入的 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的 getSession()
方法为当前客户端检索或创建 HttpSession 对象，然后使用 HttpSession 接口获取和设置当前会话的
属性即可。
WebLogic Server支持多种形式的会话持久性，还提供了会话故障转移机制。两种最常用的形
式是内存中复制(in-memory replication)和JDBC持久性。当使用这些类型的会话持久性时，请注意
不要在HttpSession中放置非常大的对象。WebLogic Server通过调用setAttribute()方法跟踪会话对象
的变化。每个请求结束时，根据setAttribute()的参数，服务器将序列化每个新属性或被修改过的属
性，然后相应地持久化它们。
持久化一个会话属性将导致WebLogic Server序列化HttpSession中从根对象开始的整个对象
图。如果应用程序在会话中存储了多个粗粒度的大对象，那么这会导致产生大量的数据。在大多
数情况下，如果应用程序代码仅仅更新(使用setAttribute())细粒度对象的一个子集，那么多个细粒
度对象会产生更好的性能。第12章将深入讨论内存中会话复制和群集。
最佳实践
在 servlet 的多个请求之间，使用会话追踪维护状态信息和上下文信息。当使用会话持久性时，
对某些特殊请求，如果应用程序只需更新对象中的一小部分，就要避免在会话中放入大对象。替
代的方法是，使用多个细粒度对象减少会话持久性的开销。
总之，对于处理HTTP请求，servlet是一种可靠的纯Java机制。可是，使用Writer对象中简单的
println()方法来产生HTML响应可能是冗长乏味的做法。我们在第2章会讨论，相比生成HTML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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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servlet更适合处理传入请求以及与业务对象和服务进行交互。
如果使用servlet创建HTML是冗长繁琐的，那么在Java EE规范中哪种方法能高效地创建
HTML响应呢？答案是JSP技术。JSP就是为创建HTML而专门设计的强大工具，下面讨论该技术。

1.1.2 JSP 的特征
Java EE 平台引入了 JSP 技术，这是另外一种在服务器端生成 HTML 页面内容的方法。尽管
对 JSP 技术细节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但是还是有必要对某些重要概念和特征作一个简要回顾。
1. JSP 是脚本技术
前文曾谈到，servlet 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们的纯 Java 本质。servlet 是 Java 类，在书写、编译
和调试方面与其他 Java 类很相似。
另一方面，
JSP 是基于脚本的技术，
它与 Microsoft 的 ASP (Active
Server Pages)技术以及 Adobe 的 Cold Fusion 脚本语言很相似。与这些脚本语言一样，JSP 在包含
HTML 的文件中添加特殊标记和脚本元素，用以生成静态和动态内容相结合的文件。就 JSP 而言，
所添加的元素是 Java 代码，
或者是与 JavaBean 和应用程序中的其他 Java EE 组件相交互的特殊 JSP
标记。
2. JSP 页面被转换为 servlet
理解 JSP 页面的关键是认识到 JSP 文件自身仅是一个输入文件，经多次处理最终转换为一个
servlet。在关键性的处理步骤中，应用服务器会解析 JSP 页面，并将其转换为等价的纯 Java servlet
代码。所有不是 JSP 标记和脚本元素的文本都被认为是 HTTP 响应的一部分。这些文本被放在了
最终生成的用以处理请求的 servlet 的输出函数中。所有 Java 的脚本元素和标记变成了 servlet 中
增加的 Java 代码。这样所生成的 servlet 经过编译加载之后，就和一般的 servlet 处理 HTTP 请求
的方式完全一样了。
图 1-1 说明了一个含有少量 Java 代码的 JSP 页面的处理过程。sample.jsp 页面转换为等价的
纯 Java servlet 代码，再编译为一个 Servlet 类，最后用于响应原来的及随后的 HTTP 请求。
servlet 源代码

Servlet 类
HTTP 响应

来自浏览器的
HTTP 请求

图 1-1 JSP 页面被转换为一个 serv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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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服务器完成上述转换所需的解析、转换、编译和类加载步骤。无需预先执行上述步骤或
注册转换后的 servlet，所有的转换和注册都由服务器自动完成。请注意，使用 WebLogic Server
具有预编译 JSP 页面功能的工具可以在部署之前完成处理和编译。
在 WebLogic Server 中，转换后的 servlet 默认情况下是 weblogic.servlet.jsp.JspBase 的一个子类。
JspBase 是 WebLogic 提供的一个类，它扩展了 HttpServlet，并把 service()调用转发给_jspService()
方法。也可以为 JSP 页面生成的 servlet 创建一个自定义的基类以替代默认的 JspBase 类。
3. 丰富多样的标记和脚本元素
JSP 技术为创建动态内容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脚本元素和标记。表 1-2 列出了其中一些重要的
元素。
表 1-2 JSP 语法元素
元

素

语

法

<% scriptlet code %>
Scriptlet

述

此处的 Java 代码将原封不动地展开到_jspservice()方法的当
前位置

<%! declaration %>
Declaration
Expression

描

此处 Java 代码展开到生成的 servlet 类中，位于_jspservice()
方法定义之上。通常用于定义类级别的方法和变量

<% =expression %>

运行时计算 Java 表达式，并把结果放到 HTML 的输出中

<%@page

控制许多页面级别的指令属性和行为。重要的属性有

attribute=:"value"…%>

import、buffer、errorPage 和 extends

page
<%@ include
include

把指定文件的内容插入到 JSP 页面并对它执行解析和编译

file="filename" %>
<%@ taglib uri="..."
taglib

定义标记库，并为随后的标记设置前缀

prefix="..." %>
<jsp:include
jsp:include

在该页面的输出结果中包含来自另一个页面的响应

page="..."/>
<jsp:forward
jsp:forward

放弃当前响应，然后把请求传送到一个新页面进行处理

page="..."/>
<jsp:useBean id="..."
jsp:useBean

class="..."

使用特定的类、范围和实例名称声明一个 bean

scope="..."/>

还有更多可用的元素和标记没有在表 1-2 中列出来，有关这些元素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书的
范围。如要查看 JSP 元素和标记的完整列表，请参考本章开始时列出的图书，或者参看 Link 1-2
列出的 Sun 有关 JSP 的链接。
4. 具有 servlet 的所有功能
因为 JSP 页面被转换成了 servlet，所以所有在 servlet 中可用的功能和技术也可用在 JSP 页面
中。除了 JSP 页面所预定义的变量外，在 JSP 中还可以使用 HttpServletRequest 和 HttpServle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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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对

象

类

JSP 的隐式对象

型

描

述

reques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用于访问请求范围内的请求信息和属性集合

response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指向用于返回客户端的响应对象
(续表)

对

象

类

型

描

述

pageContext

javax.servlet.jsp.PageContext

用于访问页面范围内设置的属性集合

session

javax.servlet.http.HttpSession

客户端的会话对象，用于访问会话范围内设置的属性集合

application

javax.servlet.ServletContext

应用程序的上下文，用于访问应用程序范围内的属性集合

out

javax.servlet.jsp.JspWriter

PrintWriter 对象使用它将输出的文本放到 HTTP 响应中

javax.servlet.ServletConfig

引用初始化期间设置的 servlet 配置对象集合，用于访问初

conﬁg

始化参数

因为所有的 scriptlet 代码都展开到最终生成的_jspService()方法内，并位于隐式对象定义下，
所以 JSP 的 scriptlet 代码可直接访问这些隐式对象。尽管如此，在 JSP 的 scriptlet 代码中直接使用
这些隐式对象被普遍认为是不太好的做法。本章稍后讨论的 JSTL(JavaServer Pages Standard Tag
Library，JSP 标准标记库)就提供了更安全和更规范的访问隐式对象中存储的数据和其他对象的
方法。
JSP 页面默认开启会话追踪。如果应用程序不需要使用会话追踪，就应当禁用它以避免执行
不必要的会话持久化。虽然对于整个 Web 应用程序来说并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以禁用会话追踪，但
是只有当 servlet 代码调用了 getSession()方法时，servlet 才会创建会话。JSP 页面可以使用 page 指令
禁用会话：
<%@ page session="false" %>

即使 JSP 不需要使用会话信息，WebLogic Sever 也必须在请求处理结束后为会话保持最后访
问时间，因此在不使用会话信息的 JSP 页面中最好明确禁用会话追踪。
最佳实践
在不需要会话追踪特性的 JSP 页面中禁用会话追踪，以避免(产生)多余的会话保持。
像 servlet 一样，JSP 页面通常是多线程的，可以同时处理多个请求。对于 servlet 的线程安全
限制同样也适用于 JSP 页面，除非 JSP 被配置为单线程。JSP 页面中有一个专门的 page 指令用于
配置该属性：
<%@ page isThreadSafe="false" %>

如果 isThreadSafe 属性被设置为 false，生成的 servlet 将实现 SingleThreadModel 接口。Servle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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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规范不推荐使用该技术及其相关 servlet 技术，所以应该避免使用它们。
最佳实践
避免把 JSP 页面声明为单线程。非线程安全的代码应该被封装在其他 Java 类中，并且应该使
用同步代码控制这些非线程安全的代码。
5. 缓冲 JSP 响应
我们曾说过，servlet 和 JSP 页面是请求/响应机制：浏览器发出一个 HTTP 请求，servlet 或 JSP
页面就产生一个 HTML 响应。这两种情况下，响应通常会被缓冲起来，或者响应先临时保存在服
务器端，等到处理结束之后再把响应回送给发送请求的浏览器。
默认情况下，由生成的 servlet 代码所创建的输出与 HTTP 头、cookie 和页面设置的状态码一
起被缓冲。缓冲有以下重要的优点：
●

被缓冲的内容可被完全丢弃并由新内容替换。jsp:forward 元素依赖该功能来丢弃当前响
应，
并将 HTTP 请求转发给新页面处理。
如果在 JSP 页面中捕获到一个错误，
那么 errorPage
指令就使用 jsp:forward 把当前处理发送给错误页面，因此在正确处理错误页面时也需要
用到缓冲。

●

当页面已经开始在响应中放置 HTML 内容之后，缓冲就允许页面添加或修改 HTTP 头、
cookie 和状态码。如果不使用缓冲，那么 HTTP 头和 cookie 发送出去之后，就不可能在
JSP 页面中再添加 cookie，也不可能在写输出时将响应重定向(302)到另一个页面。

当缓冲区填满时，响应被提交，并将缓冲信息的第一块发送给浏览器。一旦提交发生，服务
器端就不再响应 jsp:forward、HTTP 头的变化(例如重定向)和附加的 cookie 信息。在缓冲区填满和
响应提交之后，如果产生上述操作，服务器端将抛出 IllegalStateException 异常。
在 WebLogic Server 中，JSP 输出缓冲区的默认大小是 8KB，但是在每个 JSP 页面中可以使用
page 指令调整其大小：
<%@ page buffer="32kb" %>

使用该指令将大小设置为 none 可以关闭输出缓冲区，但并不推荐在实践中这样做。
为了避免页面完成之前填满缓冲区并提交响应，大多数应用程序中应该将输出缓冲区设置为
不小于 32KB。对于正确的错误页面处理和在大页面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添加 cookie 和响应头的能
力而言，增加一点内存开销(线程总数乘以 32KB)真的是物超所值。
最佳实践
总是在 JSP 页面中使用输出缓冲区。
把缓冲区的大小增加到至少 32KB，
以避免重定向、
cookie、
jsp:forward 和错误页面的问题。
6. JSP 页面具有独特的功能
JSP 页面具有 servlet 没有的独特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能够在 JSP 页面中嵌入自定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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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标记。
自定义标记提供了一种与封装了业务逻辑或/和表示层逻辑的自定义 Java 类进行交互的机制。
开发人员在 JSP 页面中放入自定义标记元素，然后应用服务器在把 JSP 转换为 servlet 期间解析并
预处理 JSP 页面中的自定义标记元素。服务器把标记元素转换为 Java 代码，转换后的 Java 代码
与标记类交互并执行指定的函数。本章后面会详细介绍自定义标记和常用的标记库，并会展示
WebLogic Server 中自定义标记和常用标记库的最佳用法。
总而言之，JSP 是一种用于创建 HTML 响应的脚本语言。应用服务器在处理过程中把 JSP 页
面转换为纯 Java 的 servlet，使得 JSP 可以完成纯 Java 的 servlet 可以完成的几乎所有任务。JSP 页
面也有一些 servlet 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指令、功能和自定义能力。
那么为什么不完全忘记 servlet，转而事事皆用 JSP 实现呢？尽管可以这样做，但通常情况下
在实现表示层业务逻辑时，servlet 提供的机制还是比 JSP 要好。第 2 章会详细讨论该问题，并对
正确使用每种技术给出指导。

1.2 Web 应用程序最佳实践
我们已经回顾了 WebLogic Server 中与 Web 应用程序相关的一些重要概念，现在就可以开始
讨论最佳实践了。对于 Java EE Web 应用程序的设计人员和开发人员而言，可以有各种选择，要
用厚厚的一本书才能列出并解释我们能够想到的全部最佳实践。本节中讨论的最佳实践要么是我
们觉得在开发工作中具有最广泛的适用性，要么是最有可能提高 WebLogic Server 的 Web 应用程
序的质量和性能。
本节的最佳实践涉及了从使用自定义标记的推荐技术到正确打包应用程序，再到出于性能考
虑而缓存页面内容的方方面面。因为某个最佳实践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建立的特定应用
程序，所以以下最佳实践的讨论并没有重要性排名之分。

1.2.1 保证正确的错误处理
在 servlet 或 JSP 生成的 servlet 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未处理异常会导致页面处理过程停止。若
响应尚未被提交，JSP 输出缓冲区就会被清空，接着生成一个新响应并将其回送给客户端。默认
情况下，该错误响应除了数字错误代码之外几乎不包含有用的信息。
为了帮助调试，需要含有易于理解的大量信息的错误页面。幸运的是，有一种内置机制可用
于指定自定义错误页面，以用于处理上述过程中的服务器错误。
首先，要以用户友好的风格创建一个错误页面以向用户呈现错误信息，该错误页面至少应显
示异常信息和栈跟踪信息。如果要在调试时提供更多帮助，可使用 HttpServletRequest 中的方法来
显示所有的请求和 HTTP 头信息。代码清单 1-1 列出了错误页面示例的部分代码。在该书的合作
网站 http://www.wrox.com/上有包含完整代码的页面。
代码清单 1-1 ErrorPage.jsp 页面
<%@ page isErrorPage="true" %>
<html>
<head><title>Error During Processing</title></head>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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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n error has occurred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your request.</h2>
<hr>
<h3><%= exception %></h3>
<pre>
<%
ByteArrayOutputStream ostr = new ByteArrayOutputStream();
exception.printStackTrace(new PrintStream(ostr));
out.print(ostr);
%>
</pre>
<hr>
<h3>Requested URL</h3>
<pre>
<%= HttpUtils.getRequestURL(request) %>
</pre>
<h3>Request Parameters</h3>
<pre>
<%
Enumeration params = request.getParameterNames();
while(params.hasMoreElements()){
String key = (String)params.nextElement();
String[] paramValues = request.getParameterValues(key);
for(int i = 0; i < paramValues.length; i++) {
out.println(key + " : " + paramValues[i]);
}
}
%>
</pre>
<h3>Request Attributes</h3>
<pre>
...
</pre>
<h3>Request Information</h3>
<pre>
...
</pre>
<h3>Request Headers</h3>
<pre>
...
</pre>

其次，在应用程序的所有 JSP 页面中放置<%@ page errorPage="…" %>指令，以指出该错误
JSP 页面的位置。代码清单 1-2 给出了一个显式声明错误页面的简单 JSP 页面的示例。通常将该
指令放在所有页面共享的公有 include 文件中，而不是在每个页面中都包含该指令。
代码清单 1-2 ErrorCreator.jsp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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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errorPage="ErrorPage.jsp" %>
<html>
<head></head>
<body>
<!-- Do something sure to cause problems -->
<% String s = null; %>
The string length is: <%= s.length() %><p>
</body>
</html>

现在，从浏览器访问 ErrorCreator.jsp 页面将看到一条有帮助的错误消息。页面应符合网站自
身的外观，并应含有便捷的超链接以重试失败的操作、发送电子邮件给相关人员或返回到之前的
页面。
除了在每个单独的 JSP 页面中指明 errorPage 页面外的方法，还可以在 web.xml 中使用<errorpage>元素，对整个 Web 应用程序指定一个默认的错误处理页面：
<error-page>
<error-code>500</error-code>
<location>/ErrorPage.jsp</location>
</error-page>

上面两种指定错误页面的机制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 WebLogic Server 实现它们的方式却大
相径庭。<%@ page errorPage="…" %>指令修改了最终生成的 servlet 代码，在一个大 try/catch 块
中放入了所有的 JSP scriptlet 代码、输出语句以及其他的 servlet 代码。在 web.xml 中指定错误页
面不会对最终生成的 servlet 代码产生任何影响。在原页面的_jspService()方法中未能捕获的异常会
被 Web 容器捕获，然后自动转发给指定的错误页面。
上述哪种方法最好？我们推荐采用 web.xml 中的<error-page>元素，除非页面中遇到的错误必
须要用不同的目标错误页面来区分。主要理由如下：
●

声明式的和全局式的技术与逐页式的技术相比有毫无疑问的优点。需要不同错误页面的
个别页面可轻易地通过包含 page 指令来覆盖 web.xml 中的数值。

●

如果使用<error-page>元素而不是使用 page 指令，那么描述原来页面请求的信息会更完
整。具体来说，当在错误页面中调用 request.getRequestURL()时会返回原始页面的 URL，
而不是错误页面的 URL，而且如果使用 page 指令，那么包含附加属性的请求将不会显示
出来。
最佳实践

对于所有服务器错误，使用 web.xml 的<error-page>元素创建友好的有帮助的默认错误页面。
如果需要的话，在个别页面中用 page 指令覆盖默认的错误页面。

1.2.2 使用 JSTL 标记减少 scriptlet 代码
JSTL 是一个封装了 JSP 页面所必需的许多核心函数的自定义标记库，它几乎完全取代了 JSP
scriptlet 代码。像条件、循环、访问请求或会话数据、在响应的 HTML 输出中放置数据、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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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显示语言敏感的字符串以及其他许多函数，在 JSTL 库中都以一种标准化的方法实现。与
原来的 jsp:useBean 和 jsp:getProperty 技术相比，JSTL 技术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虽然自定义标记难以创建，但是成功地使用它们并不需要了解其内部构造机制。只需要设置
好指向要使用的标记库的引用，并基本了解在 JSP 页面中调用自定义标记的语法即可。
1. 在 JSP 页面中调用自定义标记
通过在 JSP 页面中嵌入合适的 XML 标记来调用自定义标记，语法如下：
<prefix:tagname attribute1="value1" … attributeN="valueN" />

或者：
<prefix:tagname attribute1="value1" … attributeN="valueN" >
...
</prefix:tagname>

在页面中声明标记库后，prefix 表示所引入标记库的缩写名称，tagname 表示标记库中某标记
名或函数名，attribute/value(属性/值)对表示数据或设置，标记需要使用它们来完成合适的操作。
例如，如果像下面这样在 taglib 指令中使用前缀 c 声明了 JSTL core 库：
<%@ taglib prefix="c" uri="http://java.sun.com/jstl/core" %>

就可以使用下面的语法调用 JSTL core 库中的 out 标记，显示请求参数 employNum 的内容：
<c:out value="${requestScope.employeeNum}"/>

对比一下，等价的 scriptlet 代码可能如下所示：
<%= request.getParameter("employeeNum") %>

尽管在上面这个小示例中，JSTL 并不比 scriptlet 代码精练多少，但是对于复杂的操作而言，
两者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
2. 在 JSTL 调用中使用表达式语言
JSTL 库支持在自定义标记的多个 attribute/value 对中使用表达式语言(Expression Language，
EL)。为理解使用 EL 和不使用 EL 时调用之间的区别，考虑下面两个对 JSTL core 库中 out 标记的
调用：
<c:out value="requestScope.employeeNum" />
<c:out value="${requestScope.employeeNum}" />

第一个调用通过 value 属性把一个简单的字符串传递给了标记的实现。该字符串就被简单地
放到了 JSP 所生成的输出响应中，然后用户就会在他们的 Web 页面上看到字符串 requestScope.
employeeNum。
第二个调用通过在传递给标记的 value 属性内包含${…}字符串，通知自定义标记实现它使用
的是 EL 语法。标记理解这种语法，将花括号中的字符串当做一个需要被解析的表达式，而该表
达式被认为是某个源页面发出的数据请求。
在表达式中使用 requestScope 意味着标记仅能在 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中搜索，而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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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Num 则告诉了标记希望从请求对象中获得哪个参数或属性。标记将从此键下找到位于请
求中的对象，并对该对象调用 toString()，然后把结果放到输出中。于是用户在他们的 Web 页面中
看到了有效的雇员编号。
作为第二个示例，思考接下来的标记调用：
<c:out value="${employee.myAddress.line1}" />

上面的示例并没有指出源数据的查找范围(requestScope、sessionScope 等)，并且有 3 个部分。
标记实现将按照以下步骤解析和处理该表达式：
●

首先，在所有可用范围中查找(从 pageScope 开始，到 applicationScope 结束)键为 employee
的已经保存的属性。假设在 HttpSession 中找到了一个键为 employee 的类 CompanyEmployee 的对象。

●

然后，标记将检查检索到的 CompanyEmployee 对象，并基于表达式的下一个标识符调用
一个 get 方法。此例中，要调用的方法是 getMyAddress()。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方法，它将
在提取出底层的 Address 对象后再继续处理。

●

接下来，标记对 Address 对象调用 getLine1()方法，对于这个示例，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
一个简单的字符串对象。

●

最后，标记在 getLine1()返回的结果对象上调用 toString()方法，所得到的文本应该置于
HTML 的响应输出中。

在 JSTL attribute/value 对中，采用圆点的这种标识符链是十分常见的，它用简洁紧凑的语法
访问在请求或会话中存储的对象内部嵌套的特定属性。
List 和 Map 对象中的元素既可以用圆点操作符访问，也可以用方括号语法访问，两种等价的
标记调用如下所示：
<c:out value="${sessionScope.stateNames.NY}" />
<c:out value="${sessionScope.stateNames["NY"]}" />

把 Map 的键硬编码到 JSP 页面中显然价值不大，可以用一个返回映射查找中用到的键的表达
式来替代硬编码的方法。在下面的示例中，常量值 NY 被请求参数中 stateCode 的值替代：
<c:out value="${sessionScope.stateNames[param.stateCode]}" />

本例中，在会话中找 Map，然后在传入的请求参数中查找键。这里用到了表达式语言中的两
个隐式对象。表 1-4 列出了所有的隐式对象。
表 1-4 JSP 隐式对象
标 识 符

描

pageScope

包含页面范围属性的 Map

requestScope

包含请求范围属性的 Map

sessionScope

包含会话范围属性的 Map

applicationScope

包含应用程序范围属性的 Map

param

包含请求参数主值的 Map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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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Values

包含请求参数所有值的 Map，其中，请求参数是一个字符串数组

header

包含请求头主值的 Map

headerValues

包含请求头所有值的 Map，其中，请求头是一个字符串数组

cookie

包含随请求一起发送的所有 cookie 的 Map

initParam

包含 Web 应用程序上下文初始化参数的 Map

pageContext

页面的 PageContext 实例，可用于访问 JSP 所有的隐式对象

表达式语言语法十分强大，但有时在使用上也会出现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因此手头要常备
一本 JSTL 和 EL 方面的参考书，
时不时地翻一翻，
直到能熟练使用 EL 为止。
将来你会发现 95%(甚
至更高)的自定义标记调用都是对标记中的一个或多个属性使用 EL 语法，因为这是唯一推荐的把
动态数据传递给标记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要抵制住在 JSP 页面中使用传统风格的 scriptlet 代码的诱惑。稍加实践，你就能
体会到 JSTL 和 EL 语法几乎能实现 scriptlet 代码的全部功能。
最佳实践
熟练掌握 EL 语法，并在 JSP 页面的 JSTL 标记中广泛使用它。选择合适的运算符和结构，并
且要用清晰一致的方式使用表达式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尽可能避免使用 JSP scriptlet 代码。
3. JSTL 包含 5 个标记库
JSTL 包含以下标记库：
●

JSTL 的 core 库包含通用操作，例如流程控制(条件判断、循环)、产生输出、设置变量以
及创建标准的 HTML 链接。几乎每个应用程序都会使用 core 库。

●

JSTL 的 fmt 库包含执行格式化操作的标记，例如查找并显示本地化的消息、使用模板生
成格式化的输出和解析文本等。许多应用程序都使用该库。

●

JSTL 的 sql 库为执行 JSP 页面中的 SQL 语句提供了一种基于标记的方法。这不是一个好
主意，所以很少使用该库。

●

JSTL 的 XML 库为查询和显示基于 XPath 语法的 XML 文档中的元素和属性提供了标记。
当要把 XML 数据作为 HTML 输出时，它是使用复杂的 XSLT 转换以外的另一种可行方法。

●

JSTL 的 functions 库包含的标记将 Java 代码中的 String 函数重新实现了一遍。为有利于在
调用 JSP 页面之前执行 Java 代码中与文本相关的查找、求子串或其他函数，应该避免使
用该库。

有关这些标记、属性以及每个 JSTL 库的正确用法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后面章节
建立的 Web 应用程序示例将会在其 JSP 页面中广泛使用 core 和 fmt 库，所以会有很多机会来仔细
研究重要的标记及其正确的使用方法。
最佳实践
要在 Web 应用程序中有意识地使用 JSTL 的 core 和 fmt 库。这两个库提供了最常用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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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简单的 JSP 页面以外，几乎所有的 JSP 页面都会使用它们。

1.2.3 对选定的行为使用自定义标记
对于扩展基本 JSP 标记语法而言，自定义标记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机制，可以与 Java 组件交互、
修改响应内容并封装页面逻辑。前面讨论的 JSTL 标记库就是自定义标记的一个不错的示例。JSTL
标记库可以减少 JSP 页面中 scriptlet 的代码量(甚至可以使 JSP 页面完全不使用 scriptlet 代码)，这
就提高了 JSP 页面的可维护性。
当然，自定义标记的强大功能是有代价的：它们的复杂度很高。自定义标记在体系结构图中
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并且需要一套经过严格定义的类和描述符文件来操作。虽然对创建自定
标记的详细步骤的描述超出了本书范围，但是回顾相关的重要概念有助于理解将要引出的最佳
实践。
1. 自定义标记的重要概念
自定义标记至少由以下 3 部分构成：
●

实现了 javax.servlet.jsp.tagext.Tag 或 BodyTag 接口的标记处理类，它是一个 Java 类。当
在 JSP 页面中调用标记时，
标记处理类定义了标记的行为，
它由关键方法(例如 doStartTag()
和 doEndTag()的实现以及一些属性的 set 方法构成。

●

TLD(Tag Library Descriptor，标记库描述符)包含了 XML 元素，它把标记名称映射到标记
处理类，并提供了标记的附加信息。该文件定义了标记是否包含和操作 JSP 主体内容，
它是否使用一个标记的附加信息类，以及是否引用含有该标记的库文件名。

●

JSP 页面为标记库包含<%@ taglib… %>声明，并且为调用标记处理类中的方法，JSP 页
面自身要含有特殊的标记元素。

自定义标记也可能通过扩展 javax.servlet.jsp.tagext.TagExtraInfo 定义一个 TEI(Tag Extra Information，
标记附加信息)类，它详细定义了标记接口并给出了标记引用的 scriptlet 变量的名称和类型。在页
面生成过程中，JSP 引擎使用 TEI 类验证页面中嵌入的标记，并在生成的 servlet 中包含正确的 Java
代码以引用自定义标记中定义的变量。
2. 自定义标记与标记文件不同
不要把自定义标记与 JSP 2.0 规范中新增加的标记文件功能混淆：它们在使用目的和实现这两
方面大相径庭。
如前所述，对于扩展基本 JSP 页面语法而言，自定义标记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机制，它含有自
定义标记，可以与 Java 组件交互。它们高效而安全地取代了用于调用这些 Java 组件中方法的
scriptlet 代码。
另一方面，标记文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主页面内包含 JSP 产生的输出中的共享片段。它们
本质上等效于使用<jsp:include>动作和<%@ include file="..."%>指令的方法，通过间接访问来使用
Java 类或 Java 组件。
共享的 JSP 页面和前面与其他 JSP 内容放在一起的页面片段被重命名为以.tag
结尾的文件，并被移动到 WEB-INF 目录中专门的 tags 目录下。然后，主页面内容使用新的自定
义标记包含这些共享的页面和片段。
由于标记文件为应用程序增加了大量复杂性，所以除了简化共享 JSP 页面的参数传递，并为
17

Oracle WebLogic Server 开发权威指南

被调用的标记文件提供控制调用标记主体的计算时间并将其插入到输出中的能力之外，使用它们
有些得不偿失。如果发现较传统的、较简单的共享 JSP 页面和片段的方法不能满足需求，就要考
虑采用标记文件的新机制，但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时，不要把简单的 JSP 页面和片段转换为标记
文件。
本书不讨论标记文件的创建和使用，在示例程序中也不会使用标记文件。
最佳实践
JSP 2.0 标记文件机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来共享和包含 JSP 页面和页面片段，如果传统的
<jsp:include>动作和<%@ include file="..."%>指令不能满足需求，这种方法是有意义的。改用新方
法时要确信它能带来足够的价值，因为新方法会增加复杂性。
3. 自定义标记使用简单而开发复杂
当评估项目中可能会用到的新技术或新功能所带来的价值时，重要的是牢记自己要实现的目
标。就技术来说，例如自定义标记，目标是提高 JSP 页面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假设通过减少或
清除 scriptlet 代码，页面会变得更易理解和维护(确实如此)，但 JSP 页面仅仅只是整个开发系统的
一部分而已。bean 和自定义标记也是系统的一部分，必须在 JSP 页面提高的可维护性与 bean 和
标记自身所要求的可维护性及复杂性之间做出权衡。
特别是，自定义标记的开发是复杂的。随着被执行的任务越来越接近实际，可能会需要使用
TEI 类、操作主体内容、处理嵌套的标记或者其他更高级的行为，此时复杂性会逐渐明显起来。
可以到开源社区中找一些开源标记库的源代码来看看，感受一下已投入使用的、产品级的标记库
的需求。你的开发团队准备好应付这种级别的开发了么？那些负责应用程序维护的人员有能力维
护和扩展标记库或调试标记库中的问题么？当决定要建立一个自定义标记库时，应该考虑一下这
些问题。
另一方面，自定义标记相对容易使用。正像在讨论 JSTL 库时所看到的那样，为调用自定义
标记和得到期望的行为，需要在 JSP 页面的顶部添加一个简单的声明，以及在页面中使用一些简
单的 XML 元素。
最后的决定取决于在使用自定义标记所带来的好处与开发并维护自定义标记所需付出的努
力之间做个对比。显然，一次开发而可被许多页面重用的标记，经过多次使用所逐渐积累起来的
好处算是对其开发的一种补偿。获得最大好处的情况是，多个页面中使用的标记是从其他地方获
得的，而不是内部开发的，这样完全不需要开发和维护标记本身。你的目标应当是：使用自定义
标记，但不用自己开发它们。
最佳实践
自定义标记易于使用，但难以开发和维护，所以要尽最大努力获取和使用来自于具有良好口
碑的资源的标记库，而不是开发自己的自定义标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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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 WebLogic Server 中打包的标准 JSTL 标记库之外，还可以从不同的供应商和开源社区
获取有用的标记库。表 1-5 中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清单可帮助你进行查找。
表 1-5 自定义标记
位

置

描

述

该资源中有许多开源标记库，提供了从字符串操作到正则表达式处理、
http://jakarta.apache.org/taglibs

再到用于处理数据库访问的所有资源。它还提供了 JSTL 规范的一种实现
Struts 是一个包含了许多有用标记库的 MVC(Model-View-Controller，模

http://jakarta.apache.org/struts

型-视图-控制器)框架
该供应商拥有超过 350 个不同的标记库，提供了可下载的免费二进制版

http://www.servletsuite.com/jsp.htm

本和评估版本

在第 3 章和第 4 章的示例应用程序中，我们将使用选自 Spring MVC 框架的自定义标记创建
HTML 表单元素，用于处理过程中提交数据的自动处理。

1.2.4 对常见行为使用 servlet 过滤器
servlet 过滤机制是 Servlet 2.3 规范引入的以一个 servlet 特性，它提供了一种声明式技术，在
请求传送到最终的目的 JSP 页面或 servlet 之前，可以截获 HTTP 请求和执行任意所期望的预处理
或条件逻辑。过滤器对实现常见行为是很有用的，例如缓存页面输出、记录页面请求、在测试过
程中提供调试信息以及检查安全信息后转到登录界面。图 1-2 演示了过滤方法的基本组成部分，
并显示传入的 HTTP 请求经过了为该页面请求定义的 FilterChain 集合中的一个或多个 Filter 类。
servlet
过滤器链
HTTP 请求

过滤器 1

过滤器 2

HTTP 响应
图 1-2 servlet 过滤

在特定的 servlet 或 JSP 请求的路径中放置一个过滤器，只需要很简单的两个步骤：建立一个
实现 javax.servlet.Filter 接口的类，然后使用 web.xml 描述符文件中的对应项或过滤类中的标注，
为所期望的页面和 servlet 把该类注册为过滤器。为解释上述过程，我们将建立并部署一个简单而
实用的过滤器，它截获 servlet 和 JSP 请求，并记录 HttpServletRequest 信息，然后将请求传递到目
的 JSP 页面或 servlet。
1. 创建一个简单的 SnoopFilter 过滤器类
第一步是创建一个名为 SnoopFilter 的过滤器类，该过滤器类实现 javax.servlet.Filter 接口并记
录所期望的请求信息。简单地说，doFilter()方法先把 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中的信息写入
System.out，然后将信息转发给过滤器链中的其他过滤器或者是最终目的页面本身。可从本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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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http://www. wrox.com 或 http://www.tupwk.com.cn 获取 SnoopFilter 的源代码。
2. 在应用程序中注册 SnoopFilter
注册过滤器通常需要 Web 应用程序描述符文件 web.xml 中的一组元素。这些元素声明过滤器
类并定义应用过滤器的页面或 servlet。在这个简单示例中，通过 SnoopFilter 过滤应用程序中的所
有页面和 servlet，其中，web.xml 文件包含以下元素：
<filter>
<filter-name>SnoopFilter</filter-name>
<display-name>SnoopFilter</display-name>
<description></description>
<filter-class>
professional.weblogic.ch01.example1.SnoopFilter
</filter-class>
</filter>
<filter-mapping>
<filter-name>SnoopFilter</filter-name>
<url-pattern>/*</url-pattern>
</filter-mapping>

<url-pattern>/*</url-pattern>声明了应用程序中的所有页面和 servlets 都应该使用 SnoopFilter
进行过滤，所以在正常处理之前会对每一个页面应用过滤器。因此，服务器的 stdout 流将包含每
一个页面请求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在将来的开发和调试过程中非常有用。
显然，也可以在辅助类、自定义标记、各个 JSP 页面或 servlet 中包含的简单的 scriptlet 中实
现通用的记录功能，但是，以一种声明性方式(通过<url-pattern>元素)使用 SnoopFilter 控制特定页
面或页面组具有明显的优点。
WebLogic Server 还支持以一种基于标注的方法注册过滤器和指定 URL 模式。下面的
@WLFilter 语法等价于前面使用 web.xml 中的项的方式：
@WLFilter (
name = "SnoopFilter",
mapping = {"/*"}
)
public class SnoopFilter implements Filter
{
...
}

这明显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但 SnoopFilter 说明了在预处理日志记录、审计或 Java EE Web 应
用程序调试等活动时的价值。过滤器不仅限于写输出到 stdout 中，它们还可以很容易地在单独的
日志文件中写信息、在数据库中插入表、调用 EJB 组件、增加或修改请求属性、把页面请求转发
给另一个 Web 应用程序组件，以及无条件地基于待定的请求信息执行其他任何期望的行为。过滤
器是 Java EE servlet 规范中的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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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滤器为 Web 应用程序中的 servlet 和 JSP 页面实现共有行为，例如日志记录、审计和安
全验证。
3. 使用 CacheFilter 缓存响应
WebLogic Server 包含了一个名为 CacheFilter 的过滤器，它为 Web 应用程序提供了页面级别
的响应缓存。该过滤器作用于整个页面级别，而不是仅缓存页面中的部分 JSP 内容。CacheFilter
也可以与 servlet 和静态内容一起使用，
这与相关的仅作用于 JSP 页面的 wl:cache 自定义标记不同。
CacheFilter 可以像其他 servlet 过滤器那样来注册。在 web.xml 文件中定义过滤器，并指明要
缓存的页面的<url-pattern>。在过滤器注册中使用初始化参数定义超时标准和其他缓存控制数值。
例如，
为了缓存来自特定 JSP 页面的响应(60 秒)，
可以使用类似下面代码中的元素注册 CacheFilter:
<filter>
<filter-name>CacheFilter1</filter-name>
<filter-class>weblogic.cache.filter.CacheFilter</filter-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timeout</param-name>
<param-value>60</param-value>
</init-param>
</filter>
...
<filter-mapping>
<filter-name>CacheFilter1</filter-name>
<url-pattern>CacheFilterTest1.jsp</url-pattern>
</filter-mapping>

任意客户端第一次访问该 URL 时，CacheFilterTest1.jsp 页面将执行，过滤器将缓存 HTTP 响
应的内容，用于接下来 60 秒所有的访问请求。
CacheFilter 的其他初始化参数如下：
name 缓存的名称。默认为请求的 URI。
timeout 所缓存内容的超时时间。默认以秒为单位，但是也可以指定为以 ms(毫秒)、s(秒)、
m(分钟)、h(小时)和 d(天)为单位。
scope 所缓存内容的范围。可以是请求(request)、会话(session)、应用程序(application)或群
集(cluster)范围。注意，CacheFilter 不支持页面(page)范围。默认为应用程序范围。
key 请求参数、会话属性和其他用于区分缓存内容的变量的名称。可以通过使用 scope.name
语法和可能的 request、application 和 session 范围参数的值来描述参数 key。使用多个 key 时，它
们之间用逗号分隔。
vars 页面用到的变量名，或者是被页面计算的变量名，这些变量应该与 HTTP 的输出一起
被缓存起来。当检索和使用页面的缓存版本时，将把这些已缓存变量放入它们各自的范围中，好
像这些页面又执行了一遍。它使用的语法与 key 参数一样。
size 基于 key 值的唯一缓存项的最大数目。默认不受限制。
max-cache-size 单个缓存项的最大大小。默认是 64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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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输出不依赖于任何请求会话变量，仅用一个 timeout 设置就可以缓存十分简单的 JSP 页
面或 servlet。然而，大部分页面都需要使用 key 初始化参数创建多个页面缓存版本，每个版本分
别对应于这个设置中指定键的一个值。
代码清单 1-3 所示的 CacheTest2.jsp 示例程序是依赖于单个请求参数 howmany 的页面示例，
对于 howmany 参数的每个值都需要一个不同的输出缓存版本。
代码清单 1-3 CacheTest2.jsp 页面
<HTML>
<BODY>
<%
int jj = Integer.parseInt(request.getParameter("howmany"));
System.out.println("Inside JSP page with howmany of " + jj);
%>
<H2>We're going to count from 1 to <%= jj %><H2>
<%
for (int ii = 1; ii <= jj; ii++) {
out.print(ii + "<br>");
}
%>
</BODY>
</HTML>

注册 CacheFilter 缓存依赖于 howmany 请求参数的页面内容：
<filter>
<filter-name>CacheFilter2</filter-name>
<filter-class>weblogic.cache.filter.CacheFilter</filter-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timeout</param-name>
<param-value>60</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key</param-name>
<param-value>parameter.howmany</param-value>
</init-param>
</filter>
...
<filter-mapping>
<filter-name>CacheFilter2</filter-name>
<url-pattern>CacheFilterTest2.jsp</url-pattern>
</filter-mapping>

通过在查询字符串中使用具体的 howmany 数值访问该页面会引起整个页面被执行一次。随后
使用相同的 howmany 参数值访问页面时，将返回同样的内容而无需执行该页面。提供不同的
howmany 数值会引起页面被重新执行，并且使用相应的 key 值缓存新内容。换言之，如果用 5 个
不同的 howmany 数值访问页面 5 次，就会以不同的 howmany 数值作为键创建 5 个不同的 HTTP
响应缓存版本。这种技术对于提高站点性能非常有效，其功能非常强大。
对置于自定义标记主体中的 JSP 内容，WebLogic Server 还包含了一个 wl:cache 自定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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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记提供了与缓存类似的功能。它能基于键值进行缓存，这与 CacheFilter 类似，并可缓存部分
JSP 页面内容而不是整个页面。然和，CacheFilter 方法与 wl:cache 技术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优点：
它使用声明式技术执行缓存，而不是在页面自身中嵌入自定义标记。这就延迟到部署时定义缓存
行为，并允许使用 web.xml 描述元素更容易地控制缓存参数和范围。
最佳实践
对于页面级别响应的缓存，尽可能使用 CacheFilter 而不是 wl:cache 标记，以在部署过程中提
供更好的灵活性。
在缓存时，包含的使用<jsp:include>动作的 JSP 页面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页面。因此，可以把
它配置为独立于父页面单独缓存，这在某些情况下比较有用。然而，如果由于缓存而跳过执行父
页面，包含的页面也不会被调用。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合理的决定。

1.2.5 使用 servlet 和 JSP 页面创建 Excel 文件
用 servlet 和 JSP 页面创建电子表格是向用户展示结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用户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或是其他电子表格应用程序对结果进行排序、处理和打印。servlet 是首选机制，但如果采取
措施避免在输出流中无意间出现换行字符，那么也可以采用 JSP 页面。
要使用 servlet 创建电子表格，以通常的方法编译该 servlet，但为了指出响应应被解释为电子
表格，需要把响应头中的内容类型设置为 application/vnd.ms-excel。被写入响应 writer 对象的数据
将被解释为电子表格数据，并用制表符标明列与列之间的分隔，用换行符标明行与行之间的分隔。
例如，代码清单 1-4 中名为 SimpleExcelServlet 的 servlet 使用简单的制表符和换行符控制结果中的
行与列，从而建立了一张乘法表。
代码清单 1-4 SimpleExcelServlet.java
package professional.weblogic.ch01.example2;
import java.io.*;
import javax.servle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
public class SimpleExcelServlet extends HttpServlet
{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CONTENT_TYPE_EXCEL =
"application/vnd.ms-excel";
public void doGet(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IOException
{
PrintWriter out = response.getWriter();
response.setContentType(CONTENT_TYPE_EXCEL);
out.print("\t"); // empty cell in upper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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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 jj = 1; jj <= 10; jj++) {
out.print("" + jj + "\t");
}
out.print("\n");
for (int ii = 1; ii <= 10; ii++) {
out.print("" + ii + "\t");
for (int jj = 1; jj <= 10; jj++) {
out.print("" + (ii * jj) + "\t");
}
out.print("\n");
}
}
}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在 web.xml 中正常注册这个 servlet 即可：
<servlet>
<servlet-name>SimpleExcel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
professional.weblogic.ch01.example2.SimpleExcelServlet
</servlet-class>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SimpleExcel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simpleexcel</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如前所述，WebLogic Server 支持使用@WLServlet 标注来注册 servlet 和指定 URL 模式。在这
个示例中，SimpleExcelServlet 源文件可以使用下面的@WLServlet 标注完全取代 web.xml 中的项的
作用：
@WLServlet (
name = "SimpleExcelServlet",
mapping = {"/simpleexcel"}
)
public class SimpleExcelServlet extends HttpServlet
{
...
}

使用这两种注册方法后，访问/simpleexcel 位置的用户在他们的浏览器中就会看到一张电子表
格。也可以在注册 servlet 时，在<url-pattern>中加入.xls 文件扩展名，这样一来，如果用户单击浏
览器中的 Save As…按钮，就会向他们显示正确的默认文件名和文件类型：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SimpleExcel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multitable.xls</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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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基于制表符和换行符的简单格式化方法就足够用了，但是通过在所生成的
输出中建立 HTML 表格和使用像<b>与<i>这样的 HTML 格式化选项可以实现更多的控制。因为
内容类型被指定为 ms-excel，所以浏览器和电子表格应用程序将把这些 HTML 标记解释为等效的
电子表格格式化选项。
代码清单 1-5 中的 FancyExcelServlet 建立了与 SimpleExcelServlet 一样的乘法表，
但使用 HTML
控制格式和单元格的大小。
代码清单 1-5 FancyExcelServlet.java
package professional.weblogic.ch01.example3;
import java.io.*;
import javax.servle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
public class FancyExcelServlet extends HttpServlet
{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CONTENT_TYPE_EXCEL =
"application/vnd.ms-excel";
public void doGet(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IOException
{
PrintWriter out = response.getWriter();
response.setContentType(CONTENT_TYPE_EXCEL);
out.print("<table border=1>");
out.print("<tr>");
out.print("<td>&nbsp;</td>"); // empty cell in upper corner
for (int jj = 1; jj <= 10; jj++) {
out.print("<td><b>" + jj + "</b></td>");
}
out.print("</tr>");
for (int ii = 1; ii <=
out.print("<tr>");
out.print("<td><b>"
for (int jj = 1; jj
out.print("<td>"
}
out.print("</tr>");
}
out.print("</table>");

10; ii++) {
+ ii + "</b></td>");
<= 10; jj++) {
+ (ii * jj) + "</td>");

}
}

也可以用 JSP 页面创建电子表格，但是有一个问题：JSP 页面的输出经常含有许多无意生成
的换行符，这是由指令和 scriptlet 标记周围多余的空格所引起的，这就导致采用简单的制表符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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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行符技术控制电子表格格式变得困难。类似于 FancyExcelServlet 的 HTML 格式化方法在 JSP 页
面中可以更好地创建电子表格。代码清单 1-6 给出了等同于 FancyExcelServlet 的 JSP 页面。
代码清单 1-6 FancyExcelPage.jsp
<% response.setContentType("application/vnd.ms-excel"); %>
<html>
<body>
<table border=1>
<tr>
<td>&nbsp;</td>
<% for (int jj = 1; jj <= 10; jj++) { %>
<td><b><%= jj %></b></td>
<% } %>
</tr>
<% for (int ii = 1; ii <= 10; ii++) { %>
<tr>
<td><b><%= ii %></b></td>
<% for (int jj = 1; jj <= 10; jj++) { %>
<td><%= (ii * jj) %></td>
<% } %>
</tr>
<% } %>
</table>
</body>
</html>

1.2.6 查看产生的 servlet 代码
查看为特定 JSP 页面生成的 servlet 代码有助于掌握 JSP 技术，也有助于测试和调试 JSP 页面
的过程。在 JSP 页面执行期间收到的错误报告通常会指出所生成的 servlet 代码中哪一行出错，但
需要检查 Java 代码才能找出引起错误的 JSP scriptlet 代码或标记。
如果 weblogic.xml 文件的<jsp-descriptor>节点中的 keepgenerated 参数被设置为 true，那么所
生成的 servlet 的 Java 代码就与生成的 servlet 类文件放在一起。
默认情况下，生成的 servlet 类和 Java 代码存放于域名根目录下的一个临时目录中。该临时目
录的名称与服务器名称、企业应用程序的名称和 Web 应用程序的名称相关，典型的名称看上去和
servers/myserver/tmp/_WL_user/_appsdir_myapp_dir/wx8qxk/jsp_servlet 在形式上类似。使用 weblogic.
xml 描述符文件的<working-dir>选项可以更改默认存放位置。

1.3 本章回顾
本章我们回顾了与 WebLogic Server 中 Web 应用程序相关的关键概念，同时列出了一些重要
的最佳实践，这些精心选择的最佳实践有助于提高 Web 应用程序的质量和性能。
本章主要关注设计细节和具体实现，接下来的两章将仔细分析整个 Web 应用程序的体系结
构、合适的表示层模板技术的选择以及应用 MVC 模式和框架进行表单及导航处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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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EE 规范虽然详细定义了许多不同的技术，但事实上并没有定义 Java EE 应用程序的体系
结构。例如，EJB 规范描述了企业 JavaBean 组件的行为和特点，并给出了应用服务器如何管理它
们的规则，但是该规范并没有定义特定的应用程序适合于哪种选择。因此，项目的系统架构师负
责定义选择标准，从全局统一管理会话 bean、消息驱动的 bean 和其他 EJB 组件。
Java EE 规范同样为 Web 应用程序定义了 3 个关键技术，分别是 Java servlet、JSF(JavaServer
Faces)和 JSP，但 Java EE 规范并没有说明在应用程序中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结果是，Java EE 社
区涌现出设计 Web 应用程序的各种各样事实上的标准和设计模式，这是由早期采用这些技术的人
在不断实践中得出的。
本章将分析驱动 Web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发展的表示层需求，
同时为选择一个合适的 WebLogic
Server 体系结构给出具体建议。

2.1 体系结构的关键概念
在开始讨论表示层需求和体系结构发展的驱动力之前，需要回顾一些与 Java EE 体系结构相
关的关键概念。

2.1.1 Java EE 应用程序的层次
Sun 给出的 Java EE 规范和相关文档把 Java EE 平台描述为一个由 3 个层次构成的分布式应用
程序环境： 客户层、业务层和企业信息系统(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EIS)层或数据层。尽
管这是一个十分有用的结构，但它把所有应用程序中在服务器上托管的组件都放在了业务层。更
常见的做法是把原来位于中间的业务层再划分为两个层—— 表示层和业务层，它们分别包含与表
示相关的组件和与业务相关的组件。图 2-1 描述了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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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层
Java 客户端
Web 浏览器
D/HTML
Java 小程序

业务层

表示层
JSP 页面
servlet
JSF

JavaBeans
EJB 组件
服务

数据层
数据库
遗留系统

图 2-1 Java EE 应用层

层与层之间的箭头表明某个特定层中的一个组件只能与其直接相邻层中的组件通信。例如，
JSP 页面不能直接访问数据库。表示层组件必须从业务层组件请求信息，然后业务层再根据需要
从数据库或其他数据层请求数据。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跨多个表示层组件灵活地利用相同的业
务组件，还可以降低非相邻层之间的耦合度。
以层的方式组织组件并不是什么新的或革命性的做法。多年以来，三层的和 n 层的客户端/
服务器技术一直都采用这种模型，甚至所谓的两层系统也经常使用存储过程和其他中间层业务服
务。尽管在各层中组织组件所带来的好处已广为所知并被业界普遍接受，但是这种层次化的组织
结构没有为应用程序定义一种体系结构。

2.1.2 MVC 体系结构
MVC 是经常被 Web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采用的设计模式。
该模式植根于 Smalltalk。
在 Smalltalk
中，应用程序常使用复杂的技术通过接口(视图)来查看业务数据(模型)，每当业务对象改变状态时，
控制器对象就会自动更新和管理接口。
今天的架构师讨论 MVC 模式时，通常指的是一个原来的瀑布模型版本。从本质上来说，MVC
模式已演变为另一种层次化的体系结构，即视图组件必须与控制器组件交互才能获取模型数据。
如图 2-2 所示，Java EE 技术已经有些变化，但是在该层次化体系结构中仍然存在从左到右的交互。

视图

Java 客户端
Web 浏览器
D/HTML
Java 小程序

控制器

模型

servlets

JavaBeans

会话 Beans

数据库

服务

遗留系统

JSP 页面
JSF
图 2-2 映射到 MVC 模式的 Java EE 组件

当然，MVC 模式涉及的内容远比简单的层次化组件和从左到右传递消息的方式丰富。MVC
模式通常也为重要的表示层行为定义了方法，例如，它定义了通过站点的导航流和处理 HTML 表
单提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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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通用 Java EE 设计模式
在早期实践的基础上，Java EE体系结构社区已经整理出许多重要的设计模式。这些对以后发展产
生巨大影响的工作包括Erich Gamma、Richard Helm、Ralph Johnson和John Vlissides合著的
DesignPatterns (Addison-Wesley，1995)一书，还有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由Deepak Alur、John
Crupi和Dan Malks合著的Core J2EE Patterns: Best Practices and Design Strategies 2nd
Edition(Prentice Hall PTR，2003)一书，以及由Rod Johnson撰写的Expert One-on-One J2EE Design
and Development(Wrox，2002)一书。会话外观(session façade)和值对象(value object)等模式在如今
的应用程序设计中十分流行，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逐渐演变成了Java EE平台的一部分。每
位架构师都应该读一读这些著作，在着手构建系统之前通晓每种设计模式的优点和缺点。
然而，这些通用的Java EE设计模式还是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小问题。它们通常各自解决问
题，而把正确组合多个不同模式(可能产生冲突)的问题留给架构师解决。某些设计模式在体系结
构中引入了其他层次，表面上是降低了层与层之间的耦合度，但是我们怀疑是否需要这种程度的
解耦，因为并不是解耦程度越高越能为开发和维护工作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例如，千辛万苦在
业务层中实现了业务委托(business delegate)、服务定位器(service locater)、会话外观(session façade)、
值对象(value object)、组装器(assembler)和复合实体(composite entity)模式之后，结果可能是最终系
统与原来系统相比性能并没有什么提高。
Java EE社区还不能够基于一套精心挑选的易于理解的设计模式设计出一个完美无瑕的端到端
体系结构来作为设计新的体系结构的基础。本章简要地讨论这一点，随后有关EJB体系结构的章
节会使用一整套Java EE设计模式构建一个完整的、实际的应用程序来弥补这些缺陷。WebLogic
Server项目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选择正确的体系结构，而与开发过程中做出的其他决定
关系不大，所以在开始设计和编码之前要花一些时间理解所涉及的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谈论了与Web应用程序体系结构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下面深入讨论表示层体
系结构设计的主要思路。

2.2 表示层体系结构的选择
在 Java EE 应用程序各个层次的抽象图示中(参见图 2-1)，将表示层定义为包含 Java servlet、
JSF 和 JSP 页面。当谈论表示层体系结构时，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方法，它把这 3 种类型的组件
混合起来构建一个用户界面，以满足对应用程序表示层显式和隐式的需求。
理解这些显式和隐式的需求是下一小节的目标。

2.2.1 表示层需求
定义表示层体系结构与设计应用程序本身很相似：需求决定一切。如果用户想要的是一个会
计系统，你所构建的就绝不能是客户管理系统；同样，没有彻底理解表示层的需求之前，不应该
动手设计表示层。
我们不是指理解系统的用户界面需求，而是指理解中规中矩的 Web 应用程序的常规需求。示
例程序包括良好的表单验证和错误处理、书签和浏览器返回按钮的健壮处理、快速切换图像或页
面布局的功能以及有帮助的弹出式广告和对话框。用户正变得越来越熟悉和习惯使用 Web，并且
要求他们自定义构建的 Web 应用程序十分健壮。同时，大型商业站点对可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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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看到页面布局的个性化、表单验证、选项表和弹出式广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在持续不断地
提高，他们就会疑惑为什么你不能在他们的项目中实现类似的功能。
关于最先进的、基于 AJAX 的技术以及站点设计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如果你对用户控
制的页面布局和内容个性化感兴趣，可以考虑研究 Oracle 的 WebLogic Portal 产品。我们的注意力
主要集中在表示层体系结构上，而不是详细的站点设计和人因工程学。
所选择的表示层体系结构也许能帮助一个站点实现很多基本的可用性和灵活性需求，但也可
能会阻碍这些需求的实现。下面列出了一些表示层的需求：
●

显示需求

●

表单/更新需求

●

导航需求

接下来描述这些需求以及它们影响体系结构的方式。
1. 显示需求
显示需求包含了所有与在 Web 页面上表示数据有关的用户界面需求。正如第 1 章所述，对于
创建含有动态内容的 HTML 响应来说，JSP 页面是最佳机制。除非特别说明，我们假定你使用 JSP
页面显示动作行为。
我们将讨论一些重要的与显示相关的需求，这些需求会影响表示层体系结构的选择。体系结
构至少需要支持下列特性：
●

以不同的模式和表单显示模型数据。

●

显示具有灵活排序、分页和表单输入能力的对象列表。

●

基于用户身份验证的结果控制页面可用性和模型数据表示。

●

国际化页面上的所有合适内容。

●

生成灵活的易于维护的页面，以允许多次部署和将来高效地修改页面。

显示模型数据
为了方便用户审查，应用程序必须能在只供查看的 Web 页面上显示模型数据。体系结构必须
提供简单直接的模型对象检索机制，并能把经过正确格式化的属性值放置在 HTML 响应中。为了
在响应中嵌入模型数据，JSP 页面提供了 JSTL 核心库中的表达式 scriptlet 和自定义标记，并且它
们仅需要一些机制，用于检索正确的模型对象以及在正确的上下文中显示检索到的对象。
在表单中显示模型数据
在 HTML 表单中输入模型对象的属性，以这种方式创建或修改模型对象是一种常见的需求。
表示层体系结构必须提供一种机制，用于检索正确的模型对象(或创建空对象)和使用已正确格式
化的属性值填充表单元素。
对文本输入字段来说，用模型数据填充表单元素的技术十分简单，只需要在 JSP 页面中添加
一个如下所示的代码片段即可：
<tr>
<td nowrap>Middle name:</td>
<td><INPUT TYPE='text' NAME='middleName'
value='<c:out value="${person.middleName}"/>' size='50'></t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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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表单元素是格式化的日期、选择列表、复选框、单选按钮和需要某种形式的映射(从模型对
象的属性值映射到页面上的正确显示格式和所选择的值)的其他字段时，技术方面就变得更具有挑
战性了。表示层体系结构必须能识别这些复杂表单元素的需求，并为生成这些元素提供方便可靠
的机制。
显示模型对象列表
缺少了用于选择搜索条件的搜索页面和显示符合搜索条件的模型对象列表的搜索结果页面，
Web 应用程序就变得不完整了。搜索条件页面通常是简单的 HTML 表单，它对表示层体系结构没
有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搜索结果页面常常对表示层提出大量有趣的挑战：
●

应该能通过不同的列对结果排序，方法可能是通过单击标题栏。

●

可能需要缓存结果和对结果分页，每次仅显示页面结果的一个子集，并允许用户通过
Previous 和 Next 按钮翻阅结果。

●

尽管大多数搜索结果页面是模型数据的简单视图，页面上可能带有进一步打开和编辑相
应对象的链接，但某些列表页面可能会需要表单元素，例如在每一行需要复选框和输入
字段。因此，体系结构应该支持创建一个在列表中包含多个模型对象的 HTML 表单。

创建含有模型对象列表的搜索结果页面，可以使用带有简单的 scriptlet 循环代码或迭代器自
定义标记的 JSP 页面比较轻松地完成。也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技术来包含排序、结果分页和多对
象表单。表示层体系结构应该为完成这些任务定义标准的方法，这些方法应该与其他和显示相关
的需求的解决方案相一致。
基于角色显示数据视图
大多数 Web 应用程序都要求采用某种形式的用户身份验证，并且许多应用程序根据身份验证
的结果限制或修改显示给用户的数据。这可能非常简单，只需使用 Web 应用程序的 web.xml 描述
符文件中的声明性安全，确定站点中对特定用户可用的页面即可。如果对你来说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十分幸运。Web 应用程序通常需要更复杂的基于角色或基于用户的方法来控制提交的页面
和数据。典型的需求如下所示：
●

用户权限和用户角色决定了用户是否可以访问部分站点或整个站点。

●

导航(例如菜单、导航栏和超链接)删除或禁用指向禁止访问的页面的链接，反映出登录的
用户或角色。

●

允许特定的用户或角色访问某些页面，但要根据不同用户展示不同的页面内容和可用功
能。例如，有些用户表单的字段是只读的，有些则完全省略一些信息。

●

模型对象包含的用户信息和属性信息不同，则页面的显示内容和可用功能会有所不同。
例如，只有负责某个地区的销售人员才能改动客户信息。

你清楚一些了么？许多应用程序开发工作已经放弃了由 Java EE 提供的过分简单化的声明式
安全模型，取而代之的是可以提供以上部分或全部安全特性的自定义身份验证框架。所选择的表
示层体系结构应该提供一种机制，可集成所选择的安全系统，并满足基于角色和用户的显示需求。
当然，编写自己的身份验证框架是有代价的。这不但要求开发人员了解编写安全框架的各个
方面，而且要求他们能够正确使用编写的安全框架来保护应用程序的资源。第 11 章详细叙述了
WebLogic Server 的安全模型，包括用 WebLogic Server 扩展来解决某些身份验证灵活性问题的方
法，从而不必自己编写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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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
作为全球化、本地化和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Web 应用程序可能需要支持国际化的内容和显
示格式。
国际化(缩写为 i18n)要求从应用程序源代码和显示页面中去除所有特定于语言和文化的条
目。所有显示的文本、带有嵌入文本的图像、通知消息和错误消息、按钮标签以及其他特定于语
言的资源，都应该独立于应用程序进行打包，并在显示页面中使用特定于语言的机制显示。日期
格式、货币和数字格式以及其他显示格式也可能要求国际化。
本地化(缩写为 l10n)基于语言和文化的考虑，进一步调整应用程序的外观、站点内容、货币
转换、业务流程和设计思路。本地化不仅仅是转换内容，它还要确保使用户感觉到站点是专门为
他们设计的。除非应用程序先被国际化，否则不能被本地化。
全球化追求的目标是，不管客户语言、文化和地理位置如何，所有客户的体验都一样。全球
化建立在国际化和本地化之上，确保在系统的各个层次中对客户交互采用正确的特定于语言和地
理位置的处理。这可能包括全球性网站托管、全球性内容管理、使用多语言的客户支持设备、全
球性开发票和履行订单，以及其他与 Web 应用程序自身间接相关的问题。
对国际化的完整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当选择一个 Web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时，我们将考虑
国际化需求，但是在示例应用程序中，我们不会包括国际化的内容和行为。
显示的灵活性和可维护性
最后一个与显示相关的需求重点强调，要在 Web 应用程序的设计过程中考虑到将来可能的需
求变化。
首先，除非应用程序只用一次，否则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它将会历经维护和系统升级。考虑
到这种情况，最开始时就要恰当地设计灵活性和模块性方面。
其次，不要想当然地认为页面布局、外观、样式表、图像、徽标或其他任何可视化元素随着
时间的推移会保持不变。面向客户的 Web 站点是公司形象的一部分，为了采用最新的市场营销和
品牌化战略，各个公司不断地更新他们的站点。当功能增减变化或可用性问题使得必须大幅度修
改站点时，甚至内部站点可能都要进行重大修改。
最后，为了在应用程序服务器提供商(Application Server Provider，ASP)的环境下使用，站点
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对于不同的客户，站点的外观、颜色、行为甚至页面布局需要能轻轻松松
地进行定制。对于新客户，不能仅仅复制原来的站点，再稍做修改，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如果同
时维护多个站点的副本，当需要增强或更新站点的功能和外观时，你将不堪重负。
这些相对模糊的灵活性和可维护性需求是如何影响表示层体系结构的呢？
●

样式表是定义字体、大小、颜色和其他显示属性的关键。站点上的每个单独的表格单元
格、输入字段和文本片段都应该使用 class 属性。

●

采用一种将来允许修改的方法来定义页面布局的细节，
例如定义整个 HTML 的表格结构。
例如，如果固定了站点中每个页面上的页眉、正文、页脚和装订线的内容及大小(该技术
称为 composite view 模式)，那么任意改变表结构，同时把广告从左边移动到右边的装订
线处，这种操作容易做到么？如果必须编辑每个页面以改变<jsp:include>动作的位置，那

●

么一点都不容易。
模块化显示的内容很重要。任何公共的元素，不管是版权信息还是导航栏，都应该先从四周
的内容中分离出来，然后放入它自己的 JSP 页面中，最后用<jsp:include>动作或<%@ include
file="…" %>指令包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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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3 章中我们将讨论不同模板和页面的配置选项，目的是引出与显示灵活性和可维护性相
关的一些最佳实践，而在第 4 章中我们将构建一个示例 Web 应用程序，以演示以上列出的多个
话题。
2. 表单/更新需求
前面的需求主要处理从模型到视图的数据流，以及正确格式化和显示这些数据的问题。下面
介绍的表示层需求处理相反方向的、从视图返回到模型组件的数据流，通常这是通过 HTML 表单
提交完成的。图 2-3 演示了基本的数据流以及传输过程中表示层的角色。记住，这里仅讨论表示
层的需求，不涉及业务层需求的讨论，例如事务行为和对象关系映射。
客户层

表示层

业务层

HTML 表单

错误
显示

客户端验证

提取表
单数据

模型对象

服务器
端验证

协调更
新操作

图 2-3 处理表单所需的步骤

下面介绍 HTML 表单到模型对象的处理过程，讨论重点放在表示层需求。体系结构必须支持
下列需求：
● 当用户输入不满足条件时，客户端验证要立即向用户提供反馈。
●

HTML 表单数据提取有助于随后的验证和传输步骤。

●

服务器端验证在把数据传输给模型数据之前捕获输入错误。

●

在 HTML 表单中显示错误和原始数据，使得用户可以修改错误并重新提交。

●

与业务层之间有效的交互可适当地协调事务，在不引入过度复杂性的前提下，满足业务
层体系结构提出的接口需求。

客户端验证
尽管严格来说客户端验证不属于表示层体系结构的一部分，但它应用广泛，在视图到模型传
输过程的整体设计中十分重要。当必填字段没有填写，或者选择前后不一致时，用户期望表单页
面直接给出警告提示，而无需往返服务器之后才能得到警告提示。可以只使用基本的客户端验证，
仅验证必填字段，或者在设计中采用复杂一些的验证，例如检查字段的格式是否有效以及其内容
与其他字段是否一致。
客户端验证几乎都是由 JavaScript 代码实现的，这些 JavaScript 代码恰好在向目标提交表单
内容之前执行。出错信息通常显示在 JavaScript 警告窗口中，并且光标会悬停在出错的字段。有
关客户端验证机制的深入探讨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在应用程序中包含客户端字段验证并不等于不需要在服务器端对必填字段和格式化规则进
行验证。用户可能在他们的浏览器中关闭 JavaScript，或是以其他方式绕过客户端验证这一步，这
会导致错误的数据被传送到服务器端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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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使用客户端验证增强应用程序的可用性，但是对于字段的验证不要完全依赖这种方法。在服
务器端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执行同样的验证。
如果用户查看 HTML 源代码，就会发现 HTML 表单中呈现的所有字段都是可见的。因此，
对于有意绕过验证和安全要求的某些人来说，常用的手段是使用错误的输入数据，甚至是使用不
同的隐藏字段值、创建带有欺骗性的表单提交。设计客户端时，要据此给出相应的对策。
提取表单数据
HTML 表单数据通常作为 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的一系列参数提交给服务器端处理组件(一
般是一个 servlet 或控制器类)。服务器端数据处理的第一步通常是提取表单数据，然后把提取结果
放到一个适合服务器端验证和后续传输操作的中间 Java 对象中。该 Java 对象的类型由表示层体
系结构决定，但它通常是一个简单的 JavaBean、值对象或是其他简单的数据结构。
注意，通过对 HttpServletRequest 自身参数的检查就可执行大多数服务器端的验证，而不需要
先将提取的数据放到一个中间对象里，但这种直接检查技术至少会带来两个负面影响：
●

直接检查请求参数，把验证逻辑放在表示层组件自身中，而不是把验证规则封装在一个
专门用于验证的对象中。很多服务器端验证规则涉及了多个表单字段以及这些表单字段
之间的关系，所以最好把验证逻辑封装在含有所有属性的专用对象中。

●

如果在服务器端验证过程中发生错误，中间对象就扮演了一个极其有用的角色，它保存
了原始表单数据以重新显示给用户。如果没有中间对象，就难以向用户正确地重新显示
HTML 表单。稍后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最佳实践

在执行服务器端验证之前，提取 HTML 表单数据并将其放到一个专用的中间对象中，可以提
高封装性，并有助于在出现验证错误时重新显示表单数据。
可用一种笨拙且易出错的方法先从 HttpServletRequest 中逐字段检索出参数值，再把检索结果
放入中间对象的相应属性中，相关代码如下：
person.setLastName(request.getParameter("lastName"));

取而代之的方法是，表示层应提供辅助函数或标准技术来帮助提取表单数据，并将结果放入
中间对象。
服务器端验证
一旦把 HTML 表单数据放到中间对象中之后，表示层组件就应该执行服务器端验证以发现传
入数据中的问题，收集因此而产生的错误消息，并向用户显示错误消息。服务器端验证应该包括
简单的必填字段检查、格式化验证、相互关联的字段规则验证以及外键约束验证。
不要使用数据库约束执行输入验证。数据库可能在约束中有同样的验证规则，但是不能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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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约束当成防御上述数据错误的第一道防线。在服务器端验证过程中捕获这些错误，将能避免在
应用程序的业务层中启动并回滚事务。这将提高系统性能并减少与数据库相关的异常，在测试或
生产环境中，这些异常可能会掩盖真正需要关注的错误，或者与这些错误混淆在一起。

最佳实践
在应用程序的代码中执行所有的服务器端验证，而不是依赖于数据库约束来进行验证。这样
能提高性能，并减少测试过程中出现的令人困惑的问题。
在遇到第一个错误后，不要停止执行服务器端验证。验证过程应收集所有遇到的错误，并向
用户显示这些错误，以便他们可以纠正输入和重新提交，接下来就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最佳实践
服务器端验证应该收集并返回被提交数据中遇到的所有错误，而不是在遇到第一个错误之后
就停止验证。这可以让用户更清晰地理解验证需求，并减少他们的挫折感。
显示错误
在服务器端数据处理过程中发现的错误必须被回送到客户端来进行显示。这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因为用户希望看到错误消息与原始表单和输入数据一起显示。所以，表示层体系结构必须
包含一种机制，可以在原始 HTML 表单上显示错误消息，并允许通过相同的验证过程重新提交。
注意，通常输入数据还未包含在一个模型对象中，所以重新显示的表单不能仅是一个模型对
象的典型 HTML 表单的一个实例(本章前面概述了这一需求)。取而代之的做法是，显示在前一次
迭代中还没有创建模型对象时提交的输入数据。这代表了一种新的显示需求，因为以前总是在
HTML 表单中显示一个模型对象的内容。体系结构决定了表示层如何保存提交的输入数据，以及
如何在 HTML 表单重新显示时使用这些数据。
错误消息本身可能出现在重新显示的表单的一个单独部分，如图 2-4 所示，也可能在出错字
段的附近单独显示。其他的设计可能会在弹出的警告窗口中给出错误消息，并使用合适的颜色或
格式突出显示出错的字段。错误显示的类型与具体应用程序相关，经过与用户协商后确定，但是
表示层的体系结构可能需要支持一般的或字段特有的错误，在选择表示层体系结构时应该考虑到
这种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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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典型的验证错误显示

与业务层交互以更新模型对象
一旦提取和验证表单数据之后，表示层就必须与业务层组件交互，以执行所期望的对象创建、
更新和删除操作。这个交互的细节极大程度上将依赖于业务层的体系结构和 HTML 表单提取过程
中创建的中间对象的类型。
大多数情况下，业务层体系结构使用一组与表示层使用的中间对象不同的模型对象。因此，
在调用业务层服务之前，必须将中间对象中的数据传送给模型对象。这种情况在现实世界的应用
程序中很常见，因为通常把表示层对象设计为支持应用程序中的单个 Web 页面，而被映射的模型
对象则更接近数据库实体或后台服务。
要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设计，必须将业务层和表示层放在一起考虑。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提供
适当程度的分离和封装，这样才能在不需要大量额外的 bean 对象和成百行相关的 get/set 传输代码
的情况下，满足把全部的 HTML 表单传送给模型对象的需求。在最小化层与层之间的耦合度或创
建可重用的服务时，千万不要让该目标从视线中消失。
最佳实践
表示层体系结构需求依赖于业务层体系结构和接口。时刻牢记，要结合两个层次的需求来设
计整体体系结构，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
显然，
表示层体系结构比只用一些 JSP 页面加上一个处理表单的 servlet 这种方法要复杂一些。
接下来讨论会完善表示层需求。
3. 导航需求
前面将显示模型数据和处理表单提交作为一个单独的过程进行讨论，但是在大型的 Web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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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整个 Web 站点是由单独的搜索页面、搜索结果页面、模型显示页面、HTML 表单和其他
页面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用户在 Web 站点内导航，通过单击超链接和导航控件执行所期望的动作
和接收正确的显示页面。这些导航活动对表示层体系结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要求。
定义相关的表示层需求与从外观上如何完成导航关系不大，而与下面几个问题的回答有关：
●

这些导航控件和链接是怎样建立的？每一个页面有指向用户可以到达的所有路径的链
接么？

●

单独页面或部分页面会在当前应用程序的多个区域或在其他应用程序中重用么？

●

在系统中导航链接是否依赖于某些状态，例如模型数据的一个属性或是用户的身份？这
些规则在哪里实现？

●

提交表单并执行一个处理步骤之后，用户进入哪个页面？这个目标页面在处理组件中硬
编码了么？依赖于处理结果的分支逻辑是如何实现的？

●

站点防止表单重复提交和浏览器后退/前进的功能误用了么？用户能安全地把站点内深层
次的页面当做书签么？

以上是所涉及的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适合于你的应用程序的答案可能会在许多不同的方面推
动表示层体系结构，并需要开发重要的基础设施。我们将把这些问题归纳为 3 个主要需求：基本
导航的定义、基于结果的导航和提交/书签控件。
基本导航的定义
Web 应用程序很复杂，它用超链接和其他导航控件把一组相互关联的页面紧密联系在一起。
必须在体系结构的某处指定每个链接或导航控件的目标页面，但是并不一定需要在 JSP 页面自身
中指定。把目标页面的定义放到表示层体系结构中其他组件的做法，与实现良好的可维护性及灵
活性这一设计目标更加一致。
考虑下面这个摘自某个显示 JSP 页面的示例代码片段，为了编辑某个人的信息，它创建了一
个简单的链接：
...
Display person elements
...
<a href="EditPerson.jsp?id=...">[Edit]</a>

该 JSP 页面中硬编码了目标页面 EditPerson.jsp，这使得修改目标页面的名称时，很难不影响
指向该目标页面的各个页面。在该应用程序的其他地方和以后的应用程序中重用这个显示页面也
变得更加困难。页面之间的耦合度太高了，而且是在页面本身实现页与页的关联。
下面的代码使用一个普通的 servlet 作为控制器来接收请求，然后把用户引导到正确的页面。
对比一下这两个代码片段。
...
Display person elements
...
<a href="ActionServlet?action=editperson&id=...">[Edit]</a>

ActionServlet 接收 HttpServletRequest 中的 action 参数，然后执行查找或某种条件分支以确定
目标页面的名称，最后把用户转发或重定向到合适的目标页面。用于执行该活动的具体技术由表
示层体系结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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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荐在 JSP 页面本身范围之外，使用某种形式的控制器 servlet 或其他类似的机制来定义
基本的站点导航。因此，表示层体系结构必须支持上述功能。
最佳实践
在 JSP 页面中避免硬编码导航链接和导航控件。要使用控制器 servlet 或其他表示层组件来定
义基本的导航逻辑。
基于结果的导航
在某种程度上，定义基于结果的导航是上述方法的另外一个方面。前面讲到，导航的信息从
JSP 页面中移除，并被放入某种控制器层中。在这里，数据处理步骤的结果指出了要向用户显示
的下一个页面，同样也必须从不合适的位置移除这些导航信息，并把该导航信息委托给控制器层。
例如，一个在站点上创建新用户的处理步骤希望在创建成功时让用户跳转到 CreationComplete.
jsp 页面，而在创建失败时跳转到 CreationProblem.jsp 页面。这些具体页面的名称在应用程序中哪
个地方定义呢？可以在处理组件自身嵌入名称，就像接下来的代码片段一样：
public void service(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ServletException, IOException
{
...
boolean result = service.createUser(userinfo);
String nextpage =
(result ? "CreationComplete.jsp" : "CreationProblem.jsp");
RequestDispatcher disp = request.getRequestDispatcher(nextpage);
disp.forward(request, response);
}

在这个粗略的示例中，处理数据的 servlet 将根据服务调用的结果决定如何转发控件。显然，
在 servlet 中硬编码目标页面影响了该组件的可维护性和可重用性，造成 JSP 页面的名称与存放位
置之间的耦合度非常高。尽管控制器或数据处理 servlet 是决定目标页面的正确层次，但是在控制
器中硬编码名称仍然不大合适。
对于依赖于数据处理步骤的结果、模型对象状态或其他分支条件的导航信息，建议通过使用
一个外部定义机制(例如属性文件或 XML 描述符文件)来定义目标页面的名称，在控制器层定义它
们。这种机制最小化了控制器层组件与显示页面之间的耦合度，并且考虑到了维护效率以及控制
器和显示组件的重用。
最佳实践
避免在控制器 servlet 和其他组件中硬编码页面名称。使用外部文件或描述符文件定义基于输
出结果或分支条件的页面名称。
提交/书签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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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设计者来说，如果用户从不访问站点，站点开发就会变得十分容易，这
是开发人员的哀歌！用户不会放过站点的每一个角落，把位于站点最深处的页面设置为书签然后
使用它，随心所欲地使用浏览器的后退和前进功能。要为这种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
尽管有关这个话题的完整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你应该使表示层体系结构至少再满足
一个具体的需求：站点必须防止 HTML 表单的重复提交和无序提交。用户可能有意或无意提交了
一个表单并继续浏览站点，然后再次回到 HTML 表单页面，并用相同的数据或修改后的数据重新
提交了表单。如果表单用于下订单或创建一条新记录，站点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
不同的体系结构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但是通常都会在表单中采用某种形式的标记或时
间戳，它们仅在一个单独的提交中有效。防止重复提交表单，并在这种情况出现时正确处理重复
提交的表单，是对表示层体系结构提出的一个重要需求。
最佳实践
在表示层组件中加入保护措施以防止错误的表单提交，并正确处理用户书签和后退/前进导航。
对于与导航定义和由用户活动引起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的处理相关的问题，我们在此仅仅涉及
了皮毛。显然，额外的请求可能会影响表示层体系结构，例如支持导航栏或菜单、基于安全的导
航行为、在每个用户基础上定制导航和其他许多需求。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实现表示层组件良
好的可维护性和可重用性对表示层体系结构提出了重要的要求，在选择和设计体系结构时必须把
这些要求考虑在内。
4. 构建一个表示层体系结构
前面基于典型的用户界面需求和良好的设计原则，确认了表示层体系结构的许多重要需求。
这些需求对任何体系结构来说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令人畏惧。
幸运的是，你不必从零开始构建一个表示层体系结构，除非你觉得有必要这样做。从开源社
区中可获取许多优秀的表示层框架，包括 Spring MVC 和 Struts。
我们再讨论其他几点来结束对表示层体系结构选择过程的一般性讨论，然后我们将目前为止
所讨论的需求作为基础，对一个典型的自己编写的表示层体系结构、Spring MVC 框架和 Struts 1.2
框架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2.2.2 有关体系结构的其他考虑
虽然加在表示层体系结构之上的需求很重要，但是它并不是影响选择或设计一个体系结构的
唯一因素。从根本上来说，需求虽然确定了表示层最少应该具有的行为集合，但是它并没有实际
定义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本身应该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下面的一些因素：
●

Java EE 开发团队的实战经验怎样？应用程序推广之后，继续维护和改进应用程序的团队
的实战经验怎样？在设计的灵活性和可维护性与软件开发的复杂性之间几乎总是存在一
个平衡性的问题。要找到两者之间的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

基于站点的规模、代码重用的需要或是其他因素要求消除硬编码的导航链接，值得加入
这样的需求么？能否建立一套折中方案，在某些地方要求使用控制器导航，而在其他地
方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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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层设计中的某些决定会对性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么？在体系结构中新建额外的层次和
在数据处理中增加额外的步骤，例如表单的提交，会产生相关的性能损失。对性能上的
损失与额外的设计元素带来的好处相比较才能判断设计是否合理。

●

设计是否与 WebLogic Server 的群集以及其他产品环境的部署实践和选项相一致？例如，
不要在某些设计特性或假设的前提下排斥群集的使用，或者如果没有使用群集，就认为
Web 应用程序一定是使用 EJB 组件并置的。

最后，设计或选择表示层体系结构的过程其实是基于所有可用信息和需求所做出的一种判
断。这种选择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甚至没有一套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守。对一个应用程序或开发
团队有意义的体系结构，或许对另外的开发工作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事实是：表示层定义的行为最接近用户，所以它的输入非常多变，必须对持续变化的需
求做出及时反应，而且会决定开发的成败。不要草率得出设计结论，也不要随波逐流地选择任何
既定的框架，除非你理解了框架的细节，并十分清楚该框架给你的应用程序带来的利与弊。

2.3 可选的表示层体系结构
本节中，我们简要地比较三种可以选择使用的表示层体系结构，总结出它们对 2.2 节概述的
表示层需求分别给出了哪些解决方案。第一种体系结构是以 JSP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它仅采用 JSP
页面满足表示层需求，对于解决满足需求问题，这是一种技术含量相当低的方法。第二种体系结
构是 Struts 1.2，它是以 servlet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在较为复杂和灵活的 MVC 设计中使用 JSP 页
面和 servlet，代表了一种已确立的、易于理解的体系结构。第三种体系结构是 Spring MVC，它是
一种更新的选择，与 Structs 很相似，代表了一种更先进的表示层体系结构。
通过仔细考查使用每种体系结构构建一个简单的 Person Tracker Web 应用程序所需采用的组
件和技术，对各个体系结构做一个比较。Person Tracker 应用程序维护了一个人员列表，用户可以查看
该列表并单独编辑每一个表项。它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无状态的服务(是一个 Java 对象)PersonService，
该 Java 对象是业务层组件，负责管理模型对象。PersonService 是一个简单的 Java 类，在内存中维
护一个 Person 对象的列表，并为检索、创建和更新人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接口。
三种解决方案实现的完整源代码可以从合作 Web 站点http://www.wrox.com/和 http://www. tupwk.
com.cn/获取。

2.3.1 以 JSP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
为了比较，我们选择的以 JSP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仅仅采用了一种表示层技术，即 JSP 页面，
以生成一个满足表示层需求的 Web 应用程序。重点放在通过消除对于设计来说并非绝对必需的所
有层、技术和组件来降低复杂性。
图 2-5 高度概括了体系结构中 JSP 组件之间的交互。注意，尽管表示层的每个部分都是由 JSP
页面实现的，但是此处仍有一个控制器组件(在这种体系结构中称为动作页面)。这种方法基本上
就是全部用 JSP 来实现 MVC 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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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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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Service

Save
创建
更新

失败
EditPerson_action.jsp

Person

成功

图 2-5 以 JSP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的组件

接下来的列表按照前一节概述的主要的表示层需求列出了以 JSP 为核心的解决方案。仔细阅
读可下载的示例程序，以便更好地理解在以 JSP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中如何满足这些需求。
JSP 页面执行显示任务 JSP 页面负责前一节概述的所有与显示相关的需求。JSP 页面使用
scriptlet 代码或自定义标记从服务器获取数据，通过遍历模型对象的集合创建列表的显示，并为了
显示和修改创建包含模型对象的 HTML 表单。
JSP 动作页面处理表单提交 有一类专门的 JSP 页面叫做动作页面，它们用于处理 HTML
表单提交。动作页面使用 scriptlet 代码、自定义标记或相似的技术提取表单数据、验证数据，并
与业务层组件交互。在 HttpServletRequest 中创建一个错误列表之后，动作页面把错误回送给表单
页面处理。有一些特殊的代码在请求中查找表单数据，然后在表单上重新显示它们以纠正错误。
在表单页面和动作页面上要求有重要的 scriptlet 代码，用以实现所有的表单提交和前面列出的错误
重新显示的规则。
由视图页面和动作页面控制导航 基本的和基于结果的导航是在 JSP 显示页面和动作页面中
使用简单的链接和 URL 实现的。导航信息可能被存储在外部文件中，以复杂性为代价降低耦合
度。提交控件使用自定义的基于标记的方法实现，包括隐藏的 HTML 表单字段和匹配会话属性。
表单提交之后，在可能的地方使用 HTTP 重定向，以减轻书签和浏览器导航带来的问题。
以 JSP 为核心的方法包含以下优点：
●

构建一个给定应用程序所需的组件数目比较少。

●

采用的技术少，对没有经验的开发人员来说降低了学习的难度。

●

可以修改 JSP 页面，并能尽快地在 WebLogic Server 的一个运行实例上重新部署，这就加
快了原型开发工作和采用用户界面头脑风暴法工作的周转时间。

其缺点如下：
●

体系结构容易生成带有硬编码页面名称的紧耦合应用程序。

●

JSP 动作页面虽然主要是 Java 代码，但是其开发、编译和调试比纯 Java 代码困难。

●

JSP 页面中要用大量的 scriptlet 代码来实现所有表示层需求。

●

由于放到了特定于表单的 JSP 动作页面中，数据处理和验证逻辑的重用受到了限制。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优秀的开源框架，例如 Struts 和 Spring MVC，使用这些框架既可以获得丰
富的参考文档和示例程序，又很容易找到具有丰富经验的开发人员，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推荐使
用以 JSP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并不合理。有些情况下，如果使用以 JSP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虽然通
过尽量减少使用的组件和技术可以节省一些构建时间，但由于需要维护和调整自己构建的 JSP 组
件来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或导航需求，最终你将失去这种好处。
以 JSP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可能比较适合抛弃型原型开发工作，因为在重新部署时 JSP 页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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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快速的周转时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应该避免使用该体系结构及类似的体系结构。
最佳实践
对于为快速重新部署而不断修改尝试的原型开发工作，
考虑使用简单的以 JSP 为核心的方法，
但是对于其他应用程序要避免使用该方法。

2.3.2 以 servlet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Struts
为了比较而选择的第一个以 servlet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使用一个名为 Struts 的开源框架，所以
不需要从零开始构建所需要的支持组件和逻辑。我们将使用 Struts 1.2 框架中组件和特性的一个小
子集，并把主要精力放在与表单处理和导航相关的特性上。
图 2-6 给出了一个为该应用程序而选择的 Struts 体系结构中，JSP、servlet、表单、模型组件
以及它们之间交互关系的概要视图。
ShowPeople.jsp
Name1
Name2
Name3
...

FindByID

ShowPeopleAction

PersonService

PersonForm

EditPerson.jsp

Person

Salutation
...
LastName
Save
验证

创建
更新

PersonForm
失败
EditPersonAction
成功

图 2-6 以 servlet 为核心的 Struts 体系结构的组件

这里仍然有两个主 JSP 页面—— ShowPeople.jsp 和 EditPerson.jsp，但是负责处理表单和控制
导航的组件在新体系结构中变化很大。EditPerson.jsp 页面和相关的数据处理使用新引入的一个
PersonForm 对象，而用户动作则由新引入的动作组件处理。总体上说，在以 servlet 为核心的 Struts
方法中需要比以 JSP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更多的组件(见图 2-5)。
让我们使用与以前一样的方法列出表示层的需求，并仔细检查示例程序中的 Struts 体系结构
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要更深入地了解该解决方案，请查看可下载的源代码。
JSP 页面执行显示任务

JSP 页面同样负责所有与显示相关的需求。JSP 页面使用特殊的

Struts 自定义标记创建 HTML 表单，支持从 HttpServletRequest 的 JavaBean 中检索模型数据而不
是直接获取这些数据，并通过指向控制器而不是显示页面来避免硬编码到其他页面的链接。Struts
也为国际化提供了标记和简单的基于角色的条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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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组件处理表单提交 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控制器 servlet 调用动作类来处理 HTML 表
单提交并与业务层组件交互。有一类专门的 Java 对象称为 bean，用于提取和验证 HTML 表单数
据。为了用 Struts 标记在表单上显示错误，在 HttpServletRequest 中创建错误列表之后，把这些错
误回送给表单页面处理。表单数据自动重新显示在表单上，以便进行纠正。并不需要使用 scriptlet
代码来满足表单提交的需求。
配置文件控制导航 基本的和基于结果的导航信息被存储在一个外部配置文件 struts-config.
xml 中。该文件也被控制器 servlet 使用，从而把应用程序中的 JSP 显示页面、表单 bean 和动作类
联系起来。提交控制使用一个内置的基于标记的方法实现，其中用到了一个隐藏的 HTML 表单字
段和匹配的会话属性。提交表单之后在可能的地方使用 HTTP 重定向，以缓解书签和浏览器导航
带来的问题。
基于 Struts 的以 servlet 为核心的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

显示逻辑、处理逻辑和表单验证被分别封装在不同的组件中，从而提高了应用程序的灵
活性和可重用性。

●

使用 IDE 工具开发控制器组件中的纯 Java 代码比开发 JSP 动作页面内的 scriptlet 代码要
容易。

●

导航信息在组件和代码的外部，从而提高了灵活性和可重用性。

●

可以找到有 Struts 框架使用经验的开发人员，从而使开发工作大受助益。

该方法的缺点如下：
●

由于要使用额外的组件和文件，因此学习难度大。

●

从长远观点来看，对比较陈旧的开源框架(如 Struts 1.2)的依赖可能会变成一个问题。

除了非常小型的 Web 应用程序外，我们推荐以 servlet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例如 Struts 1.2 框
架，特别是当 Web 应用程序要求有灵活的组织结构并且对组件的重用性有大量的潜在需求时。采
用预构建的框架有助于降低开发工作的难度和应用程序的复杂性，这对长期维护是十分重要的。
最佳实践
为所有 Web 项目选用以 servlet 为核心的方法。以 servlet 为核心的方法的灵活性和可重用性
带来的好处，总是会超过学习和为所有项目(不包括最简单的项目)采用这种方法需要付出的代价。

2.3.3 以 servlet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Spring MVC
为了比较，我们选择的第二种以 servlet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是 Spring 2.5 MVC 框架，这是除
Struts 框架之外的另一种选择。Spring MVC 是一个更大型的 Spring 开源框架的一部分，它为构建
模块化、易于测试和易于重用的 Java EE 应用程序定义了一种综合方法。Spring 使用一种称为依
赖注入(Dependency Injection)的方法通过声明式机制连接对象和服务，而不是采用运行时查找或硬
编码的机制。Spring MVC 使用同样的技术把表示层的模型、视图和控制器组件绑定到一起，以实
现 Web 应用程序中所期望的导航和表单提交逻辑。
较新的 Spring 2.5 MVC 框架比 Struts 更易于配置和扩展，但事实上它有许多关键的概念与
Struts 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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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都有 Java 类，MVC 的说法是控制器，它们的工作是准备在视图组件上显示的数据和
处理经过 HTML 表单提交传递过来的数据。Struts 把它们称为动作类，而 Spring MVC 把
它们称为控制器。

●

两者都采用标准的视图组件(例如 JSP 页面)来提交 HTML 输出，并且两者都提供了自定
义标记库，以一种标准的方法来访问 JSP 页面中的数据和函数。

●

两者都有被控制器使用的中间对象，用以把数据传给视图组件或从视图组件接收数据。
Struts 使用表单 bean 实现该功能，而 Spring MVC 则有命令类。

●

两个框架都使用一个调度器 servlet，根据配置信息，接收并转发 HTTP 请求给合适的控
制器类。

●

最后，两者都使用一个外部配置文件来指定所有的映射、关系、导航规则，以及在 Web
应用层中组件之间的其他连接方式。

一个彻底的 Spring MVC 拥护者可能不同意这种简单的比较，并指出这两个框架之间存在某
些重要的区别。例如，Spring MVC 为不同种类的活动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控制器类型，而 Struts 1.2
基本上只支持一个动作接口。Spring MVC 在整个处理流程中也有一组丰富的拦截点，用于处理表
单提交和其他复杂任务，并使得 Spring MVC 重写默认行为变得更为容易。纵然有这样或那样的
不同，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有价值的—— 特别是当从 Struts 迁移到 Spring MVC 并需要理解
所有新的术语和类时！
图 2-7 显示了示例应用程序所选择的 Spring MVC 体系结构中的 JSP、控制器、命令、模型组
件，以及它们之间进行交互的高层视图。

视图模式

创建
更新
失败
成功

(提交模式)

图 2-7 以 servlet 为核心的 Spring MVC 体系结构的组件

和 Struts 版本一样，两个主 JSP 页面负责与视图相关的函数：ShowPeople.jsp 显示人员列表，
EditPerson.jsp 允许单独查看和编辑一个人员。Struts 版本中的动作类被 Spring MVC 版本中的控制器类
替代，控制器类做了重新调整以确保正确使用 EditPersonController 类中内置的 SimpleFormController
表单提交功能。
Spring MVC 版本使用两个命令类作为控制器和 JSP 页面间的中间对象：
由 SimpleForm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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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的显示在 ShowPeople.jsp 页面上的 PersonList 对象，以及由 EditPersonController 创建的显示在
EditPerson.jsp 页面上的 PersonForm 对象。
编辑页面提交的 HTML 表单返回到 EditPersonController，
该提交表单的验证和处理方式非常类似于 Struts 版本处理同一过程的方式。
Spring MVC 应用程序的复杂性和组件的数量与 Struts 版本相当。让我们再次仔细检查一遍表
示层的需求，看看 Spring MVC 体系结构如何在示例应用程序中满足这些需求。
JSP 页面执行显示任务 JSP 页面继续负责所有与显示相关的需求。Spring 提供的自定义标
记从命令类检索数据并创建 HTML 表单。通过 Spring MVC 配置文件中的映射，链接指向控制器。
控制器组件为视图准备数据并处理表单提交 处于中心位置的调度器 servlet 调用控制器类为
显示准备数据，处理 HTML 表单提交并与业务层组件交互。有一类叫做“命令”的专门的 Java
对象，用于向视图页面传递数据，以及提取和验证 HTML 表单数据。为了用 Spring 标记在表单
上显示错误，在 HttpServletRequest 中创建错误列表之后，把这些错误回送给表单页面处理。表单
数据自动重新显示在表单上以便进行纠正。并不需要使用 scriptlet 代码来满足表单提交的需求。
通过配置文件控制导航 本例中，基本的和基于结果的导航信息被存储在一个外部配置文件
exampleapp-servlet.xml 中。该文件通过依赖注入把组件连接在一起，并允许 Spring MVC 的底层
结构把应用程序中的 JSP 显示页面、控制器类和命令类联系起来。尽管没有内置的提交控制技术，
但是在表单处理控制器中很容易加入会话标记(session-token)方法。
基于 Spring MVC 的方法的优点在本质上与基于 Struts 的方法的优点一样。
●

显示逻辑、处理逻辑和表单验证被分别封装在了不同的组件中，从而提高了应用程序的
灵活性和可重用性。

●

使用 IDE 工具开发控制器组件中的纯 Java 代码比开发 JSP 动作页面内的 scriptlet 代码要
容易。

●

导航信息在组件和代码的外部，从而提高了灵活性和可重用性。

●

可以找到有 Struts 框架使用经验的开发人员，从而使开发工作大受助益。

Spring MVC 方法独有的优点如下：
●

在表单提交过程中具有丰富多样的控制流，为拦截和重写选定的默认行为提供了一种十
分优秀的机制。

●

依赖注入提供了一种在控制器组件中模仿或模拟业务层组件的机制，方便了对表示层逻
辑进行单元测试。

该方法的缺点包括：
●

由于要使用额外的组件和文件，因此学习难度加大。考虑该框架的广度和深度、框架的
组件类和工作流程这几个方面，Spring MVC 比 Struts 更加难学。

●

从长远观点来看，对开源框架(如 Spring MVC)的依赖可能会变成一个问题。

考虑到 Spring MVC 与 Struts 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之前我们建议对几乎所有的 Web 项目采用
Struts，可以想到我们对 Spring MVC 也有相同的建议。Spring MVC 是一种功能强大、非常灵活的
基于 servlet 的 MVC 框架，非常好地满足了几乎所有的表示层需求，因此毫无疑问它将会很快地
取代 Struts 成为首选框架。
在推荐 Spring MVC 时，我们唯一的保留意见就是，很多应用程序并不需要 Spring MVC 所提
供的功能和灵活性。你的开发团队已经准备好了以最佳方式使用 Spring MVC 的灵活性，而不会
在以后进行返工吗？这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有许多不同的方法都可达到同样的目的，每
种方法都各有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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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守的底线是：如果你对 Struts 比较熟悉，并且它可以完成当前的工作，那么就没有必要
费一番大力气把现在的应用程序全部转换为 Spring MVC。如果你十分幸运，不需要移植应用程序，
并且对你的团队应付 Spring MVC 的能力充满信心，那就放手去做吧。
最佳实践
在灵活性和功能方面，Spring MVC 比 Struts 更胜一筹，并且它正快速演变为 Java EE Web 开
发的事实上的标准。如果你能够自如地处理复杂的问题，使用 Spring MVC 绝对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不要为了技术原因而盲目追求新技术，而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最佳选择！

2.4 本章回顾
本章涉及大量的知识。我们开始时定义了一些关键的体系结构概念以及与 Web 应用程序相关
的设计模式，其中包括 MVC 模式。
然后，我们从显示能力、表单提交和处理需求以及导航控制方面，定义了一个健壮的表示层
体系结构的需求。我们谈到，对于自己构建的体系结构而言，满足这些需求是一种重大的设计挑
战，这迫使我们寻找一种预先构建好的表示层框架来加快开发速度和提高可维护性。
最后，以早先定义的表示层体系结构需求为讨论背景，我们比较了三种候选体系结构，进而
基于项目和团队的特点，对选择表示层体系结构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现在是时候应用第 1 章和第 2 章所学的知识了。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设计并构建一个较
大的示例应用程序的表示层。该示例程序是一个旅馆预订 Web 站点，它为后续章节讨论部署问题、
JMS 最佳实践、安全、应用程序管理、Web 服务和业务层体系结构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实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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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仔细研究一个现实的示例应用程序的设计和结构。所谓“现实的”
，意
味着这是一个规模足够大并且足够复杂的示例，通过它把有用的关键技术元素都展示出来。该示例也
有助于仔细研究在 WebLogic Server 应用程序开发过程中那些必须做出的决定，并对最佳实践作出实际
的诠释。
本章描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杂的 Java EE 应用程序的表示层的设计细节。全书将介绍与这个示例
程序相关的不同话题。例如，第 4 章涉及许多表示层的组件并讨论构造它们所采用的技术。第 7 章详
述了业务层组件的设计和开发，以及它们与数据库之间的交互。
我们按照示例应用程序在实际设计和开发过程中遇到问题的顺序展开本章的讨论。首先从分析示
例程序(一个基于 Web 的酒店预订系统)的系统需求开始讨论。

3.1 应用程序需求
示例应用程序是一个适用于酒店、旅馆和度假村的基于 Web 的预订系统。
具体需求如下：
●

系统必须提供一个具有查找酒店、查询价格、报告可用房间数目以及预订房间等功能的用户
站点。

●

必须通过管理站点来创建和维护酒店信息，管理站点提供了多个页面来维护酒店的相关数据，
包括酒店的基本信息、房间类型、价格、物品清单和提供的服务。酒店必须能通过管理站点
查看和维护自己的信息。

●

用户必须能创建包含用户信息的配置文件以加快随后的预订。

●

针对用户提供的服务基于该用户最后一次执行的酒店查找或选择的酒店。

●

应用程序必须使用一个关系数据库来存储所有的酒店、客户和预订信息。

听起来有足够的挑战性么？不要忘了一直以来对高性能和良好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和可靠性的
需求。这听起来像是适合使用 Java EE 和 WebLogic Server 完成的工作！
我们将把这个基于 Web 的预订应用程序叫做 bigre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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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业务领域模型
bigrez.com 系统采用一个关系数据库来存储所有的业务域对象。尽管第 7 章将提供对象模型，并更
详细地讨论业务域和业务层组件，但是我们在此仍要给出数据库的模型以描述业务域的范围，并提供
一个框架来讨论表示层的设计。图 3-1 显示了 bigrez.com 逻辑数据库的设计。

图 3-1 bigrez.com 逻辑数据库的设计

图 3-1 中的数据模型表示该系统的业务域中存在的关键对象和关系。例如，每个酒店(即 Property
表中的一条记录)都有一组房间类型，与其相关的物品清单和价格记录表示某天特定类型的房间的价格
以及房间是否可以使用。
在 bigrez.com 站点面向用户的 Web 应用程序部分，我们的任务是隐藏这些复杂的业务对象和相关
的处理流程，给用户提供一个易于使用、逐步引导的页面，以方便他们在合适的日期预订合适的房间。
管理站点给出的数据视图比数据库设计更直观。

3.3 表示层需求
面向用户的 bigrez.com 站点必须按照逻辑顺序显示表单和页面，并在页面的一侧显示出预订信息，
以此来引导用户完成预订过程。图 3-2 的基本页面布局给出了显示页面的重要元素。

48

第3章

设计 Java EE 应用程序示例

顶部导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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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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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bigrez.com 的基本显示布局

用户主要与工作区呈现的 HTML 表单和页面内容交互，而预订过程的进度显示在预订信息区。预
订信息区也可以用作一个导航设备，单击该区域中的链接可返回到预订流程中之前的一个页面(例如更
改日期页面)。
图 3-3 给出了预订房间的基本流程。根据用户的导航选择，实际的过程受许多分支和替代过程的
影响，这些内容没有在图中表示出来。在本章稍后讨论预订信息区时，我们会涉及某些替代过程。
登记或输入
客户信息

查找酒店

选择酒店

检查预订信息

选择日期

致谢

选择房间类型

图 3-3 bigrez.com 的预订流程

在该应用程序的表示层中，我们必须实现与站点导航和预订流程相关的许多业务规则。例如，在
没有选择一个酒店和到达/离开日期之前，用户不能跳到后面提前选择一种房间类型，因为可用的房间
类型依赖于前面的这些选择。然而，在此流程中的任意一点，用户都可以跳到后面登记或提供客户信
息。注意，Web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定义了在表示层中的什么地方实现类似于这样的业务规则。
bigrez.com 应用程序也要求有一个管理站点，以允许授权用户创建、维护酒店和被预订流程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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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图 3-4 显示了管理站点中一个示例页面的基本结构。

图 3-4 bigrez.com 管理站点的示例页面

用户站点和管理站点都必须满足第 2 章讨论的表示层的所有需求，包括与显示相关的需求、表单/
更新需求和导航需求。
bigrez.com 站点不是一个小应用程序。其用户站点有超过 20 个 JSP 页面，管理站点有 15 个页面。
我们相信，基于这种规模的示例应用程序来讨论构建、部署和管理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

3.4 Web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
第 2 章讨论了 Web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的选择，提到了一种以 JSP 为核心的方法和两种以 servlet 为
核心的框架(Struts 和 Spring MVC)，并对这三种具体的体系结构做了简单比较。我们需要为 bigrez.com
选择一种体系结构来满足不同需求，同时这种体系结构要具有良好的可维护性和灵活性。
正如第 2 章所述，三种体系结构各有优缺点。虽然以 JSP 为核心的方法简单一些，而且在本章和
第 4 章设计和构建示例应用程序时，它让工作变得更轻松，但是对许多中等规模和大型的应用程序来
说，这种方法得到的体系结构并不合适。本书关注的是最佳实践，我们认为以 servlet 为核心的方法对
大多数产品级别的应用程序来说是最佳实践。
我们选择 Spring MVC 框架而不是 Struts，仅仅是因为开发社区对采用较新技术和框架的示例更感
兴趣。其实，这两个框架都能满足需求。
因此，bigrez.com 的 Web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将会采用第 2 章介绍的在 Person Tracker 示例程序中实
现的 Spring MVC 体系结构。JSP 显示页面将向用户呈现 bean、表单和业务数据，而与具体页面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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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r 类将处理用户动作和提交的 HTML 表单。有所不同的是，bigrez.com 在导航和与业务层的交
互这两方面的处理更复杂一些。后面的部分将更详细地讨论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
所选体系结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控制器组件负责把所需要的数据加载到 JSP 页面的正确上下
文中以便于显示。Controller 类应该和业务层组件交互以检索所期望的数据，并把检索到的数据放到
HttpServletRequest 中，然后转发到下一个 JSP 显示页面。如果 JSP 页面包含 HTML 表单，Controller
类就会填写表单 bean，并把它放到请求中以供页面使用。

3.5 表示方法
bigrez.com 所选择的 Spring MVC 体系结构为所有与显示相关的组件使用 JSP 页面。因此，JSP 页
面将用于显示业务数据、表单、搜索结果和定义站点整体设计的所有可视化元素。如图 3-2 所示，站
点包括导航栏、页眉页脚以及左边的一个包含当前预订信息和针对性服务的区域。现在，我们必须解决
两个问题：如何定义整个表结构，以及谁负责把生成的 HTML 信息组装为一个单独的响应发送给用户。
复合视图模式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设计模式，它常用于解决上面的问题。这种模式意识到把各个独
立的内容片段分别放置到单独的视图组件中的重要性，在我们的示例中，这些单独的视图组件或者是
独立的 JSP 页面，或者是 JSP 代码片段。然后，就像某些文献中所说，体系结构中的某个管理器或控
制器组装生成整个页面，它们知道在最终生成页面中每个视图组件的正确位置，同时还负责为页面创
建顶级 HTML 标记和结构。该模式并没有定义用于包含单独视图组件的具体技术，具体的技术可以是
转译时期(translation-time)的<%@ include file="..." %>指令、动态的<jsp:include>动作，或者是使用了辅
助对象或自定义标记的更为复杂的技术。
在示例应用程序的构建中，我们将使用复合视图模式，所以把整个页面划分为 6 个不同的视图组
件，如图 3-5 所示。每个视图组件都将是一个独立的 JSP 页面，在整个 HTML 响应中采用某种类型的
动态包含功能把它们包含进来。主显示页面生成的信息将位于最左边含有预订信息和服务信息的区域
右侧的框架内。

(此处显示页面内容)

图 3-5 bigrez.com 的主视图组件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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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至此一切都很顺利，但我们仍需进一步完善设计。哪个组件或页面定义整个页面结构，哪个
组件或页面生成顶级 HTML 标记(如<body>和<table>)，哪个组件或页面使用<jsp:include>动作标记或其
他技术来组装页面？要采用最常用的自组装技术，让站点中的每个显示页面包含合适的视图组件从而
组装为整个响应吗？要采用母版页组装技术，让一些母版页或模板页面负责创建整个 HTML 响应，并
在响应中包含指定的显示页面吗？要采用外部视图组装技术，用一个独立的视图组装器把布局或模板
信息和各个单独的页面内容组合在一起创建整个响应吗？我们将仔细分析以上这些技术，并为
bigrez.com 示例应用程序选择一种技术。

3.5.1 自组装
在自组装技术中，显示页面把整个响应的所有相关片段组合起来。显示页面基本上包含了用于创
建合适的表结构所需的视图组件或代码片段，并且还在合适的位置嵌入了所有的页眉、页脚和其他可
视化元素。代码清单 3-1 列出的 SimpleHome_SA.jsp 页面代码演示了如何用自组装技术构建 bigrez.com
的首页。
代码清单 3-1 SimpleHome_SA.jsp 页面演示了自组装技术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HTML 4.0 Transitional//EN">
<html>
<head>
<title>Welcome to BigRez.com!</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css/StyleMaster.css">
<script src="/js/DatePicker.js"></script>
</head>
<body bgcolor="#FFFFFF">
<table align="center" width="725"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border="0">
<tr>
<td>
<table align="center"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10">
<tr>
<td align="center">
<jsp:include page="/Header.jsp"></jsp:include>
</td>
</tr>
<tr>
<td>
<jsp:include page="/TopNav.jsp"></jsp:include>
</td>
</tr>
</table>
</t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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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table align="center" width="725"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border="0">
<tr>
<td width="175" valign="top" bgcolor="#EEEEEE">
<table width="175" border="0"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jsp:include page="/RezInfo.jsp"/></td>
</tr>
<tr>
<td><jsp:include page="/Offers.jsp"/></td>
</tr>
</table>
</td>
<td width="1" >
<img src="images/space.gif" width="1" height="1">
</td>
<td width="550" valign="top">
Home Page Contents Here..
</td>
</tr>
</table>
<table align="center" width="725"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border="0">
<tr>
<jsp:include page="/Footer.jsp"/>
</tr>
</table>
</body>
</html>

在 HTML 的整个页面结构和表布局的合适位置上，HTML 响应中包含了 5 个常用组件：Header.jsp、
TopNav.jsp、RezInfo.jsp、Offers.jsp 和 Footer.jsp。使用这种简单的技术时，必须把大量的结构和布局复
制到该站点的每一个显示页面上，这使得维护和定制不同的安装变得很困难。这种简单的自组装类型
仅仅适用于小型简单的 Web 应用程序。
通过在额外的中间视图组件中合并上下两部分显示页面的内容，可以改进基本的自组装方法。代
码清单 3-2 列出的 BetterHome_SA.jsp 演示了这种用法。
代码清单 3-2 BetterHome_SA.jsp 改进了自组装方法
<jsp:include page="/Top_SA.jsp">
<jsp:param name="title" value="Welcome to BigRez.com!"/>
</jsp:include>
<table align="center" width="725"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border="0">
<tr>
<jsp:include page="/LeftSide_SA.jsp"/>
<td widt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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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images/space.gif" width="1" height="1">
</td>
<td width="550" valign="top">
Home Page Contents Here..
</td>
</tr>
</table>
<jsp:include page="/Bottom_SA.jsp"/>

这些新的中间视图组件—— Top_SA.jsp、LeftSide_SA.jsp 和 Bottom_SA.jsp 基本上包含了原来显示
页面中包含的 HTML 标记和低级的<jsp:include>标记，因此引入新组件就减少了每个显示页面要复制
的数据量。因为容纳显示内容的页面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该技术也有一些局限性，但是与简单的自组
装技术相比，该技术在性能方面仍有明显提高。
因为现在把 HTML 页面的标题定义在公共的 Top_SA.jsp 中，所以每一个显示页面必须使用一个请
求参数为 Top_SA.jsp 中包含的 JSP 页面添加标题：
<jsp:include page="/Top_SA.jsp">
<jsp:param name="title" value="Welcome to BigRez.com!"/>
</jsp:include>

Top_SA.jsp 必须使用传入的请求参数定义标题：
<head>
<title><%= request.getParameter("title") %></title>
...
</head>

注意，为了简明扼要地描述问题，以上的自组装示例省略了 bigrez.com 中的一些可视化元素。例
如，包含 LeftSide_SA.jsp 组件和显示页面的实际内容的表格本应该包含在一个双色边界框内，但是这
会使每一个显示页面的表结构变得复杂，所以上面的示例将其省略。
在 JSP 页面中使用 request.getParameter("title")这样的 scriptlet 代码有潜在的安全问题，scriptlet 代码
可能会受到跨站脚本(Cross-Site Scripting，XSS)的攻击。以上面的代码为例，title 请求参数的内容没有
经过任何过滤或检查处理就直接被复制到输出 HTML 响应中。恶意用户可能在构造一个 URL 时把 title
参数设置为注入 JavaScript 代码到响应中，在从一个站点重定向到另一个站点时，没有产生怀疑的用户
可能会调用恶意用户构造的 URL，结果是恶意用户获得了访问受保护数据和服务的权限。过滤请求参
数就可以避免受到 XSS 攻击，通过使用 WebLogic Server 内置的工具方法 weblogic.servlet.security.
Utils.encodeXSS()，在页面上显示字符之前，把存在安全问题的字符替换为安全的、经过转义的 HTML
等价字符。要了解更多有关 XSS 攻击和应对方法的信息，请参考 http://www.wrox.com 中本书在线附录
的 Link 3-1。
尽管上面这些自组装技术可以用在 bigrez.com 站点中，但在可维护性和灵活性方面略显不足，所
以我们仍要继续寻找新的替代技术。例如，假设有这样的场景：我们要把预订信息和针对性服务从左
侧移到右侧，或者需要在包含显示页面的表格中增加一个全新的视图组件，例如一个面包屑导航器
(bread-crumb navigator)。上面这两种修改都涉及了所有显示页面，必须更改表格结构和<jsp:include>动作
指令才能反映出新的页面布局和增加的组件。
我们还希望为不同的连锁酒店或客户部署完全一样的应用程序。可是将来某个客户要求做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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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怎么办？这就不得不复制原来的显示页面或中间视图组件，把它修改为一个新界面，其结果是降
低了可维护性。倘若要求面对不同用户呈现不同界面，就需要增加条件代码来组装显示页面，这就增
加了复杂性。在遇到页面布局的重大调整时，以上两种解决方案都不能提供一种重用应用程序的整洁
而易用的机制。
就算使用了自定义标记和视图的辅助函数，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还使用了相关的框架组件，使首页
引入每个页面的处理过程变得十分复杂，也必须承认自组装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有一条基
本的规则是，每个单独的页面最好对它们如何组装出一个完整显示页面的过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然而自组装技术破坏了这条规则。
我们需要实现复合视图模式，把显示区域的内容与页面的整体结构和布局完全分离开来。下一节，
我们将讨论这样一种有用的解决方案——母版页组装。

3.5.2 母版页组装
上一节介绍的自组装方法大致如下：把整个页面的内容划分到各个不同的视图组件中，显示页面
本身的责任是包含这些视图组件，并以正确的方式构建完整的 HTML 响应。显示页面负责页面的组装
过程。采用母版页组装方法时，显示页面就变成了包含在该母版页的整个响应中的另一个内容片段。
如图 3-6 所示，现在母版页担负起组装的责任，并且它要定义整个页面的结构和布局。
自组装
包含
请求

响应

包含

包含

母版页组装
包含
请求

响应

包含

包含
包含

图 3-6 自组装与母版页组装的比较

从概念上来看这很简单，但站点中不同的显示页面如何使用同一个母版页呢？母版页又如何知道
应该引入哪个显示页面呢？
运用这种技术的诀窍是，在母版页中加入一条可以在页面运行时执行的<jsp:include>动作指令，以
引入正确的内容页面。<jsp:include>动作指令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使用静态定义的页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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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include page="/Home.jsp"/>

第二种形式使用运行时表达式定义页面名称：
<jsp:include page="<%= variablename %>"/>

这种把运行时表达式作为页面名称的形式为在多个显示页面之间共享同一个母版页提供了一种简
单可行的方法。最简单的用法是，Master.jsp 页面先查找具体的请求参数 page，然后<jsp:include>动作
指令以 page 为参数把正确的页面放到母版页完整模板的显示区域中：
...
<% String pagename = request.getParameter("page"); %>
...
<body>
<table>
...
<% try { %>
<jsp:include page="<%= pagename %>"/>
<% }
catch (IOException e) {
%>
<jsp:include page="Blank.jsp"/>
<% } %>
...
</table>
</body>

接下来，使用由母版页名称和一个带有显示页面名称的查询字符串组成的 URL 来访问每一个显示
页面。例如，http://servername:port/Master.jsp?page=Home.jsp 就会调用 Master.jsp 母版页，同时指出了要
引入页面的名称是 Home.jsp。页面中的超链接同样可以使用这样的语法来指定 URL：
<A HREF="Master.jsp?page=ViewProperty.jsp">...</A>

现在我们就可以在不触及任何显示页面的前提下，通过修改一个独立的页面Master.jsp来改变
整个站点的外观。这些改变可以包含页面结构的整体重新布局、所包含视图组件的添加或删除以及其
他所期望的改变。
对bigrez.com站点，我们将选择上面提到的母版页组装技术，但是还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另外一
种较好的选择是采用外部视图组装框架，例如Tiles，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这种方法。

3.5.3 使用 Tiles 框架进行外部视图组装
上一节叙述的母版页组装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对每个 HTML 响应都调用独立的母版页或页面布局
模板。母版页负责组装组件片段，并用它本身包含的简单的<jsp:include>动作指令创建响应。尽管这种
技术达到了在多个页面之间重用共享 JSP 元素的核心需求，但是却很难指定在各个页面之间不同的动
态内容和元素。例如，我们的解决方案采用了一个请求参数 page 来指定所包括的内容页面。
Tiles 框架保留了母版页和页面布局模板的思想，但消除了笨拙的、动态的<jsp:include>动作指令，
取而代之的是使用 Tiles 提供的自定义标记来完成同样的基本功能。母版页中每一个自定义标记插入的
内容页面由一个 XML 配置文件决定，该配置文件包含了将 tile 名称映射到内容(通常是 JSP 页面片段)
的 tile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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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清单 3-3 中的 Master_Tiles.jsp 页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示例。
代码清单 3-3 显示简单 Tiles 母版页的 Master_Tiles.jsp 页面
<tiles:insertAttribute name="top"/>
<table align="center" width="725"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border="0">
<tr>
<tiles:insertAttribute name="leftside"/>
<td width="1" >
<img src="images/space.gif" width="1" height="1">
</td>
<td width="550" valign="top">
<tiles:insertAttribute name="body"/>
</td>
</tr>
</table>
<tiles:insertAttribute name="bottom"/>

使用该母版页的简单 tiles 定义如下所示：
<definition name="homepage" page="Master_Tiles.jsp">
<put name="top" value="Top.jsp" />
<put name="leftside" value="LeftSide.jsp" />
<put name="body" value="Home.jsp" />
<put name="bottom" value="Bottom.jsp" />
</definition>

现在，Struts 动作或 Spring MVC 的控制器指定 homepage 的 tiles 定义作为它们的目标，而不是指
定一个具体的 JSP 页面或 servlet。Tiles 框架使用定义中指定的特性准备请求上下文，同时调用母版页
组装来自指定页面的输出，从而创建 HTML 响应。
Tiles 定义可以相互继承，这就很容易基于一个母版页创建多个定义，但不需要在每个定义中重复
指定静态特性，如下所示：
<definition name="defaultlayout" page="Master_Tiles.jsp">
<put name="top" value="Top.jsp" />
<put name="leftside" value="LeftSide.jsp" />
<put name="body" value="Empty.jsp" />
<put name="bottom" value="Bottom.jsp" />
</definition>
<definition name="homepage" extends="defaultlayout">
<put name="body" value="Home.jsp" />
</definition>
<definition name="profilepage" extends="defaultlayout">
<put name="body" value="Profile.jsp" />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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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es框架提供了十分强大的机制，用于从可重用的内容组件组装JSP页面。下一章中，我们将
在bigrez.com示例应用程序中使用Tiles，同时进一步示范正确配置和安装该框架的相关细节。

3.6 业务层接口
我们已经明确了显示数据、处理导航和提交表单的机制，接下来就该分析任何一个表示层体系结
构的核心问题——与业务层组件交互的接口。
首先，我们需要借助于第 7 章的一点知识，在第 7 章我们将讨论有关该示例应用程序用到的 EJB
组件的设计和开发问题。显然，业务层体系结构决定了 Web 应用程序用到的业务层接口。尽管到第 7
章才彻底阐述业务层体系结构的选择问题，但现在你需要知道，我们决定采用 EJB 3.0 的无状态会话
bean(Stateless Session Bean，SLSB)来完成服务，采用 JPA 完成持久化管理，同时在 Web 层和业务服务
之间自由传递 JPA 管理的域对象。有关业务层接口的选择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

表示层组件将调用 SLSB 业务服务，传入服务所需要的参数或域对象。大多数情况下，服务以
域对象或域对象列表的形式把数据返回给表示层组件，然后表示层就能够在提交页面时随意
使用这些数据了。

●

通常情况下，控制器组件将域对象放到表单中，因此视图 JSP 页面就可以直接访问域对象数
据以进行浏览或编辑。

●

业务服务返回给表示层的结果中不一定有域对象之间的关系。例如，表示层组件需要知道不
同域对象中子对象的自动填充规则，不能简单地认为从服务返回的任何域对象中都能得到所
有的子对象。

●

域对象的变化必须显式传回给服务以更新数据库。表示层负责确定发送哪个域对象。

●

JPA 中的乐观锁技术(Optimistic Locking)授权某些表示层行为在 HTTP 会话中存储版本信息，
并在更新请求时再次提供这些信息。

●

默认情况下，总是在会话 bean 的边界启动和终止事务。如果多个服务调用必须位于一个独立
的协同事务中，那么应该定义一个单独的服务请求，它用于管理事务并从该独立的事务中调
用其他后台服务。

总之，在层与层之间传递 JPA 管理的域对象节省了创建和填充各个数据传输对象的大量工作。这是
与 EJB 2.0 容器管理的持久性(Container-Managed Persistence，CMP)实体 bean 相比时，EJB 3.0 的 JPA 持
久性最大的优点之一。当直接在表示层使用 CMP 实体 bean 时，会带来一大堆问题(在本书前一版涉及
了该技术，它被称为直接交互)，如果不采用这种技术，就要为层次间的通信创建一组完整的数据传输
对象。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将对使用 EJB 3.0、SLSB 服务和 JPA 管理的域对象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做
进一步讨论。

3.6.1 控制器调用业务服务
与 MVC 体系结构的基本结构一致，仅有控制器组件从无状态会话 bean 组件请求业务服务。JSP
视图组件将不再直接或间接地调用业务服务来获得在页面上显示的模型数据。
需要业务服务的控制器将使用相关的 get/set 方法为所期望的 SLSB 组件定义一些特性，同时用一
些引用指向这些通过 Spring MVC 配置文件插入的 EJB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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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ns>
<bean id="propertyServicesReference"
class="org.springframework.jndi.JndiObjectFactoryBean">
<property name="jndiName"
value="java:/comp/env/ejb/PropertyServices"/>
</bean>
...
<bean id="propertySearchController"
class="com.bigrez.web.PropertySearchController">
<property name="formView" value="chooseproperty"/>
<property name="successView" value="propertylist"/>
<property name="bindOnNewForm" value="true"/>
<property name="commandName" value="propertySearchForm"/>
<property name="commandClass"
value="com.bigrez.web.PropertySearchForm"/>
<property name="propertySearchForm">
<bean class="com.bigrez.web.PropertySearchForm"/>
</property>
<property name="propertyServices"
ref="propertyServicesReference"/>
</bean>
...
</bean>

注意，我们使用了一个特殊的 Spring 工具类 JndiObjectFactoryBean 在 Web 应用程序的本地 JNDI
树中查找 EJB 组件，并在 Spring MVC 控制器对象中注入一个引用。为了让工厂能够在 JNDI 树中找到
它，还必须在 Web 应用程序的 web.xml 文件中创建一个引用：
<ejb-local-ref>
<ejb-ref-name>ejb/PropertyServices</ejb-ref-name>
<local>com.bigrez.service.PropertyServices</local>
<ejb-link>PropertyServicesImpl</ejb-link>
</ejb-local-ref>

完成这个连接过程后，控制器就能通过注入的引用调用业务服务，而不需要执行任何 JNDI 查找或
其他步骤。
List<Property> propertyList =
propertyServices.findByCityAndState(form.getCity(),
form.getStateCode());
form.setPropertyList(propertyList);

这种把 EJB 3.0 的 SLSB 组件注入到 Spring MVC 的控制器中的功能十分强大。它显著地简化了控
制器代码，遵循了控制倒置(inversion-of-control)原则，并使得在单元测试中注入服务的模拟版本变得更
加简单。总之，这个解决方案简单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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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使用 JndiObjectFactoryBean 将 EJB 3.0 组件的引用注入到 Spring MVC 的控制器中，避免显式的
JNDI 查找。

3.6.2 控制器为 JSP 填充表单
JSP 视图组件假设提交页面所需的全部模型数据位于一个单独的表单对象中，该对象被 JSP 页面之
前的控制器类放到了请求或会话的上下文中。通过下面两种方法，JSP 页面可以获得所需的数据：
●

在表单对象上为所有必需的数据定义特性，并让控制器类将域对象的特性值复制到相应的表
单特性中。

●

仅把域对象附加到表单上，并允许 JSP 直接访问嵌套的模型数据。

对于大多数控制器和页面，我们选择第二种方法。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在表单对象上需要额外的
特性来支持特定的表示层逻辑或格式化，但是通常情况下，不复制表单自身的字段，而让 JSP 组件通
过表单到对象的引用访问模型数据的做法会更好。
当使用这种方法时，JSP 页面将使用 JSTL 和 Spring 的与表单相关的标记，这种标记使用点操作符
访问表单中域对象内的嵌套数据。
在前面的小节中，我们演示了控制器类如何从业务服务获取属性列表，并把列表附加到表单对象。
下面的代码片段演示了一个 JSP 页面如何使用嵌套方法循环遍历列表和显示每个属性的信息：
<c:forEach var="property"
items="${propertySearchForm.propertyList}">
<tr>
<td width="80" align="center">
<img src="<c:url value='/images/${property.imageFile}'/>"
alt="" width="70" height="70">
</td>
<td width="100%" align="left">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0">
<tr>
<td align="left">
<c:url var="viewproperty" value="/viewproperty.do">
<c:param name="id"
value="${property.externalIdentity}"/>
</c:url>
<a class="table-link"
href="<c:out value='${viewproperty}'/>">
<c:out value='${property.description}'/>
</a>
</td>
</tr>
<tr>
<td align="left">
<span class="table-data">
<c:out value='${property.address.addre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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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td>
</tr>
<c:if test='${not empty property.address.address2}'>
<tr>
<td align="left">
<span class="table-data">
<c:out value='${property.address.address2}'/>
</span>
</td>
</tr>
</c:if>
...
</table>
</td>
</tr>
</c:forEach>

3.6.3 更新要求显式的服务调用
为业务层交互所选择的方法允许表示层获取、保持、在会话中存储、修改或是操纵域对象及其关
系。这些域对象与服务层的实体管理器断开连接，成为表示层组件负责的对象。
这种方法有许多优点，但至少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只要域对象含有已修改的数据或关系，表示
层就需要显式调用对服务的更新。
听上去不算困难，但是随着对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修改对象的过程扩展到了应用程序中的多
个页面，就很难知道到底向服务发送什么内容来进行更新。许多开发人员编写他们的提交处理控制器
时，不考虑用户是否修改了字段就把对象发送给服务，这是因为其他方法可能非常复杂。bigrez.com 中
的控制器也将采用这种方法来使编码保持简洁。

3.6.4 表示层组件之间的关系
业务域对象很少是简单的、仅包含特性数据的无连接对象。它们与子对象、兄弟对象和父对象之
间总是存在关系。当要显示信息或者执行验证或其他逻辑时，表示层组件经常需要遍历这些关系。因
为我们的域对象与实体管理器之间无连接，所以在请求关系时不会自动填充它们，而是必须由第一个
服务请求或后面对服务的调用实例化它们。
本书前一版使用的直接交互的 EJB 2.0 CMP 方法的重要优点之一是，像 JSP 页面和 Controller 类等
表示层组件具有直接与对象格(object lattice)和实体 bean 自身实现的关系一起工作的能力。再也不必编
写会话 bean 方法来获取并返回模拟实体 bean 关系的值对象的格，
或是实现某些父值对象中的关系集合
的某种延迟实例化。当直接使用实体 bean 时，所有关系和相关 bean 的检索由容器中的 CMP 代码自动
管理，事务处理涉及的所有实体 bean 中被修改的特性和关系也由 CMP 代码自动更新。
在示例应用程序的当前版本中，我们的方法是研究使用域对象的表示层组件，确认在显示或操纵
域对象时所需的子对象，并创建在检索父域对象时自动获取必需子对象的服务。例如，任何时刻只要
得到一个 Property 对象，服务就会自动获取适当的 RoomType 和 Offer 子对象列表，并在返回 Property
之前，把上述列表添加到 Property 中。基于传入的 Boolean 参数，编写在服务中填充这些子对象的方法
十分简单。如果在你自己的应用程序中看到了类似需要填充的对象，就自由地采用这种技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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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层也负责更新无连接域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更新方式允许一个与更新相关的服务请求在数
据库中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反映最新的或改动后的关系。EJB 2.0 CMP 方法允许表示层组件以一种自
然的方式在实体 bean 之间增加和删除关系，并且它允许容器确定并在数据库中实现必需的修改。在一
个使用无连接域对象的基于服务的方法中，我们需要对如何形成这些关系有基本的了解，这样才能知
道用哪个服务方法向关系中添加对象，哪个服务方法从关系中移除对象。
在第 4 章中列出的 bigrez.com 管理 Web 站点的代码会展示用服务方法向关系中添加对象和从关系
中移除对象的示例。

3.7 本章回顾
下面的列表总结了 bigrez.com 应用程序的设计决定：
●

bigrez.com 应用程序由互相独立的用户站点和管理站点构成，它们各自有一套业务逻辑和 UI
设计。

●

应用程序要满足第 2 章总结的表示层基本需求，包括基本显示、导航以及表单验证和提交
需求。

●

我们将采用 Tiles 框架，通过一个定义了站点整体结构的母版页来组装页面。

●

我们将使用由 Spring MVC 框架搭建的以 servlet 为核心的体系结构，来实现表示层中的 MVC
方法。

●

表示层组件将使用 EJB 3.0 无状态会话 bean 服务和无连接的域对象来访问业务层组件。

你准备好阅读代码来了解这些知识的实际运用了吗？翻到下一章，让我们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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