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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概述》介绍了 Web 应用程序框架 （以前称
为 Sun™ ONE 应用程序框架和 JATO），并说明了它的概念、工作方式及其与其它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不同之处。

阅读本书须知
在阅读本书之前，您应该熟悉利用现有 J2EE Web 技术 （例如 servlet 和 JavaServlet 
Pages™ （JSP™ 页面））生成 Web 应用程序时用到的概念。 

下列资源可提供更多信息：

■ 《Java 2 Platform Enterprise Edition 规范》
http://java.sun.com/j2ee/download.html#platformspec

■ 《J2EE 教程》
http://java.sun.com/j2ee/tutorial

■ 《Java Servlet 规范 2.3 版》
http://java.sun.com/products/servlet/download.html#specs

■ 《JavaServer Pages 规范 1.2 版》
http://java.sun.com/products/jsp/download.html#specs

注意 – Sun 不负责本文档中提到的第三方 Web 站点的可用性，并且不对这些站点或资
源中 （或可从中获得）的任何内容、广告、产品或其它材料表示认可和负责或承担责
任。对于使用或根据任何此类站点或资源上 （或通过它们获得）的任何内容、商品或
服务而引起或声称引起的任何损害或损失， Sun 概不负责或承担任何责任。
9

http://java.sun.com/j2ee/download.html#platformspec
http://java.sun.com/j2ee/tutorial/1_3-fcs/index.html
http://java.sun.com/products/servlet/download.html#specs
http://java.sun.com/products/jsp/download.html#specs


本书的组织结构
第 1 章，第 15 页上的 “概述和体系结构”。概要介绍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体系结构，
并说明如何将不同的部分组合起来以编写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 

第 2 章，第 23 页上的 “开发应用程序”。详细说明如何创建和使用应用程序组件，这
些组件可以组装为功能完整的应用程序。

第 3 章，第 47 页上的 “编程指南”。介绍通用的程序设计方案，并说明如何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使用特定的基本对象。

第 4 章，第 77 页上的 “部署应用程序”。说明如何为大多数 J2EE 容器中的部署准备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并介绍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的部署时配置。

附录 A，第 91 页上的 “错误诊断”。概要介绍已知的疑难解答问题，包括症状、可能
的原因、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对每个已知问题的备注。

印刷惯例

字样 含义 示例

AaBbCc123 命令、文件和目录的名称；计算-机
屏幕输出

编辑 .cvspass 文件。

使用 DIR 列出所有文件。

Search is complete.

AaBbCc123 键入的内容 （相对于计算机屏幕输
出信息）

> login

Password:

AaBbCc123 书名、新词或术语、要强调的词 请阅读 《用户指南》中的第 6 章。

这些称为类选项。

必须保存您的更改。

AaBbCc123 命令行变量；使用实际的名称或值
替换

要删除文件，请键入 DEL 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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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Java Studio Enterprise 文档包括 Acrobat Reader (PDF) 格式的书籍、发行说明、联机
帮助以及示例应用程序的自述文件。

访问联机文档

访问 docs.sun.comSM Web 站点，或者通过 Sun 开发人员资源门户的文档页面 
http://developers.sun.com/prodtech/javatools/jsenterprise/

reference/docs/index.html，可以获得本部分描述的文档。

在 docs.sun.com Web 站点 (http://docs.sun.com) 上，您可以利用 Internet 阅
读、打印和购买 Sun Microsystems 手册。

■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发行说明》 - 部件号码：817-6746-10

介绍近期发行版本的更改及技术说明。

■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安装指南》（PDF 格式） - 部件号码：817-6510-10

介绍如何在每台支持的平台上安装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集成开发环境 
(IDE)，包括其它相关信息，例如系统需求、升级指导、服务器信息、命令行开关、
已安装的子目录、数据库集成以及有关如何使用 “更新中心”的信息。

■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Examples Guide》 - 部件号码：817-6057-10

介绍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软件可用的代码示例。

■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编程系列》（PDF 格式）

该系列提供有关如何使用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的各种功能来开发标准格式
的 J2EE 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

■ 《构建 Web 组件》 - 部件号码：817-3292-10

介绍如何使用 JSP Pages、 Servlet、标记库以及支持的类和文件来生成一个作为 
J2EE Web 模块的 Web 应用程序。

■ 《构建 J2EE 应用程序》 - 部件号码：817-3290-10

介绍如何将 EJB 模块和 Web 模块集成到 J2EE 应用程序中以及如何部署和运行 
J2EE 应用程序。

■ 《构建 Enterprise JavaBeans 组件》 - 部件号码：817-3288-10

介绍如何使用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EJB 生成器向导以及 IDE 的其它组件
来生成 EJB 组件 （会话 bean、消息驱动 bean、具有容器管理持久性或 bean 管
理持久性的实体 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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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 Web 服务》 - 部件号码：817-3294-10

介绍如何使用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IDE 生成 Web 服务、通过 UDDI 注
册向其它 Web 服务提供 Web 服务，以及从本地 Web 服务或 UDDI 注册生成 
Web 服务客户机。

■ 《使用 Java Database 连接》 - 部件号码：817-3296-10

介绍如何使用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IDE 的 JDBC 生产率增强工具，其中
包括如何使用它们来创建 JDBC 应用程序。

■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文档》（PDF 格式）

■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 IDE 指南》 - 部件号码：817-6514-10

介绍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IDE 的各个部分，着重介绍用于开发 Web 应
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的可视工具的使用。

■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教程》 - 部件号码：817-6516-10

介绍使用 Web 应用程序框架工具生成 Web 应用程序的机制和技术。

■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概述》 - 部件号码：817-6520-10

介绍 Web 应用程序框架及其概念、工作原理、与其它应用程序框架的区别。

■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标记库参考》 - 部件号码：817-6512-10

概要介绍 Web 应用程序框架标记库，并对该库中可用标记进行综合引用。

■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编写人员指南》 - 部件号码：817-
6522-10

介绍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体系结构以及设计、创建和分发新组件的过程。

■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参考指南》 - 部件号码：817-6524-10

介绍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库中可用的组件。

教程、小型教程及示例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教程、小型教程和示例有助您了解 IDE 的功能。每个示
例或教程都提供了代码样例，您可以在开发更多的应用程序时使用或加以修改。所有的
示例和教程都以 Sun Java System Application Server 为例解释部署。

■ 可运行的完整示例。针对那些希望快速查看某项功能的作用并希望通过浏览源代码
进行了解的用户。您可以在几分钟内安装、部署并执行完整的示例。 

您可以在 Java Studio Enterprise 用户目录下的 AboutExamples 目录中获得完整的
示例。 

■ 小型教程。针对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软件的某项功能。目标用户是那些对
某项特殊功能感兴趣的人员，或者是那些搜索相对较短的示例时有时间限制的人员。
某些小型教程在开始时生成应用程序，而其它的小型教程则在提供的源文件上生成
应用程序。小型教程的持续时间大概在 1 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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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访问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开发人员门户的 “教程和代码库”页
面获得小型教程，位置在 
http://developers.sun.com/devtools/javatools/jsenterprise/

learning/tutorials/index.html。

■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教程（PDF 格式）演示了如何使用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的主要功能。这些教程包括：

■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Web 应用程序教程》 - 部件号码：817-6752-10

提供有关生成简单 J2EE Web 应用程序的分步指导。 

■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J2EE 应用程序教程》 - 部件号码：817-6754-10

提供有关使用 EJB 组件和 Web 服务技术来生成应用程序的分步指导。

这些文档可通过 docs.sun.com 获得。完整应用程序的文档以及 zip 文件也可以通
过访问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开发人员门户的 “教程和代码库”页面获得，
位置：
http://developers.sun.com/devtools/javatools/jsenterprise/

learning/tutorials/index.html。

联机帮助

您可以在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IDE 中获得联机帮助。通过按下帮助键
（Microsoft Windows 环境中为 F1， Solaris 环境中为 Help 键），或者选择 “帮助”
-> “内容”可以打开帮助。这两种操作均显示一个帮助主题列表和一个搜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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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易读格式的文档

文档以易读的格式提供，残障用户可使用辅助技术来阅读这些文档。您可以找到如下表
中所述文档的易读版本。 

Sun 欢迎您提出意见和建议
Sun 愿意对其文档进行改进，并欢迎您提出意见和建议。请通过以下地址将您的评论以
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 Sun：

docfeedback@sun.com

请在电子邮件的主题栏中包含书名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开发人员
指南》）及其部件号码 (817-6518-10)

文档类型 易读版本的格式和位置

书籍和教程 HTML 格式，位置：http://docs.sun.com

小型教程 HTML 格式，位置：
http://developers.sun.com/devtools/javatools/
jsenterprise/learning/tutorials/index.html

集成的示例自述文件 HTML 格式，位置：java-studio-install-dir/examples 的示例子目录
中

发行说明 HTML 格式，位置：http://docs.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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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1

概述和体系结构

这一章概述了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体系结构，并说明了如何将各个部分组合成 Web 应
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

支持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基本技术是 JATO。本文档中有时会提到 JATO，特别是在类
程序名称和其它程序名称中。请将 Web 应用程序框架和 JATO 这两个名称看作意义相
同的名称。

概述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概念

Web 应用程序框架是基于标准的成熟而功能强大的 J2EE Web 应用程序框架，它适用于
企业 Web 应用程序开发。 Web 应用程序框架融合了一些常见概念，例如显示字段、应
用程序事件、组件分层结构和以页面为中心的开发方法，并使用基于 “模型 - 视图 - 控
制器”模式和 “服务到工作者”模式的 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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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适用对象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主要是为了满足建立中型、大型和超大规模 Web 应用程序的 J2EE 开
发人员的需求。虽然 Web 应用程序框架可以并且已经用于小型 Web 应用程序，但是它
的主要优势在这种规模中得不到完全体现。当应用程序经历长时间维护和多次修改，并
且规模有所扩大时，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优势才更明显。简而言之， Web 应用程序框
架在帮助开发企业应用程序方面具有卓越的功能。

由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提供了可重复使用组件的核心功能，因此特别适用于希望提供
可以轻松集成到 Web 应用程序中的现有软件组件的第三方开发人员。上述功能还使
Web 应用程序框架适合作为一个平台，用于建立纵向 Web 提供，特别是因为这些扩展
功能提供了明确定义的方法，使 终用户和 初的开发人员能够扩展和充分利用现有的
纵向功能。

Web 应用程序框架所具有的功能

Web 应用程序框架帮助开发人员使用 新的 J2EE 设计模式建立企业 Web 应用程序。
它提供基于设计模式的骨架，企业设计师可以在此骨架上搭建体系结构的其它部分。
Web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会发现这是一种简单的开发方法；企业设计师会发现这是一种
描述清晰的设计模式，该设计模式以明确定义的方法与其它企业层和企业组件进行集成。

Web 应用程序框架通过提供低级别和高级别框架结构和设计模式帮助开发人员建立可重
复使用的组件。开发人员定义的组件是第一类对象，可以像本机组件一样与 Web 应用
程序框架运行时进行交互式操作。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跨应用程序以及跨项目和公司任
意组合和重复使用组件。

Web 应用程序框架有助于指引新的 J2EE 开发人员进行 Web 应用程序开发，并且通过
提供功能强大的工具包使高级 J2EE 开发人员能够开发其它框架不可能实现的高级功
能。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不具有的功能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不是企业层框架，即它不直接帮助开发人员创建 EJB、 Web 服务或
其它类型的企业资源。尽管 Web 应用程序框架适用于企业应用程序开发，但它实际上
是这些企业层资源的客户机，因此提供了访问这些资源的正式而又一流的机制。

注意 – 有关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详细介绍，请参阅《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
序框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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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程序框架体系结构的三个层
Web 应用程序框架使用经过时间考验的 “模型 - 视图 - 控制器”（或 MVC）模式作为
其主要的体系结构基础之一。开发 初的 MVC 模式是为了帮助开发人员在 Smalltalk 
中编写全状态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此模式已经过调整，主要以无态方式用于 J2EE Web 
层中。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 MVC 模式是成熟和完整的。这使 Web 应用程序框架明显
区别于其它 Web 层框架，其它框架宣称与 MVC 兼容，但实际上只使用该模式的某些
部分。

以下各节简要说明了 MVC 体系结构的三个部分 （在本文档中称作层）以及它们如何适
用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

模型层

在 MVC 术语中，模型是指数据的中性表示判定程序。可以将此数据定制为支持给定的
表示，或定制为代表应用程序特有的数据结构。

Web 应用程序框架更偏重于创建用于表示应用程序数据的模型，很少依赖于数据的表
示方式。

模型类型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有多个模型类型：

模型类型 说明

Model 通用的模型类型。所有模型组件 终都必须实现此 小接口。此接口指定了 基本
的模型行为，即获取和设置字段值的功能。

ContextualModel 可保留指定上下文中的数据的模型类型。上下文的定义是特定于模型的。

DatasetModel 包含不同数据行的模型类型。可以通过类似于叠代的方法将 DatasetModel 定位到特
定行。

MultiDatasetModel DatasetModel 的特殊类型，类似于 ContextualModel，此类型允许访问指定的数据
集。

ExecutingModel 执行此模型类型可以检索或更新备份存储中的数据。

RetrievingModel ExecutingModel 的子类型，专门支持数据检索操作。（尽管此类型可能看似与 SQL 
相关，但它并不是特定于 SQL 的。）

InsertingModel ExecutingModel 的子类型，专门支持数据插入操作。（尽管此类型可能看似与 SQL 
相关，但它并不是特定于 SQ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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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层

在 MVC 术语中，视图是一种用于显示模型中数据的表示方式。模型和视图之间有这样
一种关系，模型中的更改会自动反映在与之连接的任意视图中，而视图所展现的数据中
的更改也会反过来自动影响关联的模型。

Web 应用程序框架使用相同的基本视图定义：视图展现模型数据。

如果您熟悉 Swing、Visual Basic、Delphi 或 Powerbuilder 中客户端应用程序的编写，
您会发现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有关视图的概念很容易理解。在上述其它环境中，开发
人员创建包含子组件的框架、窗口和对话框。这些子组件都是 GUI 窗口小部件或者其它
GUI 窗口小部件的容器，可以将其任意嵌套到各个级别中。

Web 应用程序框架视图组件几乎完全类似。正如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可以看到各种类型
的 GUI 窗口小部件 （例如显示字段、面板、树和复杂子组件），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
也有不同类型的视图组件，实现相同的功能。Sun ONE 应用程序框架有专门的视图，可
用作显示字段、包含其它视图的容器以及显示字段和容器的组合（可以用作复杂视图组
件）。

UpdatingModel ExecutingModel 的子类型，专门支持数据更新操作。（尽管此类型可能看似与 SQL 
相关，但它并不是特定于 SQL 的。）

DeletingModel ExecutingModel 的子类型，专门支持数据删除操作。（尽管此类型可能看似与 SQL 
相关，但它并不是特定于 SQL 的。）

TreeModel 在通用层次结构 （而不是笛卡尔结构）中存储数据的模型。通过此数据结构提供叠
代。

BeanAdapterModel 将一个或多个 JavaBean 用作备份数据存储的模型。

ObjectAdapterModel 将任意 Java 对象图形用作备份数据存储的模型。

QueryModel 基于 JDBC 的模型，使用 SQL 语句将 RDBMS 用作备份数据存储。

StoredProcModel 基于 JDBC 的模型，使用 RDBMS 存储的过程获取和设置数据。

WebServiceModel ObjectAdapterModel 的特殊类型，通过 JAX-RPC 使用 Web 服务获取和设置数据。

CustomModel 使开发人员能够实现自己的数据存储机制的抽象模型类型。

CustomTreeModel 使开发人员能够实现分层数据的自定义存储的抽象模型类型。

SimpleCustomModel 提供现成的存储和数据集功能的具体模型。

模型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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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类型

作为 Web 应用程序框架视图的对象实际上是实现 com.iplanet.jato.view.View 
接口或它的其中一个派生接口的对象。

下表显示了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可用的主要视图类型：

页面和 ViewBean

如上所述， Web 应用程序框架在可能和有用的情况下包含了现有的 J2EE 标准和技术。
其中一个对 Web 应用程序框架有用的 J2EE 技术是 Java Server Pages (JSP) 技术。JSP 
是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常用的技术，便于编写者使用而且可以快速更改。

Web 应用程序框架包含 JSP，将其作为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在应用程序中创建页面的主要
方法。但是，在现有的 JSP 技术基础和 Web 应用程序框架之间必须有某种接合。
ViewBean 实现了此功能，在某种意义上， JSP 技术就是通过 ViewBean 与 Web 应用
程序框架框架技术结合的。

以下各节说明了 ViewBean 与 JSP 以及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关系。

名称 说明

View 通用的视图类型。所有视图组件 终都必须实现此 小接口。此接口不指定特定的
视图行为。因此，不大可能找到视图接口的有用实例。

ContainerView 可包含其它视图的视图类型。此接口添加专用于管理子视图组件的方法。

TiledView 一种特殊的视图类型，可在多个重复的平铺项或重复的区域中展现其子视图组件。平
铺项可以是表格的行或列，也可以是选项卡式组件中的选项卡。对于平铺布局未做任
何假定；此接口中只对平铺项的重复这一概念进行了说明。

TreeView ContainerView 的一种类型，有助于以树格式展现信息。

ViewBean ContainerView 的特殊类型，可用作视图组件分层结构的顶部 （或根）。

DisplayField 一种特殊的视图类型，具有与其关联的值。显示字段的值可以展现在页面中，用户通
常将其重新提交给应用程序。 DisplayField 有若干特殊类型，包括 
BooleanDisplayField、 ChoiceDisplayField 和 CommandField。

CommandField DisplayField 的特殊类型，在呈现的响应中展现可被用户或用户代理激活的元素。例
如，在 HTML 中， CommandField 将在服务器端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中
展现按钮和链接。激活 CommandField 后，新的请求将被发送到服务器，服务器上
将调用相应的事件或对象，以响应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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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Bean 及其与 JSP 的关系

如果您曾经使用 JSP 编写 J2EE Web 应用程序，那么您可能使用过通常称作 “helper 
bean”的方法管理 JSP 中的复杂内容。Helper bean 通常与 JSP 一起使用，以使 JSP 中
不出现 Java 编码和复杂数据结构，在 JSP 中很难维护和调试这些编码和数据结构。相
反，这些复杂功能被置于 helper bean 中，bean 通过 <jsp:useBean> 标记与 JSP 关联并
被 JSP 使用。

与上述情况相似，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中，开发人员会由于维护和调试 JSP 
时固有的困难而希望避免 JSP 中的复杂内容。因此， Web 应用程序框架包含了 helper 
bean 模式，并将其扩展为支持更大的功能集，要使框架运行并富有成效，此功能集是
必需的。

确切地说， Web 应用程序框架使用 ViewBean 管理 JSP 中的复杂内容，并且为应用程
序开发人员提供了放置用于应用程序的 Java 代码的地点。由于 ViewBean 位于 JSP 页
面范围中，并像其它所有 helper bean 一样可以被访问，因此与其它 helper bean 类
似，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以使用传统的用于 bean 的技术来使用 ViewBean。但是，尽管
名称相似， ViewBean 与其它 helper bean 并不完全相同。

显著的区别在于，（大多数） ViewBean 的使用者 （例如 Sun ONE 应用程序框架 
JSP 标记）并不使用类似 bean 的属性访问应用程序数据。相反， Sun ONE 应用程序框
架标记使用 Sun ONE 应用程序框架特有的视图 API 与视图子组件的分层结构进行交互
式操作。使用此方法不仅可以进行更丰富的交互式操作，还可以产生显著的性能优势，
对于需要将规模扩大到超大级别的企业应用程序来说这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ViewBean 及其与视图的关系

除了实现与 JSP helper bean 相似的功能，ViewBean 还是特殊的视图组件，在 Web 应
用程序框架视图组件分层结构中用作根视图。也就是说，它们是包含其它视图组件的顶
级视图组件，因此没有父项。对于 Swing 或其它客户端开发技术， ViewBean 用作窗
口、框架或对话框组件。

ViewBean 接口是从容器视图接口扩展而来的。这意味着 ViewBean 能够以嵌套方式包
含其它视图组件，正如硬盘上的根目录包含其它目录一样。除了具备常规容器视图的所
有行为， ViewBean 接口还添加作为视图组件分层结构的根这一功能所特有的方法。

由于上述属性，可以将 ViewBean 基本上看作应用程序中的页面。正如客户端应用程序
包含多个窗口和对话框，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包含多个页面，每个页面都具有与其关
联的 ViewBean。如果您计算一下应用程序中 Web 应用程序框架页面的数量，您会发现
它们与 ViewBean 对象的数量是相同的。

ViewBean 不同于常规窗口视图的特殊功能

■ ViewBean 是唯一能够直接与 JSP 关联的视图组件（通过 <jato:useViewBean> 标记）。

■ 由于 ViewBean 是应用程序中单个页面的抽象体现，因此具有管理页面特有功能的逻
辑和方法 （例如存储页面特有的应用程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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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Bean 显示一种方法，使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能够启动将响应呈现给客户端这一操
作 （可以将其作为请求的控制器）。

■ ViewBean 是应用程序中唯一可见并可被应用程序客户端访问的组件。

Pagelet 和 ContainerView

如上所述，视图层通常由任意嵌套的视图组件的分层结构组成。这些组件中有许多都属
于 ContainerView 的多种类型之一，例如 TiledView、 TreeView 或其它高级别组件
（例如数据网格、输入表单、标题和页脚等）。上述各种类型的通用术语是 pagelet
（或部分页面）。如果 ViewBean 类似于页面，则 ContainerView 类似于 pagelet。

Pagelet 可能具有与其关联的其自身的 JSP 片段，也可能使用其父页面（或 pagelet）进
行呈现。 Pagelet 使用 JSP 片段时，不像完整的 JSP 那样声明依赖于某个特定类型，片
段与对等的 pagelet 之间是通过名称进行关联的。这使单个 pagelet 可以由多个 JSP 片
段动态呈现，应用程序可以对此进行随意设置。这样可以生成极富弹性的动态页面。

控制器层

控制器协调模型与视图之间的活动以及应用程序的整体活动。模型和视图组件通常可以
是架上类型的实例，但控制器通常却是写入应用程序的自定义程序。

在某些 J2EE 体系结构中，控制器功能由单个类、映射或其它信息存储使用高度集中的
方式实现。尽管此方法对于新手进行应用程序可视化操作非常方便，但是在可维护性以
及将各个组件组成应用程序的功能方面，它却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 Web 应用程序
框架使用一种固有分布式方式，将控制器功能进一步划分成控制器对象和逻辑单元，划
分后的功能与特定任务或应用程序组件更加密切相关。

不同于上文介绍的视图层和模型层，至少在全局意义上，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 MVC 
模式中没有与控制器功能相对应的单个对象或接口。本文档后文中介绍 Web 应用程序
框架的各种功能时将总体介绍此现象的原因。但是，在此我们只需说， Web 应用程序
框架框架采用分布式方法实现模式中的控制器功能，这样做有许多优势，包括创建可重
复使用组件的功能以及将超时组件组合成应用程序的功能。

Web 应用程序框架 MVC 与传统 MVC 的区别

传统（全状态，客户端） MVC 体系结构通常使用“发布 - 订阅”事件模型建立对象之
间的相关性。但是此方法要求全状态的对象，在 Web 层使用此方法通常无法将规模扩
大为具有大量用户。由于在 J2EE Web 层已明确说明并可以预测请求的生命周期，而且
可进行规模化是基本要求，因此 Web 应用程序框架避免全状态的服务器端对象。这就
要求不将事件侦听程序作为建立 MVC 对象之间的相关性的方式。 Web 应用程序框架
保持了 MVC 各层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传统的事件侦听程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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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2

开发应用程序

这一章详细说明了如何创建和使用应用程序组件，这些组件可以组合成完整的可使用的
应用程序。

创建应用程序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的概念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应用程序的概念与 J2EE 中 Web 层应用程序的概念基本相同。简而
言之，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是具备某些 Web 应用程序框架特有功能的 J2EE Web
层应用程序。因此，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使用标准的 Web 应用程序归档 (WAR)
结构作为其基础。因此，创建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时，将创建 Web 应用程序框
架特有的 WAR 文件，并为该应用程序隐式定义一个 ServletContext。每一个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都有一个标准的 Web.xml 文件，该文件包含某些 Web 应用程序
框架特有的数据。

由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 终是 WAR 文件结构的 J2EE 应用程序，所以您可在
同一应用程序中使用其它 J2EE 功能。例如，在同一 WAR 文件中，使用不属于 Web 应
用程序框架的 JSP 或 Servlet 是可行并可以接受的。在一定程度上，如 J2EE 规范所允许
的那样，这些不属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应用程序组件可以与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
程序组件交互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 章 “编程指南”中第 74 页上的 “与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进行交互操作”一节。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还是一个逻辑实体，描述了一组相关组件，这些组件交互操
作，服务于特定功能。具体地说，应用程序是作为单个 WAR 文件部署成单个单元的一
组网页、视图、模块和应用程序特有的代码。对应用程序任意部分进行任意更改后，一
般都要求对整个应用程序进行重新部署 （根据 J2EE 规范部署为 WAR 文件）。应用程
序 WAR 文件将包含该应用程序运行所需的所有相关的库、类和资源 （注意， J2EE 容
器提供的库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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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级实体

除了 Web 应用程序框架运行时库、Web.xml 文件和其它各种 WAR 文件人为因素，每
个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通常都有一个应用程序 servlet。该 servlet 用作应用程
序中各种模块 servlet 的基类 （请参见下文），因此提供了执行应用程序级事件处理、
初始化或与每个请求相关的所要其它任务的机会。

模块

由于实际的应用程序可能会非常大，而且其不同部分对功能的要求差别很小，因此 
Web 应用程序框架添加了称作 “模块”的应用程序子单元。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
序由一个或多个被部署为单个单元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模块组成。每个 Web 应用程序
框架应用程序必须至少具有一个模块。

请不要将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 “模块”一词的用法与 J2EE 中该词的用法混淆，后者
是指整个 J2EE Web 应用程序。例如，您可能会看到 J2EE Web 应用程序或 WAR 文件
被称作 Web 模块。在本文档中，凡提到 “应用程序”都专指整个 J2EE Web 应用程序
或 WAR 文件，凡用到 “模块”都指 Web 应用程序框架特有的模块，在 J2EE 中没有
与之对应的词。

具体而言，模块是应用程序 WAR 文件的 WEB-INF/classes 目录下的单个 Java 软件
包 （本节中下文部分将介绍与此目录相关的路径）。模块软件包是开发人员选择的任意
软件包，可由任意数量的子目录构成。例如， main 和 com.mycompany.main 都可以
是模块软件包。

模块软件包和其它任意软件包之间 重要的区别在于，应用程序的客户机只能访问模块
软件包中的 ViewBean （详细信息请参见下文）。这主要是通过应用程序的 Web.xml 
文件中的 servlet 映射实现的。该映射将模块的模块 servlet （如下文所述）映射到 URL 
路径。通常该 URL 路径是一个简单的名称而不是完全限定名。例如，尽管模块软件包实
际上可能是 com.mycompany.main，但对于外部客户机，可能只使用 URL 路径 
/main 对其进行标识。对于应用程序的用户，这样做减少了复杂性，同时这也缩短了 
URL 的长度。 URL 映射无需类似于模块软件包。在以上的示例中，也可能使用 URL 
路径 /foo。

客户机只能请求逻辑页面名称（而不是类名称），模块 servlet 将把逻辑页面名称自动映
射到 ViewBean 类名称。因此，对于外部客户机，只有 ViewBean 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为了安全性和其它原因，模块软件包中的所有 ViewBean 都必须直接存在于该软件包中。
子软件包中的 ViewBean 是不可访问的（必须将子软件包声明为模块，才可以访问这些 
ViewBean），但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使用它们 （例如，作为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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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Servlet

每个模块都有一个模块 servlet，为该模块中的对象处理所有客户机请求。模块 servlet 
用作前端控制器，它拦截所有客户机请求，并根据需要在将请求分发到应用程序组件之
前激活事件。例如，模块 servlet 将事件与请求的开始和结束、会话的启动和超时以及
各种错误条件相关联。“处理请求”一节中介绍了上述事件。

模块 servlet 通常是从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 servlet 派生的。由于应用程序 servlet 属于超
类，因此模块可以根据需要覆盖或添加为整个应用程序指定的行为。例如，当某个特定
模块对于特定事件 （例如会话超时）的处理具有不同的要求时，上述功能会很有用。模
块设计者可以根据需要指定模块的行为，同时仍然使用应用程序范围通用的前端控制器
行为。

模块 servlet 并不一定要从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 servlet 基类派生。相反，它可以直接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 com.iplanet.jato.ApplicationServletBase 类派生。但
是，通常无需避免此派生，而 Web 应用程序框架 IDE 工具集将自动创建从应用程序 
servlet 基类派生的模块 servlet。

软件包结构

通常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的 WEB-INF/classes 目录外观如下：

每个模块都是整个应用程序的自包含子软件包。某个模块中的页面和对象可以通过跨模
块浏览和/或简单类引用与其它模块中的对象进行交互式操作。文本档的后文中介绍了跨
模块浏览。

/Base application package (may be multiple directories deep)
<Application servlet>

<Other applicationclasses/objects/files>
/<module 1>

<Module servlet>
<Other module classes/objects/files>

/<module 2>
<Module servlet>
<Other module classes/objects/files>

...
/<module n>

<Module servlet>
<Other module classes/objects/files>
第 2 章 开发应用程序 25



创建 WAR 文件
与所有其它 J2EE Web 层应用程序一样，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在标准的 Web 应
用程序归档 (WAR) 文件中进行打包。对于 WAR 文件中特定文件的位置，Web 应用程
序框架应用程序有一定的假定。以下是建议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 WAR 文件的布局：

有两个平行的目录分层结构 — 一个用于 JSP 文件 , 一个用于模块类。这两个目录分层结
构应该保持平行，尽管严格说来不必如此。确切地说，开发期间每个 ViewBean 都使用
对等 JSP 的 URL 进行配置，此 URL 是任意的。然而，为了避免模块（可能由不同的组
开发）之间出现命名冲突，应维持上文所述的平行目录结构。

/[base application package]
/[module 1] 

[Module JSP files]
/[module 2]

[Module JSP files]
...
/[module n];

[Module JSP files]
/[other static resources]
/WEB-INF

Web.xml (the application deployment descriptor)
/classes

/[base application package]
[Application servlet class]
[Other application classes/objects/files]
/[module package 1]

[Module servlet]
[Other module classes/objects/files]

/[module package 2]
[Module servlet]
[Other module classes/objects/files]

...
/[module package n]

[Module servlet]
[Other module classes/objects/files]

/lib
[Sun ONE Application Framework runtime jar file]
[other Sun ONE Application Framework component libraries]
[other application jar/zip files]

/tld
/com_iplanet_jato

jato.tld (the Sun ONE Application Framework tag library descri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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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组件库

尽管早期版本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支持相当数量的特定类型的应用程序组件，但直到 
2.0 版才将上述支持正式化，并扩展到支持大多数类型的框架对象。从 2.0 版开始，视
图、模型和命令（以及支持的类）都可以被定义为组件。这样定义后， IDE 工具集就可
以对上述对象进行检查和处理，以实现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的高生产率的可视
开发。

Web 应用程序框架定义了一组基本组件，而且 Sun Microsystems 和其它开发者将要提
供其它组件库，以显著扩展核心框架的功能。有关创建自己的可重复使用的组件和组件
库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编写人员指南》。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的概念

从一开始， Web 应用程序框架就支持用于特定对象类型的组件模型。但是该组件模型
要求开发人员了解每个组件的 API 并在应用程序中编写使用该组件的代码。尽管这一级
别的功能已经够用，并且在生产率方面比同时代的竞争者 （它们当时没有，现在仍然没
有组件模型）具有显著优势，但是 Web 应用程序框架 2.0 版仍然将组件模型扩展到包
含所有类型的主要应用程序对象 （视图、模型和命令），实现了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
用程序的基于 IDE 的丰富开发功能。

在 2.0 版中，组件是各种受支持的组件类之一与元数据信息的结合。元数据被封装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特有的称作 ComponentInfo 的类中。在设计期间，开发环境可以
检查 ComponentInfo，并以便于使用的可见方式提供组件。

存储在 ComponentInfo 类中的元数据用于启用开发环境 （例如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IDE）中组件的自动使用。但开发人员仍然可以在应用程序中手动创建和
使用各种类型的组件，而无需定义 ComponentInfo 类。

有两种类型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第一种类型称作可分发组件。可分发组件被打
包在组件库中，通常作为一组组件的一部分进行部署。可分发组件具有与其关联的显式 
ComponentInfo 类，开发该组件是专门为了对其进行部署以供其他开发者使用。

相反，第二种类型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称作应用程序特有的组件或不可分发组件
（请不要将此上下文中的 “可分发”一词与 J2EE 中使用的该词相混淆，后者是指应用
程序在多个 VM 上运行；此上下文中是指分发给其他开发人员）。这些组件仅在对其进
行定义的应用程序中可以重复使用。它们通常不具有与其关联的显式 ComponentInfo，
并作为第一类对象存在于当前的应用程序中。例如，当您在应用程序中建立 
ContainerView 或模型时，您建立的就是在该应用程序内部使用的不可分发组件。由于 
IDE 工具集知道如何直接处理这些组件，因此开发人员无需进行其它操作就可以在同一
应用程序中使用这些组件。但是，如果要将不可分发的组件转换成可分发组件，通常需
要进行其它操作 （例如添加显式 ComponentInfo 类）。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组件分类，即可扩展组件。可扩展组件是指可以被划分成子类，用
以创建新类型组件的组件。可以创建不可扩展组件的实例，但不能将其扩展以添加新的
行为。就当前版本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而言，所有不可分发的组件都是从可扩展组件
（尽管它们本身并不是可扩展组件）派生的。只有某些可分发组件是可扩展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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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这些在开始的时候听上去令人困惑，请您不必担心。 IDE 工具集会自动为您管
理这些细微差别，您可以专心建立应用程序。作为应用程序开发人员，通常您无需担心
组件是否可扩展，或者是否具有 ComponentInfo 类。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包含核心接口、运行时类和许多用于创建 Web 应用程序框架
应用程序的基本组件。组件库被打包成一个 JAR 文件，它应该显示在应用程序的 WEB-
INF/lib 目录下。

使用 IDE 工具集创建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时，当前版本的组件库将被自动添加
到应用程序的 WEB-INF/lib 目录中。如果打开在以前版本的 IDE 工具集中创建的应用
程序，系统会提示您升级应用程序，包括 Web 应用程序框架运行时库。

其它组件库

除了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您还可以向应用程序添加其它组件库，只需将其置入
应用程序的 WEB-INF/lib 目录中即可。 IDE 工具集将自动识别并安装组件库（可能需
要一至二分钟），然后您就可以在应用程序中使用该库的新组件。

标记库的解压缩

库开发人员可以提供一个或多个标记库 （作为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的一部分），
以支持库的视图组件的呈现。标记库是在组件库的组件清单文件中声明的，当 IDE 工具
集识别组件库时，其标记库描述符 （.tld 文件）将从库 JAR 文件中自动解压缩，以
供应用程序使用。此外， IDE 工具集将自动在 Web.xml 文件中添加标记库条目。

标记库描述符文件将基于库文件名被解压缩到应用程序的 WEB-INF/tld 目录下的特殊
位置，以确保来自不同库的名称相同的文件不发生冲突。本例中，通过用下划线
（“_”）替换点 （“.”）将库名称转换成目录名称。例如，组件库的内部库名称是 
com.iplanet.jato，对标记库描述符进行解压缩时它被转换成 
com_iplanet_jato。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的标记描述符文件 终出现在应用程
序的 WEB-INF/tld/com_iplanet_jato 目录下。

标记描述符派生的实际目录名称将自动注册到 Web.xml 文件中的逻辑资源名称，以供
应用程序使用。此逻辑名称由组件库编写者选择。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中，描
述符被注册为资源 /WEB-INF/jato.tld。

标记描述符解压缩机制使用时间戳来确定在应用程序中添加新版本的库时，是否应该覆
写现有文件。这一功能确保开发人员只需使用简单的一个步骤就能升级应用程序的组件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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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文件的解压缩

在应用程序中添加组件库时，除了能够自动解压缩标记描述符文件， IDE 工具集还可以
解压缩库编写人员需要的任何其它文件。这些其它文件包括 JAR 文件、静态 HTML 文
件、图像文件、 JSP 或其它任何类型的文件。当在 IDE 中向应用程序添加新的组件库
时，这一过程是完全自动的，但是请务必阅读每个组件库的文档，并注意添加新的库后
可能会突然出现在应用程序目录结构中的其它文件。

创建页面 (ViewBean)
如上文所述，应用程序中的单个逻辑页面通常由两部分组成：ViewBean 及其关联的 
JSP。 IDE 工具集强调 ViewBean 部分，因为该部分是一个 Java 类，而且对于开发人员
需要的各种类型的编写任务 （例如组件的配置）天然就很适合。因此，可将 JSP 作为
逻辑页面对象的次要部分，以下各节将首先重点介绍创建 ViewBean 所需的任务，然后
介绍如何创建和管理 JSP 集。

创建 ViewBean 类
创建 ViewBean 非常简单。如果您使用的是 IDE 工具集，则只需在 IDE 中选择 “新
建” -> “Web 应用程序框架 (JATO)” -> “页面 (ViewBean)”，并从 “新视图向导”
的 ViewBean 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

为了让应用程序的客户机能够访问 ViewBean，您必须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模块软件
包中创建 ViewBean。模块软件包以外的 ViewBean 可用作模块软件包以内的其它 
ViewBean 的超类，但它们自身不能被客户机访问。

使用向导创建 ViewBean 时，通常将创建一个伴随 （或对等） JSP 文件，用以呈现该 
ViewBean。此 JSP 文件将显示在应用程序的文档根目录下，并通过 
<jato:useViewBean> 标记声明与 ViewBean 自动关联。按照惯例， JSP 的路径镜像了 
ViewBean 软件包名称，这样，置于 com.mycompany.main 软件包中的 ViewBean 将
使 JSP 创建在应用程序文档根目录的子目录 com/mycompany/main 下。有关 
ViewBean 的 JSP 关联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各节。

如果手动创建 ViewBean，您可以在其中一个应用程序模块软件包中创建 
com.iplanet.jato.view.BasicViewBean 的子类或创建其它 ViewBean 类。但
是，手动创建的 ViewBean 在 IDE 中只能作为纯文本 Java 文件处理 — 您必须将所有
组件和事件处理程序手动添加到 ViewBean 中。您还需要手动添加 JSP 文件并将其与 
ViewBean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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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

以前版本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使用严格的命名惯例将请求页面名称映射到 ViewBean 
类名称。从 2.1 版开始取消了上述限制， ViewBean 可以像其它类一样进行命名。对于
需要维持向后兼容的现有应用程序， Web.xml 设置可以切换这一严格惯例的使用。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4 章第 77 页上的 “部署应用程序”。

默认情况下，IDE 工具集将创建允许 ViewBean 不使用严格命名惯例的应用程序，也就
是说， ViewBean 类可以采用您希望的任意名称。

代码

如果双击 IDE 中的 ViewBean 类，或者使用文本编辑器将其打开，则会看到 ViewBean 
通常具有一些来自初始创建的预先存在的代码，以及位于受保护的块中的不能进行编辑
的代码 （至少在 IDE 中）。

请不要使用其它编辑器编辑 ViewBean 或其它 Web 应用程序框架对象中的受保护代码
块。下次更改 IDE 中的类时，将覆写您所作的更改。如果需要将代码添加到受保护区域
中的特定位置，请重新考虑这样做的目的 （很可能并不真需要在此处添加代码），或者
使用 ViewBean 或它的其中一个子组件的 “代码生成”选项卡按标准方式添加代码。

通常您可以向 ViewBean 添加所需的其它任何代码或方法，或者覆盖某些不具备可视 
IDE 表示的方法。您可能想覆盖的用于高级技术的方法包括 getDisplayURL()、
mapRequestParameters()、 setRequestContext()、 securityCheck()、
beginChildDisplay() 和 handleRequest()。

ViewBean 类中的代码通常不需要进行线程安全处理，因为每个请求线程都能获得专用
的 ViewBean 副本。另外请注意， ViewBean 是请求范围的对象，所以在两个请求之间
请不要尝试将数据保存在 ViewBean 实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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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JSP
呈现 ViewBean 以响应客户机请求的 通用的技术是使用所谓的对等 JSP。该 JSP 包含
自定义 Web 应用程序框架标记，此标记将 JSP 与它的对等 ViewBean 关联。在运行
时， JSP 和 ViewBean 协同工作，以呈现对当前请求的动态响应。此 JSP + ViewBean 
组合实现了强大的布局和内容功能 （JSP 技术的优势），同时还使 JSP 易于维护且无需
编写代码。

每个 JSP 只能与单个 ViewBean 关联，但一个 ViewBean 可同时与多个 JSP 关联。其它 
JSP 可能包含用于呈现 ViewBean 的内容和布局的变体；这就是第 43 页上的 “显示 
URL 和平行内容”中介绍的平行内容功能。但是，尽管具有此功能，ViewBean 在大多
数应用程序中普遍仅使用单个 JSP。

JSP 与其对等 ViewBean 之间具有一种经常被称作 “使用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
JSP 在呈现响应时使用其对等 ViewBean。但是 ViewBean 并不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与其关
联 JSP ；也就是说，它们的关系不是对称的。在呈现期间， JSP 从 ViewBean 中提取数
据。 JSP 调用 ViewBean 以提供该数据，但 ViewBean 从不为任何目的调用 JSP。就呈
现或显示进程而言， JSP 处于驱动程序的位置。

如果要将 JSP 与 ViewBean 关联，则 JSP 必须至少具有一个有效的 <jato:useViewBean> 
标记声明，用以调出 ViewBean 类。在运行时，当要求 ViewBean 显示其自身时，它必
须选择具有匹配的 <jato:useViewBean> 标记的 JSP，并返回与应用程序文档根目录相关
的 JSP 的 URL 作为它的显示 URL （通过 getDisplayURL() 和/或 
getDefaultDisplayURL() 方法）。

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 IDE 工具集中，每个 ViewBean 节点都有一个称作 JSP 的子种类
节点。该节点下可显示一个或多个 JSP 节点，每个 JSP 通过 <jato:useViewBean> 标记声
明与当前 ViewBean 关联，标记声明可以调出 ViewBean 的类名称。

每个关联的 JSP 都被假定为由 ViewBean 管理。被管理意味着添加子视图组件时，这些 
JSP 应该自动与 ViewBean 同步。（上述管理 JSP 的概念只是设计时概念，没有任何运
行时含义。）下面各节介绍了有关此功能的详细信息。

这些 JSP 节点对于开发人员的主要用处在于，它们使开发人员能够很容易打开 ViewBean 
的 JSP 文件，并在假定有一个以上被管理 JSP 的情况下选择默认值用于 ViewBean 的显
示。开发人员可以在 JSP 种类中的任意 JSP 节点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 “设置为
默认 JSP”菜单项，以选择该 JSP 作为 ViewBean 的当前默认值。一次只能有一个默认
值。

将特定 JSP 设置为 ViewBean 的默认值将导致该 JSP 的 URL 被设置为 ViewBean 的默
认显示 URL （通过 setDefaultDisplayURL() 方法）。您可能会在 ViewBean 的其
中一个受保护代码块中注意到调用此方法的生成代码。

如果在运行时执行 ViewBean，将使用默认 JSP 呈现 ViewBean，除非开发人员已经通
过覆盖 ViewBean 的 getDisplayURL() 方法返回不同的值。因此在开发期间，您始
终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默认 JSP 并重新编译 ViewBean 这一方法在不同的 JSP 之间进行
切换，以运行替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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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子视图组件

如果不向 ViewBean 添加子视图组件以代表页面上的显示字段，则 ViewBean 通常没有
用处。因此页面编写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向 ViewBean 添加子视图组件，并将组件配置
为访问模型数据。

通过在 ViewBean 的视图组件节点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 “添加视图组件 ...”，您
可以轻松向 ViewBean 添加子视图组件。将显示组件选择器对话框，该对话框显示了应
用程序中当前可用的视图组件以及该组件的所有已安装应用程序库。或者，您可以从组
件调色板中选择要添加的组件。

子视图组件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视图实现 
com.iplanet.jato.view.DisplayField 接口并在实际上充当视图组件树的树
叶。 DisplayField 通常代表单个原始数据（例如字符串或整数），用户经常可以对其进
行更改并将其重新提交给服务器。DisplayField 视图组件的典型示例包括标准组件库附
带的基本文本子段组件。

有时某些 DisplayField 组件很复杂，即它们同时实现 ContainerView 接口并且自身具
有子视图组件。开发人员通常将这些组件作为 DisplayField 用于交互式操作，却没有意
识到它们本身就是复合组件。

标准组件库中提供的各种 DisplayField 组件都能够通过 ModelReference 和模型字段绑
定与模型关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 章 “编程指南”第 58 页上的 “使用值”。

第二种类型的视图组件是 ContainerView （或称作 pagelet），它实际上包含多个子类
型 （包括 TiledView 和 TreeView）和第三方提供的其它类型。 ContainerView 是特殊
类型的视图，可以包含其它视图 （包括其它 ContainerView）并用作复合组件。通过 
ContainerView，可以将视图组件嵌套进通常称作视图组件分层结构中的任意级别中。在
客户端应用程序的术语中， ContainerView 相当于面板组件 （例如 Swing 中的 
JPanel）。 TiledView 组件大致被描述为表格组件 （虽然其用途并不仅限于此），而 
TreeView 组件则相当于树组件 （例如 Swing 中的 JTree）。

各种类型的 ContainerView 都可以具有自定义属性和方法，这使开发人员更容易使用它
们进行交互式操作，而无需使用或了解它们包含的一组复杂的组件。ContainerView 通
常是应用程序特有的不可分发组件，也就是说，它们通常是当前应用程序中的类型，可
由开发人员部分实现或进行扩展。

在向 ViewBean（或其它 ContainerView）添加 ContainerView 组件方面，其操作与添
加其它类型的视图组件没有实质性区别。ContainerView 像其它视图组件一样显示可配
置的属性。唯一的区别在于，为了与 ViewBean 的 JSP 进行交互式操作，ContainerView
通常显示其内部复杂性。确切地说，开发人员通常可以看见 ContainerView 的子组件并
对这些组件分别进行同步和布置。
32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开发人员指南 • 2004 年 4 月



向 ViewBean 或其它 ContainerView 添加子视图组件后，开发人员只需通过其属性表
单对其进行配置。填写所有属性后， ViewBean 中的生成代码将被更新，以在运行时配
置组件。另外，当每个子视图组件被添加到 ViewBean 中后，将向 ViewBean 的被管理 
JSP 中添加匹配的 JSP 标记。将对该标记进行 小配置，并在仅对 JSP 中静态内容布局
进行基本考虑的情况下添加该标记。开发人员必须为该标记添加所有需要的附加属性，
并对其进行布置，以适合页面的布局。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一节。

同步到 JSP

如果仅仅是将子视图组件添加到 ViewBean 中，则显示 ViewBean 时将未必呈现或不呈
现子视图组件。例如，某些视图组件应该只显示在与 ViewBean 关联的特定 JSP 中，或
者只能由应用程序代码将其用于与模型字段关联。

每个子视图组件必须在与 ViewBean 关联的 JSP 中具有表示才能与该 ViewBean 一起呈
现。该表示通常是组件编写人员提供的自定义 JSP 标记。例如，向 IDE 中的 ViewBean 
添加基本文本字段组件时，工具集将自动向 JSP 添加 <jato:textField> 标记，以在显示 
ViewBean 时呈现该组件。

因此，向 ViewBean 添加视图组件这一概念实质上包含了将 ViewBean 的一个或多个被
管理 JSP 同步到这组子视图组件的概念。每个 JSP 基本上能够只使用与之相关的字段，
因此开发人员需要一种方法，用于轻松管理每个子视图组件的 JSP 表示。

“同步到 ViewBean... ”功能的目的在于使上述 JSP 管理更简单。通过在 ViewBean 中
的 JSP 节点上单击鼠标右键并选择此菜单项可以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使用该对话框
选择要在该 JSP 中显示的所有子视图组件。按 “确认”后， JSP 中将作出更改 — 删除
被删除的组件标记，添加被插入的组件标记。然后您可打开 JSP 文件本身并对这些标记
进行布置，以使其在 JSP 的整体布局中工作 （插入的标记将被添加到靠近文件末尾
处）。

该功能只是一种简便方法。通过添加、编辑或删除 JSP 文件中的标记，您可以手动将 
ViewBean 同步到 JSP。事实上，某些视图组件可能不支持自动同步，而需要手动同步
才能显示在呈现的输出中。

将基于 JSP 的内容类型向 JSP 添加 JSP 标记。开发人员能够为组件支持的每个内容类型
选择标记模板，这样，使用不同内容类型时您会在同一视图组件中看到不同的 JSP 标记，
这取决于 JSP 的语言。请注意每组标记支持的功能，功能可能也会因内容类型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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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IDE 执行页面

编写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时，您通常希望能够运行当前页面，以查看页面的工
作情况并测试其 JSP 布局。通过执行 ViewBean，您只需要一个步骤就能完成所有操
作，而无需手动打包应用程序，将其部署到容器中，然后打开指向正确 URL 的浏览
器。

首先，从应用程序节点中选择 “全部建立 ...”，以确保至少对应用程序进行过一次全面
编译。（执行 ViewBean 时，将为您编译当前模块中的所有文件。）在所需的 ViewBean
上单击鼠标右键，并选择 “执行页面 （重新部署） ”菜单项或工具栏按钮。根据您为
Web 应用程序选择的默认 J2EE 服务器（请参见 Sun Java Studio Enterprise 6 帮助），
将自动部署应用程序并为该 ViewBean 装入指向正确 URL 的浏览器。如果对应用程序
代码作了任何更改，您必须使用“重新部署”选项执行页面，否则所作的更改将不会反
映在应用程序中。唯一的例外是对 JSP 的更改，对 JSP 所做的更改将被自动检测。

您只能执行 Web 应用程序框架模块中的 ViewBean。请记住，应用程序客户机无法访
问模块外的 ViewBean。

创建 Pagelet (ContainerView) 组件
本节介绍如何从组件库包含的可扩展组件创建视图组件。可扩展组件是用于扩展（创建
子类）以创建新类型组件的组件。定义新组件类型（以可扩展组件为基础）后，可以在
给定应用程序中使用它的多个实例。

创建 ContainerView 类
ContainerViews 类的创建没有任何不同；其进程与创建 ViewBean 类相似。唯一的区
别在于， ContainerView 像所有 pagelet 一样不能独立执行。必须将其定义为其它组件
的子组件并置于某个页面中才能运行。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ContainerView 以及其它类型的 pagelet 可能选择不创建 JSP 片
段，而是将所有呈现委托给其父组件。也就是说，表示 pagelet 及其子页面的自定义标
记将被置于父页面的 JSP 中 （或者父页面的父页面，如果父页面没有自己的 JSP，以此
类推），而不置于独立的 JSP 片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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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模型

许多类型的 ContainerView 都使用主模型 （或驱动其表示的模型）的概念。例如，
TiledView 实现通常需要 DatasetModel 类型的主模型，以从一个平铺显示继续到另一
个平铺显示，并决定停止叠代的时间。同样， TreeView 实现也需要 TreeModel 类型
的主模型，以显示该数据的分层结构视图。

处理请求
处理并响应客户机请求无疑是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存在的理由。本节简要介绍
了 Web 应用程序框架提供的用于处理和响应客户机请求的各种功能。

请求生命周期

每个请求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提交阶段和显示阶段。

当用户访问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的页面时，该用户向运行应用程序的服务器生成一个 
HTTP 请求。应用程序的模块 servlet 将对该客户机请求进行初始处理，模块 servlet 用
作特定应用程序模块的前端控制器。模块 servlet 激活各种请求生命周期事件 （例如会
话超时检测），然后根据客户机提交的信息确定要调用的 ViewBean 类。Servlet 调用的 
ViewBean 类通常是负责生成用户的上一个响应的同一个类。这样，按照应用程序开发
人员的指令，页面 (ViewBean) 之间的转换仅发生在服务器上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

当要求页面响应请求时，模块 servlet 将调用页面 ViewBean 的 
invokeRequestHandler() 方法。这是进入相应应用程序的第一个点。提交阶段由此
开始。在提交阶段期间，提交的值将被映射到视图组件和模型中，然后将调用事件处理
程序，以处理请求并准备结果。通常，当应用程序 （或框架）从事件处理程序内部的同
一或另一 ViewBean 中调用 forwardTo() 方法时，提交阶段将结束，显示阶段开始。

显示阶段期间将进行多个操作，其中 重要的操作是提交与 ViewBean 关联的 JSP。这
导致回叫关联的 ViewBean 的 beginDisplay() 方法。处理 JSP 时，将呈现 
ViewBean 及其所有子项，在 ViewBean 中调用 endDisplay() 方法后，呈现完成。但
是请求还没有完成，因为 forwardTo() 方法将返回到对其进行调用的任意代码。该代
码完成后，调用栈将展开，响应被发送给客户机。

在调用栈展开之前，模块 servlet 将激活其它请求生命周期事件，将调用所有已注册的 
RequestCompletionListener，以便它们能够进行诸如向会话添加 新信息之类的操作
（但并不对响应产生任何影响）。至此，请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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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控制器事件

将每个请求分发到单个 RequestHandler （ViewBean 或它的其中一个子项）之前，前
端控制器将对请求进行处理。具体说来，前端控制器是模块 servlet。模块 servlet 通常
是从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 servlet 派生的，而应用程序 servlet 通常是从 
com.iplanet.jato.ApplicationServletBase 派生的（此模式可能会有变化，
但 终所有 Web 应用程序框架 servlet 都必须从 ApplicationServletBase 派
生）。 ApplicationServletBase 在请求处理期间激活多个事件。开发人员可以通过在应
用程序或模块 servlet 中覆盖事件回叫方法来响应这些事件。通过这些事件可以将通用
的请求处理逻辑统一到单个位置。

下表列出了模块 servlet 激活的事件 （有关 
com.iplanet.jato.ApplicationServletBase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JavaDoc）：

要使用这些事件，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只需覆盖这些事件方法并执行所需的任意逻辑。
通用的行为是将请求重定向到其它页面，而不是客户机 初请求的页面。该行为常用于
出现错误或会话超时的情况下。但是，这些事件是在请求处理发生期间激活的，它们不
提供特定的通信机制，无法告诉主要请求处理逻辑停止正常处理。

事件方法 说明

onAfterRequest 在当前请求完成后激活该事件。可用于清除请求特有的资源或对会话中
的数据进行 终处理。

onBeforeRequest 接收到新请求时激活该事件。可用于检验请求的某些部分 （例如用户主
要参数），或在某些情况下重定向请求。

onInitializeHandler 激活该事件可以对 RequestHandler 实例 （通常是 ViewBean）进行应
用程序特有的初始化处理。可用于处理 ViewBean 的通用初始化 （可能
基于某些请求属性）。

onNewSession 当接收到没有会话的请求并为客户机创建新会话时激活该事件。可用于
为用户会话预先填充数据。

onRequestHandlerNotFound 未找到被请求的 RequestHandler （即 ViewBean）时激活该事件。一般
用于响应。

onRequestHandlerNotSpecified 请求中未指定 RequestHandler （即 ViewBean）时激活该事件

onSessionTimeout 接收到会话 ID 已过期的请求时激活该事件。一般用于对客户机会话进行
重新初始化或将其重定向到登录页面。

onUncaughtException 当请求处理期间发生意外的异常时激活该事件。一般用于向客户机展现
错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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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供了一种上述情况下常用的方法。Web 应用程序框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异常类
com.iplanet.jato.CompleteRequestException，可在请求处理期间的任意位置
将其发出，而实际上不会将错误情况告诉客户机。此异常通常的用法如下：将请求处理
重定向到其它 ViewBean，或者使用 Servlet API 将结果直接发送回客户机，然后发出
CompleteRequestException，以中途停止原来的请求。实质上，该异常告诉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请求处理框架结构，开发人员已经对响应进行了处理，无需进行进一步
处理。以下示例是在会话超时的情况下使用此技术将请求重定向到其它 ViewBean：

在响应已经被处理的情况下，如果忘记发出 CompleteRequestException，则通常
会得到一个 J2EE 或应用程序错误，或者使容器完全忽略第一个响应，从而无法达到处
理事件的目的。

与应用程序中放入代码的其它位置不同，必须保证模块或应用 Servlet 中代码的线程安
全。因此，必须避免使用成员变量 （静态变量或其它变量）在 Servlet 中存储请求范围
的数据。

应用程序事件

在前端控制器激活用于请求的各种事件并确定分发请求的 RequestHandler （例如 
ViewBean）之后，将调用 ViewBean 来完成对请求的处理。确切地说， ViewBean 负
责确定将由它的哪个子组件负责对请求的处理，并调用该组件实际处理事件。此进程被
称作请求处理。

在此我们可以说， ViewBean 至少部分实现了逻辑控制器的功能，这可能会让有些人感
到困惑，因为我们已经说过 ViewBean （也）是视图组件。这就是 ViewBean 的特殊功
能之一，它具有双重性质，既是请求的视图，又是请求的部分控制器。这种情况实际上
非常直观 — 就像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窗口或对话框对象确定它所包含的哪个 GUI 窗
口小部件应该接收鼠标单击事件， ViewBean 负责确定它所包含的哪个视图组件应该响
应请求事件。

public void onSessionTimeout(RequestContext requestContext)
{

// Obtain a ViewBean in the application
ViewBean viewBean=

requestContext.getViewBeanManager().getViewBean(SessionTimeoutViewBean.class);
// Forward the request to a ViewBean
viewBean.forwardTo(requestContext);

// Abort normal request processing
throw new CompleteRequestEx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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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使用组件模型将组件组合成应用程序，因此使用上述方法是很
自然的。就像 Swing 可视组件具有一种逻辑，可帮助它们确定哪个子组件已经被点击，
Web 应用程序框架也具有类似的逻辑。如果没有这种功能，就不可能创建可进行组合的
视图组件，也不可能将视图组件连在一起创建视图分层结构。

在请求处理期间， ViewBean 及其包含的每个 ContainerViews 将依次检查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以确定它是否负责处理该请求
的组件。发现负责组件后，请求将被分发给该组件，这通常导致事务逻辑事件被激活。

以上描述比较抽象，可能会使您对 “负责组件”一词的含义感到不解。负责组件是第一
个实现 com.iplanet.jato.RequestHandler 的视图组件，当请求处理期间调用 
acceptRequest() 方法时，负责组件将从该方法返回一个非空的结果。组件通常检查
请求参数，并确定参数是否包含与该组件应处理的事件相对应的“名称 - 值”对，从而
确定是否从该方法返回对象。此进程的详细信息不在本文档讨论范围之内，但 重要的
是，应该了解 CommandField 是此进程中的关键决策者。下一节中将介绍 
CommandField。

CommandField

CommandField 是与页面中的组件相对应的特殊类型的视图，客户机可以激活组件以启
动对服务器的请求。尽管在理论上任意类型的视图都可以实现 CommandField 接口，
但实际上这没有太大意义。相反，只有特定类型的视图 （例如按钮显示字段）可以实现
该接口。例如，对 HTML 而言，按钮 (<input type="submit">) 和链接 (<a href="...">) 
在应用程序中都是由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的 CommandField 表示的，因为按钮和链接
都是用户单击 （激活）后将另一个请求发送给服务器的组件。

CommandField 可以像其它任何视图组件一样被添加到 ViewBean 或其它容器中，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包含按钮和 HREF/链接 CommandField 组件。区别在于，
框架知道这些类型的组件是特殊的，并以特定方法对其进行处理。确切地说，在请求处
理期间将对其进行检查，以确定它们是否当前请求的源。

此进程的 后结果如下：例如，当用户单击 HTML 应用程序中表单上的按钮后，应用程
序中的按钮组件将被调用，以确定如何处理该请求。按钮组件具有特殊属性，可以告诉
父组件如何为该请求调用事务逻辑。确切地说，被激活的按钮或其它 CommandField 指
定应该为当前请求调用的、开发人员定义的命令对象。或者， CommandField 可以指定
调用默认命令对象来处理当前请求 （通过不指定其它命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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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描述符属性

开发人员可以指定当通过字段的 “请求处理程序”属性激活字段时调用的命令对象。
CommandDescriptor 是 Web 应用程序框架对象，对运行时所需的信息进行编码，以
构建命令类的特定实例并对其进行调用。 CommandDescriptor 至少指定在运行时应该
为哪个命令类创建实例。（仅在相应的 CommandField 被激活时才能构建命令类。）

通过省略字段的“请求处理程序”属性值，开发人员以隐式方式指示框架使用默认命令
对象来处理请求。

命令对象的选择将导致处理 Web 应用程序框架事务逻辑事件时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通过 CommandField 父项中的请求事件处理程序方法 （如果使用默认命令），或通过
开发人员定义的命令对象。以下各节中将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介绍。

请求事件方法处理程序

处理请求事件 通用的方法是使用请求事件方法处理程序。开发人员使用特定的命名惯
例和签名实现某种方法，当相应的 CommandField 被激活时将自动调用该方法。这与实
现客户端应用程序的事件处理程序方法非常相似。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易于理解和维护、将代码本地化到相关对象、使开发人员能够编写
简单的过程逻辑。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事件逻辑不能在不同字段或页面中重复使用（尽
管这些方法可以调用能够以这种方式重复使用的通用方法）。

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该事件处理程序方法是在负责的 CommandField 的父项中实
现的。它的实际操作比听上去直观。例如，如果您创建了新的 ViewBean 并向其添加了
按钮组件作为子组件，您应该在按钮组件的父项 (ViewBean) 中实现请求事件处理程序
方法。

您将无法在其它任何地方实现该方法，因为您在容器中创建了按钮组件的实例 — 您无
法向实例中添加新方法！这一事实表明，ContainerView 类型和子组件实例之间存在密
切的关系，容器和子组件协同工作形成可用的组件。

请求事件处理方法的签名如下，其中 <childName> 是子组件的本地 （未限定）名称：

public void handle<childName>Request(RequestInvocationEvent 
event)

例如，在以上示例中，如果您向 ViewBean 中添加了名为 submit 的按钮组件，您将需
要在 ViewBean 中实现以下方法，以处理来自该按钮的事件：

public void handleSubmitRequest(RequestInvocationEvent event)

（子组件的名称将自动变成大写，这是创建符合惯例的方法名称所必需的。）

尽管您可以将该方法手动添加到 ContainerView 类中，但是使用 Sun Java Studio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模块的优势在于，您只需单击鼠标右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 
handleRequest 事件。这样就可以将相应的方法桩模块添加到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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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仅在开发人员未指定 CommandField 的 “请求处理程序”属性值的情况下
才使用上述事件处理方式。如果开发人员为 CommandField 指定了描述符，框架将假
定描述符中指定的命令对象将全权处理请求。 IDE 可能仍然允许您向视图中添加事件处
理程序桩模块，但是如果指定了描述符，将不对其进行调用！

有关如何在事件处理程序方法中实际实现事务逻辑的信息，请参见以下各节。

命令事件处理程序

请求事件处理程序方法的替换方法是直接实现命令对象，并通过为字段的“请求处理程
序”属性提供一个值将命令对象与 CommandField 直接关联。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允许重复使用应用程序特有的行为或库提供的行为，它提供“指
向并单击”式应用程序组件，而且通过删除事件处理程序方法使视图组件对于某些开发
人员更明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它会导致增生许多命令类 （潜在意义上每个 
CommandField 实例一个），它将事件处理逻辑与生成这些事件的对象分开（较少的组
件行为封装），它需要更多的前期设计，实现相同的任务时它比请求事件方法处理程序
需要更多的代码。

要使用这种方法，开发人员只需创建一个 Java 类，以实现
com.iplanet.jato.command.Command 接口 （手动创建或使用 Web 应用程序框架
工具集中的向导创建）。完成此项工作后，就可以在 CommandField 的“请求处理程序”
属性的“命令类”属性中指定命令。

有关如何在命令对象中实际实现事务逻辑的信息，请参见以下各节。

选择事件处理方法

关于如何选择请求事件处理方法，一般的建议是，请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哪一种方法能满
足应用程序的要求。人们已经发现，大多数应用程序同时使用两种方式。

通常，如果希望在组件中封装事件处理逻辑，或者要创建可重复使用的组件，或者只希
望快速创建可使用的对象而无需提取事件处理中的详细信息，那么请求事件处理程序方
法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

相反，如果希望将事件处理中的详细信息提取到通用类中，要求复杂逻辑可以重复使
用，或者希望提供能够轻松组合成应用程序的预先建立的请求事件处理逻辑，请使用命
令对象。

另外还需要考虑，创建命令对象通常需要更多的前期工作，但以后可以对其进行重复使
用，您的工作将得到补偿。请求事件处理程序方法快速而简单，使用过 Swing 或其它
客户端应用程序开发技术的众多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对它都很熟悉，但要使重要的逻辑可
以重复使用，则需要做更多工作。

后要说明的是，即使在同一对象中也没有关于使用哪种方法的绝对规则，并且没有这
种必要。 Web 应用程序框架使您可以基于每个字段灵活选择效果 佳的方法，并鼓励
开发人员大胆选择适合手头工作的 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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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事件处理逻辑

无论您选择使用哪种方式处理请求事件，是使用事件处理程序方法还是命令对象，您都
必须编写一些逻辑，使您的应用程序完成有意义的工作。事件处理逻辑通常执行以下例
行模式：

1. 执行业务逻辑

a. 获取用户提交的值

b. 处理这些值

c. 为对象准备结果并准备显示对象

2. 向客户机呈现响应

事件处理逻辑通常是程序性的 — 每个请求主要由单个方法主体处理，尽管该逻辑可能
会引用它所需要的任意对象或方法 （和其它任何 Java 代码一样）。

向前引用

在事件处理逻辑中可以向前引用 Web 应用程序框架对象 （例如 ViewBean），以便为
即将到来的显示周期配置这些对象。例如，开发人员可以从当前页面的字段中获取值，
然后在事件处理逻辑中其它页面的其它字段中设置该值。对于使用过客户端应用程序开
发技术 （其中的 GUI 窗口小部件处于全状态，可以随时从应用程序的任意位置引
用。）的开发人员，这种技术看上去应该很熟悉。

业务逻辑

我们假定大多数开发人员已经熟悉编写应用程序业务逻辑的整体概念 （Web 应用程序
框架 API 的用法除外）。由于第 3 章第 47 页上的 “编程指南”介绍了 Web 应用程序
框架 API 的用法，所以本节将跳到有关开发人员在业务逻辑执行后如何回复客户机请求
这一内容。

除了使用 Web 应用程序框架 API，开发人员还可以任意使用事件处理逻辑中的容器提
供的 J2EE API。例如，使用 Servlet、JDBC、JNDI、EJB、JavaMail 或其它 J2EE 技术
或 Web 应用程序框架事件处理程序范围内的 API 都是完全可行并可以接受的。但是在
某些情况下， Web 应用程序框架还提供了一些功能，使这些 API 更加易于使用。第 3 
章第 47 页上的 “编程指南”介绍了其中某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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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响应

因响应请求而执行业务逻辑后，开发人员必须确定应该发送给客户机的响应，并根据所
需的技术实际呈现该响应。您必须将某种响应发送给客户机请求，不管该响应是其它页
面还是错误消息。大多数情况下，该响应是执行请求后自然产生的其它页面。例如，如
果用户单击按钮将商品添加到购物车中，该响应很可能是显示一个页面，其中包含该用
户购物车的详细信息。

每个请求都会进入一个关键点，这时焦点不再是请求，焦点将转移为发送对请求的响应。
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术语中，请求生命周期中的这一转折点通常被称作从提交周期到
显示周期的转换。在提交周期期间，提交的值被映射到视图组件和模型，并调用事件处理
程序来处理结果和准备结果。在显示周期期间，结果被呈现 （或显示）给客户机。

页面流

普遍存在的瘦客户机式样的链接在一起的页面通常被称作页面流。用户调用第一个页面
上的操作，该操作向服务器发送请求，服务器再将响应页面发送给客户机，这样用户从
一个页面流动到另一个页面。

处理页面流的方法有很多种。某些框架认为页面流是第一类要求，应该由预期的框架直
接处理。例如，这些框架可能会指定业务逻辑返回用于呈现响应的 JSP URL。上述方法
常见的问题是，响应呈现机制会变得非常脆弱 — 很难使用此机制以外的其它机制发送
响应。如果此机制假定应该调用 JSP 或 URL 来呈现响应，则很难满足与此方法不相容
的特定应用程序的要求。例如，某些应用程序请求可能会导致返回一个二进制响应（例
如 PDF 文件）。如果框架假定应用程序不能直接响应客户机，上述情况将很难解决。

相反， Web 应用程序框架启用简单的页面流机制，却让开发人员决定如何呈现响应。
确切地说， Web 应用程序框架开发人员能够轻松地在响应中转发或包含任意 
ViewBean、转发或包含任意 URL，或使用标准的 Servlet API 将结果直接发送给客户
机。

显示 ViewBean

通用的呈现结果的方法是将请求转发给其它 ViewBean （此术语是从基本的 J2EE 
Servlet 功能派生的，即允许将请求转发给响应 URL）。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术语中，
这通常被称作显示 ViewBean。由于 ViewBean 通常具有对等资源 （例如与其关联的 
JSP）的 URL，因此只要知道使用哪个 ViewBean 来显示响应，框架就能够处理为 
ViewBean 实际调用适当的 JSP 这样的细节问题。

因此，为给定请求执行业务逻辑后，开发人员只需使用 ViewBeanManager 获取所需的
目标 ViewBean 的引用，并调用 ViewBean 的 forwardTo() 方法来呈现该 
ViewBean，以此作为对客户机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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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您所看到的，从提交周期到显示周期的过渡是由开发人员调用 forwardTo() 而触
发的。这为开发人员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 开发人员可以在事件处理程序中的任意位置
触发该调用。而且， forwardTo() 方法 后将返回，返回后开发人员将有机会在显示
周期期间进行一些附加工作 （但是这种情况很罕见）。

无论重点是在提交阶段还是显示阶段，这两个阶段本质上都是逻辑性的 — 对于应用程
序，它们是一个请求的两个方面。

显示 URL 和平行内容

那么，ViewBean 如何知道应该使用哪个 JSP 进行显示呢？调用 forwardTo() 后，有
两种方法可以让 ViewBean 指定用以呈现 ViewBean 的 URL。

第一个方法是 ViewBean.getDisplayURL()。该方法返回一个包含 URL 的字符串，
将使用 Servlet API RequestDispatcher 机制转发该 URL。（该 URL 无需调出 JSP；相
反它可以调出一个静态 HTML 页面 （如果无需动态显示数据）或使用其它 （非 JSP）
动态呈现机制编写的页面。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显示 URL 将引用 JSP，因为这是可随时使
用的 J2EE 机制。）

public void handleSubmitRequest(RequestInvocationEvent event)
{

// Do business logic here (this is still the submit cycle)
...

// Display a ViewBean as a result
ViewBean targetViewBean=

event.getRequestContext().getViewBeanManager().getViewBean(
ResponseViewBean.class);

targetViewBean.forwardTo(event.getRequestContext()); // Start display cycle

// Finish up (this occurs during the display cyc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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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URL 的值将由 ViewBean 全权决定。例如， ViewBean 可能会使用请求中的某些
信息 （例如客户机的语言环境）在两个不同 URL （一个用西班牙语，另一个用法语）
中做出选择。在核心 BasicViewBean 实现中，如果开发人员不为 getDisplayURL() 
方法提供替换逻辑，该方法将返回 getDefaultDisplayURL() 方法的值。开发人员
可以使用代码设置该值，也可以在 IDE 中自动设置，只需选择 ViewBean 节点下的 
JSP，单击鼠标右键并选择 “设置默认值”选项即可。

ViewBean 能够从一组 URL 中选择特定的 URL，这属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平行内容
功能。平行内容是指开发人员通常希望使用多种不同方式呈现相同的动态内容。使用单
个 JSP 时，如果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设置大量条件或者从 JSP 中取出静态内容。上
述做法通常会导致生产效率和维护问题。因此， Web 应用程序框架提供了将多个 JSP
（或其它 URL）与同一 ViewBean 关联的功能。这使开发人员能够提供平行页面，这些
页面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示实质上相同的动态数据。

此功能的用途之一是使用不同的语言创建包含静态内容的页面。例如，创建既能用英文
又能用日文表示 ViewBean 数据的单个 JSP 将比较困难。不仅字符集和语言有很大差
别，而且日文页面的布局与英文页面的布局也大不相同。开发人员可以编写两个更为简
单的 JSP，而不编写单个非常复杂的 JSP。两个 JSP 将引用相同的 ViewBean，但以不同
方式表示数据。 ViewBean 可以通过检查语言环境或用户的语言首选项来确定用以显示
自己的 JSP，并通过 getDisplayURL() 方法返回适当的 URL。

平行内容的另一个用途是使用不同的设备类型。例如， ViewBean 可以呈现为 HTML 
文档或 WML 文档。由于标记语言存在无法兼容的差异，因此不可能创建一个通用的 
JSP 进行两种呈现。相反，开发人员可以使用两种标记语言分别创建 JSP，并让 
ViewBean 确定要使用的 JSP。同样， ViewBean 可以使用某些信息来确定通过 
getDisplayURL() 方法返回哪一个 URL。

可能在无意中让您认为核心 BasicViewBean 类中已经建立了现成的决策机制，但实际
上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在于：Web 应用程序框架不可能了解应用程序特有的变量的范围，
该变量可能会使您决定显示某个 URL 而不是其它 URL。而且，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必须
决定用以区分不同版本 JSP （例如，英文还是日文）的 URL 模式。由于上述及其它原
因，没有做这方面的规定。

因此，当需要使用平行内容时，开发人员应该覆盖 getDispayURL() 方法，以提供必
需的决策逻辑。此外，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和组件提供商有望提供内置了特定试探程序和
方案的 ViewBean 组件，这些试探程序和方案将用于确定和定位平行 JSP。这些组件的
用户将有权在充分了解其决策的情况下使用特定机制，并能够根据需要使用具有不同机
制的不同组件。

尽管其它对象可以调用 ViewBean 的 setDefaultDisplayURL() 方法来更改 
ViewBean 在该请求期间使用的 URL，但由于这样做违背了该方法的语义，会导致对象
之间出现难以维护的相关性，因此不鼓励使用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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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EE 限制

Servlet 规范表明，如果以前已经向客户机提交给定请求，那么在该请求中多次调用 
RequestDispatcher.forward() 将是非法的。这将牵涉到 
ViewBean.forwardTo() 方法。

通常，此限制意味着不可能在单次请求中多次调用 ViewBean.forwardTo()。唯一的
例外是在未将当前响应提交给客户机的情况下。当响应缓冲区容量已满，必须刷新以容
纳其它响应数据时，响应将被提交给客户机的输出流。第一次刷新客户机后，系统将认
为响应已经被提交，尝试再次转发将导致 Servlet 容器发出 
IllegalStateException。如果使用 JSP 呈现响应，可以通过在页面中设置属性来
配置响应缓冲区，以便开发人员对这种限制进行有限控制。

但是，在给定请求中进行多次转发通常并不常见 — 开发人员选择且仅选择一次响应 — 
所以此限制对大多数应用程序没有影响。一个可能的例外是，转发之后应用程序遇到显
示周期期间的错误，需要显示错误页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务必将响应缓冲区设置
得足够大，以容纳上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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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3

编程指南

Web 应用程序框架“编程指南”一章介绍了通用的编程方案并说明了如何使用 Web 应
用程序框架中的某些基本对象。

总的来说，本文中的信息是对 Web 应用程序框架 JavaDoc 的补充。有关 API 用法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 JavaDoc。

使用 RequestContext
RequestContext 是在请求期间提供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相关的服务的主要对象。几乎
可以随时从 Web 应用程序框架请求中的任意位置获取该对象，它可以用于访问 J2EE 
功能和 Web 应用程序框架功能。

获取 RequestContext
获取当前 RequestContext 实例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如果在其中编写代
码的当前对象 （例如 ViewBean 或模型）实现 
com.iplanet.jato.RequestParticipant 接口，则很可能在控制被传递到代码之
前该对象就已经拥有 RequestContext 实例。在将这些对象返回给调用程序之前，
ViewBeanManager 和 ModelManager 将自动对实现 RequestParticipant 接口的 
ViewBean 和模型设置 RequestContext。特别是， BasicViewBean、
BasicContainerView、 BasicTiledView 和 BasicTreeView 都有一个名为 
getRequestContext() 的方法，在上述对象中的任意位置几乎都可以使用该方法获
取 RequestContext。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在上述对象的构建期间不能使用此方法，因
为在完全构建这些对象之前，不能在其中设置 RequestContext。

获取 RequestContext （及其某些主要子对象）的第二种主要技术是使用 
com.iplanet.jato.RequestManager 类中的静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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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这些方法及其说明。

这些静态方法可以用于从请求的上下文中的任意对象或方法中获取 Web 应用程序框架 
RequestContext，它们 为有用之处是无需向对象的方法调用中添加 RequestContext 
参数。使用这些方法不会对应用程序的性能产生任何影响；确切地说，不会造成线程同
步。

这些方法都不能用于请求的范围之外。例如，不能使用它们获取对象的静态初始化程序
或 servlet 的 init() 方法中的会话对象。

Servlet 事件方法将 RequestContext 指定为参数，激活其它应用程序事件时所使用的很
多事件对象都具有 RequestContext 成员。您可以使用以此方式提供的实例，而不使用
上述其它技术。

获取 Servlet 请求和响应对象

由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 终是一个基于 servlet 的应用程序，因此它可以访问
当前请求的 javax.serv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和 
javax.serv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对象。可以通过 RequestContext 的 
getRequest() 和 getResponse() 方法获取请求和响应对象。也可以通过上述 
RequestManager 方法方便地获取这些对象。

只要注意几个警告（主要关于响应对象，将在其它部分说明），您就可以像在任何基于 
servlet 或 JSP 的 J2EE 应用程序中一样使用请求和响应对象了。

获取会话对象

如果您有当前请求的 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 （请参见上文），或者直接通过上述 
RequestManager 方法 getSession()，都可以获取 
javax.servlet.http.HttpSession 对象。

方法 说明

getRequestContext() 返回当前请求的 RequestContext 对象。此方法只能在请求的范围内使用。

getRequest() 返回当前请求的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此方法只
能在请求的范围内使用。

getResponse() 返回当前请求的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对象。此方法只
能在请求的范围内使用。

getSession() 返回当前请求的 javax.servlet.http.HttpSession 对象。此方法只能在请求的
范围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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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可用对象

除了上述对象和其它几个简便方法外，使用 RequestContext 还可以访问三个主要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特有的管理器对象。

下表显示了这三个主要对象。

RequestCompletionListener 接口

希望在当前请求完成时得到通知的对象可以使用 RequestContext 将自己注册为 
RequestCompletionListener。无论当前请求的结果如何 （例如，无论请求正常完成还
是以错误结束），注册后的侦听程序都将在当前请求处理结束时收到通知。

对象可以使用此机制执行 后任务，例如保存会话中的状态、关闭请求范围内打开的资
源或几乎其它任何操作，只要该任务不影响输出流即可。希望执行上述任务的对象必须
在每个请求中将自己注册为 RequestCompletionListener。

使用消息编写器

RequestContext 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称作消息编写器的工具。消息编写器是一个 
java.io.PrintWriter，其内容是在请求过程中积累的，并在呈现的页面被发送到
客户机之前附加到该页面上。此机制的工作方式类似于不基于服务器的应用程序中的控
制台，对于调试非常有用。感兴趣的对象可以通过 RequestContext 中的 
getMessageWriter() 方法在消息编写器中进行编写。 ViewBean 也有一个简便的方
法，称作 appMessage()，使用该方法只需要一个步骤就可以获取和使用消息编写器。

方法 说明

com.iplanet.jato.ViewBeanManager 通过调用 getViewBeanManager() 获取。

ViewBeanManager 帮助管理当前请求中的 ViewBean 实
例。所有 ViewBean 都应该通过此对象获取。

com.iplanet.jato.ModelManager 通过调用 getModelManager() 获取。

ModelManager 帮助管理当前请求中的模型实例。所有模
型都应该通过此对象 （或通过 ModelReference）获取。

com.iplanet.jato.SQLConnectionManager 通过调用 getSQLConnectionManager() 获取。

对于使用 JDBC 与 RDBMS 后端通信的应用程序，
SQLConnectionManager 在 J2EE 容器的数据库连接支持
的顶部提供了一个很薄的实用程序层。我们不强制 （但推
荐）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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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编写器的输出必须是 HTML 专用的，因此可能与使用不同标记语言呈现的页面不
兼容。而且，消息编写器由 ViewBean JSP 标记自动附加到页面末尾，因此，如果使用
其它某种非 JSP 机制呈现页面，它将不会显示。有关如何关闭消息编写器的信息，请参
见边栏。

使用 Web.xml 文件中的配置参数可以打开或关闭消息编写器中所编写的消息的显示。
这使您可以在开发期间打开消息，在部署期间关闭消息。有关完整信息，请参见第 4 章
第 77 页上的 “部署应用程序”。

使用 ViewBeanManager
当应用程序的两个不同部分要使用 ViewBean 实例时，它们总是希望使用相同的实例。
在给定的请求中， ViewBean 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在任何给定的请求中，每种类型的 
ViewBean 只有一个实例。为了确保实例的唯一性，将由 ViewBeanManager
（com.iplanet.jato.ViewBeanManager 的实例）来管理 ViewBean。

通过调用 getViewBeanManager() 方法，可以从 RequestContext 中获取 
ViewBeanManager。每个请求将收到一个新的 ViewBeanManager 实例。由于通过 
RequestContext 可以获取 ViewBeanManager，而 RequestContext 又可以使用上文所
述的几种技术之一广泛地获取，因此通常可以从应用程序代码中的任意位置 （而不仅仅
是 Web 应用程序框架特有的对象或方法中）获取 ViewBean 实例。

获取 ViewBeanManager 之后，获取 ViewBean 实例将非常容易，只需使用所需 
ViewBean 的类调用 getViewBean() 方法即可。例如，此代码将返回登录 ViewBean 
的唯一实例：

requestContext.getViewBeanManager().getViewBean(Login.class);

ViewBeaManager 还有一个通过类名返回 ViewBean 的方法，但此方法不提供上述方
法可以提供的编译时的安全性。

getLocalViewBean() 方法值得进一步解释，虽然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不经常使用该方
法。此方法获取与所提供的逻辑名称 （此名称也称作 ViewBean 的本地名称）相对应
的 ViewBean 实例。本地 ViewBean 名称没有 ViewBean 后缀，是 ViewBean 类的未限
定名称。例如，如果模块有一个 ViewBean 类 com.foo.Page1，则本地 ViewBean 名
称仅仅是 Page1。由于本地 ViewBean 名称是由当前模块的基本软件包名称自动限定
的，因此只有在 Servlet 初始处理当前请求的模块中，才能使用本地名称获取 
ViewBean 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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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odelManager
当应用程序的两个不同部分要使用模型实例时，它们通常希望使用相同的实例，以便访
问相同的数据。为了能够在请求中共享模型实例， RequestContext 包含了一个 
ModelManager 对象，可以用于获取几乎所有的模型实例 （下节中将说明可能的例
外）。

ModelManager 提供了基于实例类型和实例名称（可选）查找模型实例的方便机制。同
一请求中的所有查找将返回由类型和实例名称指定的相同的模型实例。除了专门存储在
会话中的模型（请参见下节），通过 ModelManager 获取的模型都已经实例化，并且在
所有请求中共享。如果无需在两个请求之间存储模型数据，并且如果需要（需要时）还
可以轻易获取模型数据，则上述功能对于应用程序通常将更为有效，因为在会话中存储
对象是非常昂贵的操作。

ModelManager 中的主要方法是 getModel() 及其变体。通常，建议您提供模型类（而
不是模型类名称）作为 getModel() 的参数 — 这使编译时可以检查方法调用。

尽管从 ModelManager 中检索模型时可以提供实例名称，但这种做法相当少见。如果使
用 getModel() 方法的其中一个变体，而该方法没有指定实例名称，则 
ModelManager 将使用基于模型类名称的默认实例名称，通常这对于大多数应用程序已
经足够。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您会希望在同一请求中使用相同模型类型的两个不同实
例，这时这种功能可能会非常有用。

在会话中获取和保存模型

有时，您会发现需要在 HTTP 会话的两个请求之间存储模型数据。 ModelManager 提
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在查找时获取和保存会话中的模型。

通常，应该尽量使应用程序不在两个请求之间存储模型数据，因为在会话中存储数据通
常非常昂贵 （相对而言），而且如果使用太多还会限制应用程序的可伸缩性。

多个 getModel() 的变体使用一或两个与会话相关的其它布尔参数。第一个是 
lookInSession 参数，如果该参数为 “true”，则在对新模型实例进行实例化之前，
ModelManager 将首先检查其本地模型高速缓存，然后检查 HTTP 会话。第二个参数
是 storeInSession，如果该参数为 “true”， ModelManager 将对返回的模型实例
进行调度，以在会话中进行设置。当前请求结束之前，将不会在会话中实际设置模型实
例，以确保对当前请求中的对象所作的所有更改都被写入到会话中，而不管 J2EE 容器
的会话的实现情况。

如果您有一个模型实例并决定将其手动添加到会话中或从会话中删除，则可以对该模型
实例调用 ModelManager 的 addToSession() 或 removeFromSession() 方法。当
然，您也可以使用会话 API 自己在会话中设置模型，但 addToSession() 方法将确保
以后可以使用 lookInSession 参数访问添加到会话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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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TypeMap
虽然此功能很少用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后期版本 （而且根本不用于 IDE 工具集），
但它值得在此提上一笔。请记住，此功能在应用程序中是完全可选的，请仅在希望它带
来具体优势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使用。

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设计周期之初，曾经认为如果能够通过仅指定模型接口就可以查
找模型实例 （实现），这将会非常有用。此功能将使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能够创建中性实
现的模型接口，并在整个应用程序中专门使用这种模型接口，而不依赖应用程序代码中
模型的实现细节。这提供了视图层和模型层之间 大的松耦合，并使开发人员能够插入
不同的模型实现，而不会影响视图层。

因此，添加了 com.iplanet.jato.ModelTypeMap 类，以允许 ModelManager 中接
口类型到实现类型的映射。当开发人员调用 ModelManager 的 getModel() 方法时，
将使用 ModelTypeMap 将提供的模型类型变换成实现类型。如果未指定映射，则返回
原来的类型，不作更改。 初这提供了一个后备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开发人员可以指
定实现类型并仍然能够获取有效的模型实例。

实际上，大多数开发人员发现 ModelTypeMap 功能既麻烦又带来限制，因此很少使
用。但是，它仍然是 ModelManger 体系结构的既定组成部分，而且创建它时，应用程
序 servlet 仍然向 ModelManager 提供一个空 ModelTypeMap 的实例。除非在极少数
情况下，您认为 ModelTypeMap 能为应用程序提供某些价值，否则基本上您可以忽略
该功能，仅把它当作框架结构。

如果您发现确实需要使用 ModelTypeMap，则应该向应用程序 servlet 类添加静态初始
化程序，并为所需的每个映射向 ModelTypeMap 添加一个条目。例如：

然后，在应用程序代码中，您将调用 
ModelManager.getModel(CustomerModel.class) 以获取模型，却获取返回的 
CustomerModelImpl 实例。

ModeTypeMapBase.addModelInterfaceMapping(
apppkg.modulepkg.CustomerModel.class,
apppkg.modulepkg.CustomerModelImpl.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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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odelManager 的例外情况

Web 应用程序框架提供的大多数模型类型都需要进行初始化才能有用。配置这些模型
的正常方法是创建一个子类，对模型进行实例化时该子类将对模型进行适当配置。但
是，使用某些模型类型作为已配置的实例可能更简单 （特别是由于 IDE 工具集当前不
支持某些模型类型作为可扩展组件。）这些模型包括 
com.iplanet.jato.model.BeanAdapterModel、
com.iplanet.jato.model.SessionModel、
com.iplanet.jato.model.MultipleModelAdapter 和 
com.iplanet.jato.model.ResourceBundleModel。

有时您会发现，在代码中将上述模型实例化，然后使用 
ModelManager.addToSession() 方法将其添加到会话中很有用。这种方法非常适
合只需进行一次实例化但长期存在的模型，并使您在以后的请求中可以从 
ModelManager 中无缝地获取模型，以将其轻松绑定到 DisplayField 或其它视图。

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中的很大部分使用 RDBMS 存储数据 （至少某些应用程序
数据）。 J2EE 提供 JDBC 标准扩展 API，以便可以从 J2EE 应用程序中以可伸缩的方式
获取数据库连接。但是，实际开发应用程序时还要考虑其它一些问题。

因此，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 SQLConnectionManager 添加了一个附加功能，帮助开发
人员在所开发应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更轻松地使用数据库连接。确切地说，开发中
的应用程序常常在不支持数据库连接池的容器中运行。而且，要使用连接池，除了需要
部署应用程序外，还需要在容器中对该池进行其它配置。这样就很难做到只部署实用程
序或演示应用程序。

SQLConnectionManager 向获取 JDBC 连接的任务添加了一个小的提取程序。它能够
将数据源名称映射到其它值，并在这样做能够带来便利的情况下在 JNDI 和  
java.sql.DriverManager 连接查找技术之间轻易进行切换。

从 SQLConnectionManager 获取某个连接时，请提供一个符合 JDBC 标准扩展惯例的
类似 JDNI 的数据源名称（例如 jdbc/mydb）。如果 SQLConnectionManager 当前使
用 JNDI 查找来获取 JDBC 连接，它将使用此名称作为查找中的关键字。相反，如果 
SQLConnectionManager 使用 DriverManager 获取 JDBC 连接，它将使用此名称在其
数据源映射表中执行本地查找，以获取可用于取得连接的 JDBC URL。

您可以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 类的 setUsingJNDI() 方法设置当前的连接查
找方式。通常从应用程序软件包中 SQLConnectionManagerImpl 类的静态初始化程
序中调用此方法。如果为此参数提供 “true”值，则 SQLConnectionManager 将使用
标准 JNDI/JDBC 连接查找技术查找 JDBC 连接。这时假定已在 J2EE 容器中配置并注
册数据库连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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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调用 setUsingJNDI() 时提供 “false”值， SQLConnectionManager 将使用自
己本地的一组数据源映射来获取 JDBC URL，此 JDBC URL 可被发送到  
java.sql.DriverManager 以获取连接。此技术的效率比使用连接池至少低好几个
等级，但在开发过程中，或者在需要独立工作而不进行其它容器配置的应用程序的特定
类中通常可以接受。

使用 DriverManager 连接查找时，可以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Base.addDataSourceMapping() 方法添加数据源映射。
此映射指定逻辑数据源名称，该名称将被映射到物理 JDBC URL。例如 （使用 
PointBase URL）：

通常从应用程序软件包中应用程序 servlet 类的静态初始化程序中调用 
addDataSourceMapping() 方法，以在容器装入应用程序时对映射进行初始化。（理
论上可以在以后添加映射，但是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映射需要与应用程序的生命周期
一致。）使用 JNDI 连接查找时无需添加数据源映射，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您希望将
一个数据源名称映射到另一个数据源名称，则也可以添加该映射。

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使用 DriverManager 在生产应用程序中获取 JDBC 连接！这将导
致每次使用连接时都打开一个新的数据库连接，并给应用程序带来很大的性能问题和可
伸缩性问题。将应用程序 后部署到生产中时，请务必将 SQLConnectionManager 的 
JNDI 查找机制与容器中的数据库连接池一起使用。

在应用程序中，您可以使用 getConection() 或 obtainConnection() 方法从 
SQLConnectionManager 目录中获取 JDBC 连接。静态 obtainConnection() 方法用于
在请求范围之外 （例如在应用程序初始化期间）获取连接。如果愿意，还可以绕过 
SQLConnectionManager，直接进入 JNDI 查找或 DriverManager，但是使用 JDBC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类 （例如 com.iplanet.jato.model.sql.QueryModelBase）
将始终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 来获取数据库连接。

SQLConnectionManagerBase.addDataSourceMapping("jdbc/sample", 
"jdbc:PointBase://localhost:9092/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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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equestManager
RequestManager 提供了多个可用于获取请求范围内主要对象的静态方法。

下表显示了这些方法。

注意 – RequestManager 所代表的类是要在未来版本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添加的一系
列功能的占位符。目前它的状态只是一系列静态实用程序方法的集合，这只是暂时的。

日志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的日志支持建立在标准的基于 ServletContext 的日志功能的基础
上，该功能本身就很小。因此，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日志功能仅用于向此现有基本机
制添加小功能，而不用于提供功能全面的日志解决方案 （例如 Log4J 或 JDK 1.4 的日
志软件包所提供的日志解决方案）。相反，它试图为使用 J2EE 容器本地日志功能的开
发人员提供轻型且便于使用的功能。

您可以通过 com.iplanet.jato.Log class 中的静态方法访问 Web 应用程序框架
的日志。除了这些方法，该类还提供了基于日志级别过滤消息的功能以及将日志回显到
标准输出的功能。

方法 说明

getRequestContext() 返回当前请求的 RequestContext 对象。此方法只能在请求的范围内使用。

getRequest() 返回当前请求的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此方法只
能在请求的范围内使用。

getResponse() 返回当前请求的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对象。此方法只
能在请求的范围内使用。

getSession() 返回当前请求的 javax.servlet.http.HttpSession 对象。此方法只能在请求
的范围内使用。

getHandlingServlet() 返回初始处理当前请求的 javax.servlet.Servlet 实例。在不久的将来，此 
servlet 可能会成为 com.iplanet.jato.ApplicationServletBase 的子类。此
方法只能在请求的范围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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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消息

要记录消息，只需调用 com.iplanet.jato.Log 类中各种静态 log() 方法之一，并
可以选择提供日志级别参数。如果提供了日志级别，Log 类将基于当前启用的日志级别
确定是否要记录该消息。如果未提供日志级别，将不考虑当前启用的日志级别，始终记
录该消息。

允许传递的消息将通过 ServletContext 的各种 log() 方法发送到容器，通常显示在容
器的日志和/或控制台中。

日志级别

添加到基本 ServletContext 日志机制的主要功能是使用级别记录消息并根据级别过滤
当前日志输出的能力。日志级别可以分为几大类。

下表显示了这些日志级别的种类。

除了 JATO_TRACE 和 JATO_QOS_TRACE 日志级别，所有日志级别主要都供开发人员使
用。也就是说，核心运行时通常不记录在上述任何日志级别中 （某些错误级别除外）。
但是，其它编写人员编写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可能会在这些级别中记录核心运行
时，因此请不要希望对此进行完全控制。此规则的一个例外是几个 USER_LEVEL_* 日
志级别，根据惯例，应该将其保留为仅供当前应用程序使用。发布后的可分发组件不应
使用这些级别。

日志级别种类 说明

错误级别 指定应用程序中的错误或警告的级别。包括 WARNING、 ERROR 和 CRITICAL 级别。
此类中的所有级别都可以通过 ANY_ERROR 级别启用。

调试级别 开发人员用于获取信息或进行调试的级别。包括 STANDARD, TERSE_DEBUG（较少
信息）和 VERBOSE_DEBUG（较多信息）级别。此类中的所有级别都可以通过 
ANY_DEBUG 级别启用。

跟踪级别 开发人员和/或 Web 应用程序框架用于跟踪请求执行的级别。包括 JATO_TRACE, 
JATO_QOS_TRACE 和 APP_TRACE 级别。此类中的所有级别都可以通过 ANY_TRACE 
级别启用。JATO_TRACE 和 JATO_QOS_TRACE 级别不供开发人员使用，只用于查看
框架本身记录的跟踪信息。

用户级别 开发人员以所需的任意方式定义并使用的级别；每个级别的意义由应用程序和开发人
员定义。包括 USER_LEVEL_1、 USER_LEVEL_2 和 USER_LEVEL_3 级别。此类中
的所有级别都可以通过 ANY_USER_LEVEL 级别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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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调用 Log.setEnabledLevels() 时以符合逻辑的方式排列多个级别可以同时
启用多个日志级别。例如，以下代码同时启用了多个日志级别：

您可以对要检查的级别调用 isLevelEnabled() 方法，从而检查当前是否已启用该级别。
此外，还有几个自动包含其它级别的便于使用的日志级别，例如各种 ANY_* 日志级别
和 DEFAULT_LOG_LEVELS 级别。

后，您可以使用应用程序代码、 servlet init() 方法、静态初始化程序随时更改日志级
别，或者在运行时可以对 Log 类进行静态访问的任意位置更改日志级别。但是，每个被
部署的应用程序只有一组日志设置，当前设置由所有当前执行的请求线程共享。因此，
基于各个请求更改日志级别通常没有意义。

目前不打算大幅度改进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日志功能，因为我们希望仅使用基本的 
J2EE 日志功能满足较小的要求。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更丰富的日志功能，您可以使
用 Log4J 或 JDK 1.4 的内置日志软件包。

记录到标准输出

由于很难做到轻松访问 J2EE 容器的日志文件，因此 Log 类能够将发送给 
ServletContext 日志的任意内容回显到控制台的 System.out 流。该功能在开发期间
经常会很有用，因为当前容器的控制台在开发人员的计算机上很容易看到。

突出显示日志消息

由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日志输出到 J2EE 容器的日志，而该日志可能还包含其它日
志消息，因此 Log 类提供了通过 setMessagePrefix() 方法设置消息前缀的功能。
此前缀将被附加到通过 Log 类记录的所有消息。通过选择适当的前缀，可以从同一日
志的其它消息中突出显示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日志消息。默认的前缀为三个短划线后
面跟一个空格，即 “--- ”。

Log.setEnabledLevels( STANDARD | ERROR | CRITICAL | JATO_TR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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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值
以下各节介绍了使用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中的值的几种方法。

使用 DisplayField 值
获取值的第一种也是 通用的方法是从 DisplayField 中直接获取。例如，通过获取 
TextField 的引用，然后调用其 getValue() 方法，您可以获取 TextField 的值。此方
法对于视图开发人员非常方便，因为他们可以与他们建立的视图分层结构直接进行交互
式操作，而且获取数据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通常都包含在单个文件中。

通过调用 DisplayField 或其它任意视图（ViewBean 除外）的父组件的 getChild() 方
法，并提供子视图组件的未限定的本地名称，您可以获取对 DisplayField 或其它视图的
引用。 (此方法是在 ContainerView 接口中定义的，因此所有类型的容器视图 [包括 
ViewBean] 中都具有此方法)。由于 getChild() 返回视图的实例，而不只是显示字
段，因此在使用结果之前必须将结果移交给可使用的类型。

以下是从 ViewBean 中获取 BasicDisplayField 子组件并获取其值的示例：

由于此技术可能需要多次移交，因此核心 ContainerView 实现
（BasicContainerView、 BasicTiledView 等）中提供了一种简便方法：

由于返回的值是一个 DisplayField 实例，因此可以在其中直接调用 getValue()，而无
需将其移交给特定的组件类型。

后，您可以调用另一个简便方法 getDisplayFieldValue()，只需一个步骤就可以
获取值：

View childView=getChild("textField1");
Object value=((BasicDisplayField)childView).getValue();

DisplayField field=getDisplayField("textField1");
Object value=field.getValue();

Object value=getDisplayFieldValue("textFiel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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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的另外几个变体返回特定类型的对象，例如 
getDisplayFieldStringValue()、 getDisplayFieldBooleanValue() 和 
getDisplayFieldIntValue()。

IDE 工具集可以使用 CHILD_<childName> 模式在 ViewBean 或 ContainerView 类中
自动生成子视图组件名称常量。因此无需在如上所示的 getChild() 或其变体的调用中
使用串文字。此外， IDE 还生成子视图组件访问程序方法 （例如 
get<childName>Child()），以便无需移交就能够获取视图组件的引用。

设置 DisplayField 值的方法类似于它的获取方法。拥有 DisplayField 实例后，您可以
调用其 setValue() 或 setValues() 方法来更改它的值。核心 ContainerView 实现
还提供了一种简便方法 setDisplayFieldValue()，该方法有多个变体，可以使开发
人员轻松设置值。

以下是获取 DisplayField 值、对其进行处理并在另一个 DisplayField 上设置结果的示
例：

某些 ContainerView 变体 （例如 TiledView）可能需要使用其它方法才能正确获取和
设置数据。本指南其它部分将介绍有关详细信息。

使用模型值

获取应用程序值的第二种技术是直接进入模型。通常， DisplayField 是绑定到模型上
的，模型为它们的值提供存储。这种绑定通过 ModelReference 对象和字段名称实现。
通常， DisplayField 绑定到模型字段。

因此，如果您具有模型的引用并且知道要获取的字段，您可以使用 
Mode.getValue() 或 Model.getValues() 方法直接从模型获取数据。在 IDE 创建
的视图组件中获取模型引用的 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ModelReference 对象。
ModelReference 对象是在开发人员定义 DisplayField 和模型之间的绑定时自动创建
的，在要使用的类的方法中也可以使用该对象 （这使所有人都能共享同一模型引用）。

拥有 ModelReference 实例后，只需调用其 getModel() 方法即可获取模型的引用。然
后可以从模型中获取值：

int value1=getDisplayFieldIntValue("intField1");
int value2=getDisplayFieldIntValue("intField2");
int result=value1+value2;
setDisplayFieldValue("message",value1+"+"+value2+"="+result);

Model model=modelReference1.getModel();
Object value1=model.getValue("field1");
Object value2=model.getValue("fiel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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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 工具集将在 IDE 中所创建的模型类中自动生成字段名称常量。您可以使用这些常量
（而不是串文字）更轻松地引用模型中的字段。

您还可以调用 Model.setValue() 和 Model.setValues() 方法在模型中设置值。
只需在调用中提供字段名称和新值即可。

某些特殊的模型（如 DatasetModel）可能需要使用其它方法才能正确获取和设置数据。
本指南其它部分将介绍有关详细信息。

使用 J2EE API 获取值

后，开发人员可以使用低级别的 J2EE/Servlet API 获取应用程序数据。 Servlet API 
定义了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类以及 getParameter() 
和 getParameterValues() 等方法，这些方法可用于获取在请求中直接提交的值。
您只需知道相应参数的名称即可获取参数值。

Web 应用程序框架视图组件使用为 DisplayField 组件自动生成限定名称的命名机制。
限定名称使用带有前缀的 DisplayField 名称，以便其父组件的名称向上遍布到根目录。
默认情况下，这些名称由点（“.”）字符限定 （有关使用其它值的信息，请参见部署一
节）。

例如，如果拥有一个名为 Foo 的 ViewBean，它包含一个名为 bar 的 ContainerView，
而 ContainerView 又包含一个名为 bat 的文本 DisplayField，则该字段的限定名称为 
Foo.bar.bat。如果该字段存在于 HTML 表单中，开发人员可以通过在请求中查找名
为 Foo.bar.bat 的参数来获取该字段的值。

某些 ContainerView 变体 （如 TiledView）向限定名称添加其它信息，以便能够对请求
中的多个值进行解码。 TiledView 向字段名称添加下标，以区分显示它的行。根据请求
中提交的平铺项的数量，该下标可能会区分多个类似的参数名称。在上面的示例中，如
果 bar 是一个 TiledView，你可能会在请求中看到以下参数：

请参见每个组件的文档以了解它如何生成所包含的子名称。

正如您可能猜想到的，为组件生成的限定名称使框架能够在提交周期期间自动将请求中
的参数重新映射到显示字段，并使不同编写人员编写的组件能够互相区分。相反，如果
字段名称使用没有特色的名称空间，将不可能创建可以组合成应用程序的现成组件。

Foo.bar[0].bat
Foo.bar[1].bat
Foo.bar[2].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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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DisplayField 实现 （BasicDisplayField 等）具有名为 getRequestValue() 和 
getRequestValues() 的方法，可用于从请求参数中获取与这些字段相对应的值。使
用这种方法通常比使用字段名称直接进入请求参数能够更方便地获取为字段提交的值。
这些方法可以用于引用请求中提交的原始值，即使当前字段的值已经被更改。

无法在请求中设置值，因为它们是只读的。

使用显示事件
呈现页面时，您经常会发现需要修改视图呈现的方式，甚至需要完全跳过，不予显示。
在其它以 JSP 为中心的框架中，除非使用复杂的控制或 JSP 中的其它逻辑 （这时将出现
调试和维护方面的固有困难），否则很难或者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像 JSP 标准标记
库这样的解决方案都可能导致 JSP 中出现复杂的类似代码的结构，实质上是将使用 Java 
编程变成使用 JSP 标记编程。

相反， Web 应用程序框架提供了称作 “显示事件”的功能，使开发人员能够执行用于
显示的复杂逻辑，但在 JSP 之外、视图类之中执行，其中的 Java 代码是有意义的。与显
示相关的主要事件有两个，触发其中一个可以开始组件显示，触发另一个可以结束组件
显示。根据组件是 ContainerView 本身还是子视图，这些事件会有所不同。

容器显示事件

在 JSP 的呈现期间显示 ContainerView 时，当相应的 JSP 标记开始和结束显示时，将分
别自动调用 ContainerView 的 beginDisplay() 和 endDisplay() 方法。虽然开发
人员可以在子类中覆盖这些方法，但是很多超类已经在收到显示通知后实现这些方法，
以执行有用而且必要的任务。因此，当开发人员覆盖这些方法时，必须始终调用方法的
超级版本，从而使其在应用程序组合期间的使用变得困难。

因此，供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使用的保留的事件方法 （至少在从 
com.iplanet.jato.view.ContainerViewBase 派生的组件中）为 
beginComponentDisplay() 和 endComponentDisplay() 方法。这些方法将在适
当的时候由超类触发，并几乎可以保证在超类中不具有任何实现 （或者更确切地说，没
有任何实现不能被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完全忽略）。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会发现，在作为子
组件添加到其它 ContainerView 的 ContainerView 中，这些方法被作为事件列在 “事
件上下文”菜单中。

组件开发人员应该直接覆盖 beginDisplay() 和 endDisplay() 方法，以响应这些
事件，从而使应用程序汇编程序使用组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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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显示事件

上节所述的与容器有关的显示事件使 ContainerView 组件本身能够响应显示通知，但
通常容器也需要对其子组件的呈现进行响应。因此， ContainerView 定义了 
beginChildDisplay() 和 endChildDisplay() 方法，用于在呈现期间告诉容器，
它的其中一个子组件即将被呈现。 beginChildDisplay() 方法返回一个布尔结果，
其中 “true”表示应该呈现子组件，“false”表示应该跳过子组件。

组件开发人员可以直接覆盖这些方法，但是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更简单的机制来
响应细微的子显示。在响应开始或结束子显示的通知时，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中包
含的各种可扩展 pagelet 组件将查找具有特定签名的方法。如果这些事件存在，每次呈
现相应的子组件时将对其进行调用。这些方法的签名外观如下：

其中 <child name> 是子视图的大写名称。例如，如果页面带有一个名为 foo 的子组件，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只需使用上文所示的签名实现 beginFooDisplay() 方法即可响应
其呈现。

使用 begin<child>Display() 方法时返回的布尔值使开发人员能够选择跳过子组件
的呈现。使用 end<child>Display() 方法时返回的字符串值是将为该子组件呈现的
实际标记。事件对象包含 JSP 呈现期间为子组件计算的标记，但是开发人员可以在结束
显示事件中删除或完全覆盖该标记。

使用子显示事件是用于创建动态页面的功能强大的技术，并可以确保 JSP 中尽可能不使
用代码。显示事件的常见用途包括：基于用户角色或每个用户特有的其它信息跳过子组
件的显示；在呈现 （每次呈现）子组件之前计算它的值；执行模型以确定返回的行数；
向已呈现的 HTML 控制添加附加标记；动态更改表格行的颜色；在 TiledView 呈现期
间定期插入标题信息；其它多种用途。开发人员将会发现显示事件是编写企业应用程序
时不可缺少的工具，而且由于与显示相关的代码都位于 ViewBean 或 ContainerView 
中的同一位置，因此使用该组件的所有 JSP 都可以使用相同的逻辑。

public boolean begin<child name>Display(ChildDisplayEvent event)
    throws ModelControlException;
public String end<child name>Display(ChildContentDisplayEvent 
event)
    throws ModelControl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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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记

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将 Web 应用程序框架显示事件与 JSP 的任意部分 （无论它们包含
动态内容、静态内容，还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关联是非常有用的。<jato:content> 标记
提供的正是这种功能。此标记的名称属性用于确定对封闭 ContainerView 的显示事件回
叫。

使用内容标记时，实现显示事件的方式与用于任意子视图的方式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
于，内容标记没有子视图，要呈现的内容来自内容标记所包含的任意内容（或者该标记
的 endDisplay 事件返回的任意内容）。

内容标记的常见用途是为部分页面的呈现设置条件，或将任意标记插入页面中的指定位
置。例如，要在呈现 TIledView 时更改它每个平铺项的颜色，内容标记将是一种简单的
方法。

使用 ViewBean
ViewBean 只是 ContainerView 的特殊类型，它的大多数行为是从超类中继承的。第 
65 页上的 “使用 ContainerView”一节包含了开发人员需要了解的有关使用 
ViewBean 的大多数信息。以下各节详细介绍了 ViewBean 的其它特有功能。

forwardTo() 方法

如同页面， ViewBean 是开发人员在应用程序中创建的主要人为因素。因此 ViewBean 
具有控制请求的重要方法。虽然开发人员完全可以直接使用 servlet 功能 （例如 
RequestDispatcher）向客户机呈现响应，但实际上使用 ViewBean 中的 
forwardTo() 方法开始页面的呈现将更为简单。这种方法更为简单的主要原因是，每
个 ViewBean 都知道与其关联的 JSP，因此能够为您处理转发 servlet 请求时的细节问
题。而且，它使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能够考虑页面基元而不是低级别的 J2EE 基元。

forwardTo() 方法为 ViewBean 提供了在显示阶段开始之前执行某些逻辑的机会。
重要的技术是 ViewBean 能够在实际转发请求之前动态选择要呈现的 JSP。例如，
ViewBean 能够确定当前请求来自 WAP 设备，因此它将呈现 WML JSP （而不是 
HTML JSP）作为响应。使用多个关联的 JSP 呈现同一 ViewBean 的功能称作平行内容，
第 2 章 “开发应用程序”中第 43 页上的 “显示 URL 和平行内容”对此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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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会话

开发人员通常需要在两个请求之间保留一些信息，但是如果将这些信息置于服务器端的 
HTTP 会话中，当用户使用浏览器的 “返回”按钮时，应用程序可能会不同步。
ViewBeans 具有一个称作 “页面会话”的功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页面会话的工作
方式类似于 HTTP 会话，不同的是，页面会话属性存储在被呈现给客户机的响应中，并
在下一个请求中重新提交。如果用户使用 “返回”按钮，页面会话将自动同步，因为被
呈现的特定页面的所有版本的页面会话都缓存在客户机的每个页面中。

页面会话经常用于跟踪应用程序中用户的上下文，就像传统的 Web 应用程序会使用 
HTML 隐藏字段一样。但是，与隐藏字段相比，页面会话的优势在于它被自动附加到所
有链接和表单上，而且可以包含复杂的对象，而不只是字符串。而且，由于浏览器对 
HTTP GET 请求期间发送给它们的 URL 的长度有所限制，因此如果页面会话达到特定
大小，页面会话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压缩 （压缩比率通常在 40-50% 左右）。

指定的一系列页面会话属性是每个 ViewBean 特有的。ViewBean 之间不能共享页面会
话属性。如果要保留属性用于下一个请求，应用程序需要将页面会话属性从处理页面复
制到下一个显示页面。

com.iplanet.jato.view.ViewBean JavaDoc 对页面会话 API 进行了详细介绍。

重要信息：页面会话并不比发送到客户机的其它任何未加密的值 （例如存储在 HTML 
隐藏字段中的值）更安全。被发送到客户机时，它只是被编码了，而不是被加密了，因
此蓄意破坏的用户可以精心设计一个请求，在其中包含经过修改的或伪造的页面会话。
决定应用程序要在页面会话中存储哪些内容时，请务必考虑上述事实。

客户机会话

客户机会话在概念上类似于页面会话，但它由应用程序中的所有页面 （以及其它对象）
共享。与页面会话相似，它被自动附加到所有 Web 应用程序框架 URL，而且在太大的
情况下会被自动压缩。

可以从 RequestContext 中获取客户机会话。 com.iplanet.jato.ClientSession 
JavaDoc 中对其 API 进行了详细介绍。

重要信息：页面会话并不比发送到客户机的其它任何未加密的值 （例如存储在 HTML 
隐藏字段中的值）更安全。被发送到客户机时，它只是被编码了，而不是被加密了，因
此蓄意破坏的用户可以精心设计一个请求，在其中包含经过修改的或伪造的客户机会
话。决定应用程序要在客户机会话中存储哪些内容时，请务必考虑上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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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ontainerView
ContainerView 类似于其它可视开发环境中的面板组件。它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将
所包含的系列组件组合在一起，从而将其作为一个组来处理。ContainerView 还是大多
数复杂组件 （可分发的和不可分发）的基础。

多个标准的特殊类型的 ContainerView 添加了附加行为，例如重复呈现所包含组件的
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68 页上的 “使用 TiledView”一节。

除了包含其它组件这一基本功能，还能向 ContainerView 添加附加行为，这正是 
ContainerView 功能如此强大而多样的原因。

IDE 对 ContainerView 的支持

Web 应用程序框架 IDE 工具集可以帮助开发人员轻松建立 ContainerView，只需从列
表中进行选择，然后将 ContainerView 子类添加到应用程序中即可。但是，如果您研究
过 com.iplanet.jato.view.ContainerView 接口，您可能已经注意到，该接口并
不包含使自动工具能够定义被创建为子组件的组件的方法。该接口更像是从运行时框架
要求的角度编写的，而且框架并不关心如何实际创建子组件，以及 ContainerView 在运
行时如何管理子组件。

因此，IDE 对基于 ContainerView 的组件创建的支持依赖于一个惯例。要创建可由 IDE
处理的新的可扩展 ContainerView 组件，该组件必须提供以下方法。但是，如果组件
终是从 com.iplanet.jato.view.ContainerViewBase 派生的，则这些惯例已经
得到满足，您可以无需考虑该问题。此惯例还适用于所有特殊类型的 ContainerView，
包括 ViewBean 和 TiledView。

下表显示了组件提供的、用于创建可由 IDE 处理的新的可扩展 Container View 组件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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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上述方法可能会被包含到一个附加接口中，以便由 IDE 支持的 ContainerView 
组件进行实现。但是现在并不要求具有此接口。

ContainerView API
以下将重点介绍作为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的一部分提供的默认 ContainerView 实
现 （ContainerViewBase），因为它实现上节 “IDE 对 ContainerView 的支持”中
所介绍的惯例。但是， ContainerView 接口是 ContainerView 组件的 低要求，而
各个实现的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请参见 JavaDoc 中的 
com.iplanet.jato.view.ContainerView 类，以了解实现 ContainerView 组件
的 低要求。

基本 ContainerView API 着重于包含其它视图组件 （包括其它 ContainerView）这一
功能。父组件和子组件的概念是此功能的固有概念。父组件包含一个或多个子组件。子
组件也可以是其自身子组件的父组件，以此类推。这样只需通过将组件添加为其它组件
的子组件即可建立具有任意复杂包含关系的分层结构。
ContainerView.getChildNames()、 ContainerView.getChildType() 和 
ContainerView.getChild() 等方法是核心方法，使 ContainerView 用户（开发人
员和框架）能够使用其子组件。

要将组件定义为 ContainerView 的子组件，通常需要两个步骤。如果使用 IDE 工具
集，当您向 ViewBean 或其它可视组件进行子组件的可视添加时，将 （通过代码生成）
为您自动管理这些步骤。

方法 说明

void registerChild(String name, Class type) 此方法在组件的初始化期间被调用，用以注册其所有子组
件的名称和类型。然后此信息可用于满足特定 
ContainerView 接口和实现方法，而无需对子组件进行实
例化。

View createChildReserved(String name) 调用此工厂方法可以根据需要创建指定的子组件。当开发
人员向容器中添加子组件并在其中处理子组件时，IDE 工
具集将自动生成此方法的实现。

View createChild(String name)* 可以根据需要调用此备用工厂方法来创建指定的子组件。
IDE 工具集不自动生成此方法的实现，按照惯例，开发人
员可以通过代码将组件手动添加到容器中。

* 与此列表中其它两个方法不同，此方法不是 IDE 工具集
必需的，但鼓励在新的组件类型中包含此方法，因为 
Web 应用程序框架开发人员通常习惯于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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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步骤是调用父组件中的 registerChild() 方法，以注册名称到类型的映射。
此步骤是必需的，它帮助 ContainerView 确定子组件而无需将其实际实例化。此功能对
于提高效率非常重要，因为框架不希望对每次请求都必须创建子组件对象，无论在该请
求期间是否对其进行使用。通过注册获取的信息将用于满足对 
ContainerView.getChildType() 和 ContainerView.getNumChildren() 方法
的调用，而无需对所有子组件进行实例化。

第二个步骤是告诉 ContainerView 如何对通过名称指定的子组件进行实例化。每个 
ContainerView 有两个方法可以实现此目的，它们是 createChild() 和 
createChildReserved()。这两个方法行为相同，但是后者专供自动工具使用。这些
方法是工厂方法，可以对名称参数指定的子组件进行实例化和配置，并将其返回。在一
个请求期间， 多只为每个子组件调用一次此方法，因为组件的实现将缓存此方法返回
的组件。并非每个请求中的所有子组件都被实例化，也并非在请求期间的同一时间进行
实例化。将根据需要调用此方法对子组件进行实例化。例如，如果调用 getChild() 方
法以获取子组件的引用，但在该请求中子组件未被实例化，则需调用 createChild()
（或 createChildReserved()）以获取子组件实例。在该请求中再次调用 
getChild() 将不会导致对 createChild() 的调用，因为组件已经被实例化并被容器
缓存。

任何时候都不应直接调用 createChild() 或 createChildReserved() 来获取子组
件实例。相反，请调用 getChild()、 getDisplayField() 或 IDE 生成的访问程序
方法 （例如 getFooChild()）来获取组件的引用。此外，通常不能从 
ContainerView 的构造函数中可靠地调用这些方法或获取子组件的引用。此禁止唯一需
要注意的是，在获取子组件的调用之前是否已经在 ContainerView 中设置了 
RequestContext （或者是否所有子组件都可以静态访问 RequestContext）。这有助于确
保 ContainerView 及其所有子组件都可以访问所需的所有请求资源 （例如模型），以便
可以正确实例化和正确配置它们。

在应用程序中使用 ContainerView
在很多方面， ContainerViews 类似于可以添加到页面 （或其它 ContainerView）中的
其它任何子组件 — 它们具有可以进行设置的属性，并具有与之相关的显示事件。

默认模型

所有 ContainerView 都有一个所谓的默认模型。默认模型是用作所有子组件的默认存储
器的模型 （如果未指定其它模型存储器）。除非另外指定，否则默认的模型为 
com.iplanet.jato.model.DefaultModel 的实例，它实现基本的内存内部存储机
制。

使用默认模型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复杂的模型绑定，并且允许字段使用开发人员需要
的任何值。而且， DisplayField 值被原样提交并存储在默认模型中，因此在将其发送到
后端系统或其它模型之前，开发人员可以很灵活地检查和处理这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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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 BasicDisplayField 类型的当前 Web 应用程序框架实现中，如果未在组件中明确
设置 ModelReference，将使用其父组件的默认模型。

子视图路径

ContainerView.getChild(String) 调用中的子视图的名称可能是限定的视图路
径，使用向前的斜线（“/”）作为分隔符。路径中的所有组件（ 后一个除外）都必须
引用 ContainerView 或从 ContainerView 的视图 （如 TiledView）派生。该路径可能
是相对路径，也可能是绝对路径。如果名称路径以向前的斜线开始，则假定该名称与根
（ViewBean）相关。如果路径不以向前的斜线开始，则假定该名称是指相对于当前容器
的子组件。两个点 （“..”）可用于指当前容器的父容器。

使用 TiledView
TiledView 是特殊类型的 ContainerView，用于重复呈现其子视图。每个重复项称作平
铺项。平铺项经常用于生成表格中的行，但也用于生成一组选项卡，小的控件或者需要
重复呈现的其它任何结构。除了管理子视图的标准功能外， TiledView 还提供了 
next()、 first() 和 last() 等方法，以控制一组平铺项中的重复。

每个 TiledView 必须与 DatasetModel 类型的主要模型关联。 DatasetModel 以列表
的形式提供数据，呈现 TiledView 时，它实质上用作关联的主要模型数据的叠代程序。
子视图将呈现在模型的每一行中。如果这些子视图 （特别是 DisplayField 子视图）已
绑定到主要模型中，它们的值将随每个平铺项的重复而变化。

在呈现期间，将根据需要使用 TiledView 的 nextTile() 方法移动到每个平铺项。此
方法返回一个布尔值，表明 TiledView 是否已移动到新的平铺项，默认实现使用主要模
型的 next() 方法来确定是否还有其它可用数据要呈现。常见的技术是覆盖 
nextTile() 方法，以执行其它检查或对呈现该平铺项所需的数据进行初始化。

在提交阶段，必须首先将 TiledView 定位到给定的平铺项中，然后才能读取该平铺项的 
DisplayField 值。如果将 CommandField 组件置于 TiledView 中，并且要在处理请求
（通过激活 CommandField 对该请求进行了初始化）时读取它的值，则必须使用以下代
码段将 TiledView 定位到正确的行，然后才能获取 CommandField 的值：

其中 event 是提供给请求事件处理程序的 RequestInvocationEvent 参数。

getPrimaryModel().setLocation(
    ((TiledViewRequestInvocationEvent)event).getTil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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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 TiledView（将一个 TiledView 放到另一个 TiledView 中）用于呈现只读数据，但
是如果将内部 TiledView 的数据重新提交给应用程序，则它通常无法进行预期的工作。
提交的数据展现在请求参数中，但无法将其正确映射到目标模型，其原因不在本指南介
绍范围之内。对于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的技术是对内部 TiledView 进行设置，以将
SimpleCustomModel （或它自己的默认模型）用作其主要模型。然后，忽略被放入此
模型的数据，在每个 BasicDisplayField 子视图中调用 getRequestValue() 方
法，同时在嵌套的 TiledView 上进行叠代操作。将返回为 TiledView 位置组合提交的
servlet 参数值，你无需进行大量字符串分析以便手动构建参数名称。

使用 TreeView
TreeView 是特殊类型的 ContainerView，以分层结构方式呈现子视图。除了管理子视
图的标准功能外， TreeView 还支持在呈现数据的分层结构时确定当前节点的位置，并
将状态数据与之关联，用以确定已展开或已折叠的节点。

每个 TreeView 必须与 TreeModel 类型的主要模型关联。TreeModel 以分层结构的方
式提供数据，呈现 TreeView 时，它实质上用作关联的主要模型数据的叠代程序。在每
个树节点上，可以根据开发人员在关联的 JSP 标记中声明的规则显示、隐藏或自定义子
视图。因此，与其它类型的 ContainerView 相比，TreeView 要相对复杂一些（但比试
图手动完成同样的任务要简单的多）。

TreeView 经常可以与 Web 应用程序框架标记库结合使用，并且有多个标记是专门针对
其特殊要求而定义的。标记库的参考文挡对这些标记进行了详细介绍。

使用执行模型
除了包含数据这一功能外，大多数模型还用作事务代理，需要支持操作，以便从某个后
端系统中获取数据或在后端系统中修改数据。因此， Web 应用程序框架将执行模型的
概念定义为也可以在其中调用操作的模型。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中有多种类型的执行模型。 com.iplanet.jato.model.
ExecutingModel 接口代表了 基本的类型。此接口显示了一个方法 execute()，
可用于调用模型中的任意名称操作。实现此接口的每个模型必须为它支持的操作创建文
档，以便开发人员可以对适当的操作名称调用 execute() 方法。
第 3 章 编程指南 69



但是有多个操作是大多数模型通用的。这些操作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检索、插入、更新
或删除。（这些类型类似于 SQL 操作，但它们之间没有正式的关系，虽然在基于 JDBC 
的模型中可以将其映射到 SQL 操作。）处理这些操作的功能是由 RetrievingModel、
InsertingModel、 UpdatingModel 和 DeletingModel 接口提供的。实现这些接
口的模型声明它们支持此类型的执行交互操作；因此调用程序无需指定任何操作名称。

虽然执行模型接口 通用的类型 ExecutingModel 允许在模型中调用几乎所有操作，
但较为专用的接口类型使框架能够以普通但易于理解的方式使用模型。事实上，这些专
用类型是 WebAction 功能的基础。但是，它们也为 Web 应用程序框架开发人员提供了
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们明确定义了它们创建的或它们与之进行交互式操作的模型的
语义。

通常，开发人员会在其应用程序的特定位置执行（各种类型的）执行模型。例如，请求
事件处理程序可以从当前请求中获取某些数据，将数据置于实现 UpdatingModel 的模
型中，然后调用该模型中的 update()，以将该数据放入该模型展示的后端系统中。但
是，WebAction（将在后文中介绍）也可以在应用程序的某些位置自动执行特定类型的
模型，这使开发人员不必编写代码将数据移入移出模型。

使用 BeanAdapterModel
BeanAdapterModel 使开发人员能够使用一个或多个 JavaBean 作为模型的后备数据存
储。这使 DisplayField 能够被绑定到 JavaBean 属性，当您拥有一个应用程序对象模
型，并且希望利用自动绑定功能将其绑定到视图时，这种方法将非常方便。

开发人员可以通过 setBean() 或 setBeans() 方法明确设置要在模型中使用的 
JavaBean，或者通过标准 J2EE 请求、会话或应用程序范围中的查找机制获取。此功能
使模型和其它 J2EE 组件能够轻松进行交互操作。要让模型自动查找它的 bean，可以使
用 Bean Scope 属性或 setBeanScope() 方法指定范围。

BeanAdapterModel 支持 DatasetModel 接口，允许将 JavaBean 的阵列用于模型中，
每行一个元素。它还通过 WebAction 支持分页。创建 BeanAdapterModel 子类的开发
人员还可以实现其它执行模型方法，以从 EJB、与对象相关的映射层或提供数据的其它
某个系统 （例如 JavaBean）中获取 bean。这使 BeanAdapterModel 可用于各种环境
中，并作为灵活而简单的方法将不属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对象集成到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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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bjectAdapterModel
有关使用信息，请参见 JavaDoc 中的 
com.iplanet.jato.model.object.ObjectAdapterModel。

使用 WebAction
WebAction 是 Web 应用程序框架视图组件中内置的特殊行为，使视图组件能够提供自
动模型执行和分页。确切地说， BasicViewBean、 BasicContainerView 和 
BasicTiledView 组件支持 WebAction 作为 
com.iplanet.jato.view.WebActionHandler 接口的实现。

与 WebAction 视图组件结合使用的是 WebAction 模型。它们并不是新类型的模型，而
是模型与 WebAction 视图组件的关联。模型通过以下属性与 WebAction 视图组件关
联：自动删除模型、自动执行模型、自动插入模型、自动检索模型和自动更新模型。这
些属性镜像了标准种类的执行模型，这意味着实现一个或多个标准 ExecutingModel
接口的任何模型都可以用作 WebAction 模型。

模型与 WebAction 组件关联后，即可通过调用其句柄 handleWebAction(int) 方法
在 WebAction 的上下文中执行模型。开发人员可以从事件处理程序中直接调用该方
法，或者自动调用该方法 （例如通过 WebAction 命令组件）。以下是请求事件处理程
序方法中 WebAction 的典型示例用法：

通常，执行 WebAction 后的正确操作是重新加载当前页面，但是对于特定 WebAction
（例如 ACTION_UPDATE、 ACTION_INSERT 和 ACTION_DELETE），转发到其它页面
也是可行的。

public void handleButton1Request(RequestInvocationEvent event)
throws Exception

{
handleWebAction(WebActions.ACTION_NEXT);
getParentViewBean().forwardTo(getRequestContext());

}

第 3 章 编程指南 71



WebAction 类型

开发人员必须指定调用 handleWebAction(int) 方法时发生的 WebAction 类型。

下表简要介绍了可用的 WebAction 类型。

WebAction 事件

由于 WebAction 可能会发生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无法为执行准备模型或者无法对错误
条件进行响应的上下文（例如在 try...catch 块中）中，因此提供了多个开发人员可以实
现的 WebAction 事件。

下表显示了这些 WebAction 事件。

WebAction 类型 说明

ACTION_FIRST 执行所有自动检索数据集模型，并移动到数据集的第一行。

ACTION_NEXT 执行所有自动检索数据集模型，并移动到下一组行 （如前面的操作所定义）。

ACTION_PREVIOUS 执行所有自动检索数据集模型，并移动到前面一组行 （如前面的操作所定义）。

ACTION_LAST 执行所有自动检索数据集模型，并移动到 后一组行。

ACTION_UPDATE 执行所有更新 Web 操作模型。

ACTION_INSERT 执行所有插入 Web 操作模型。

ACTION_DELETE 执行所有删除 Web 操作模型。

ACTION_CLEAR 不执行模型，产生空白结果页面。

ACTION_EXECUTE 执行所有执行 Web 操作模型。

ACTION_REFRESH 重新执行当前的自动检索数据集模型。

WebAction 事件 说明

beforeWebActionModelExecutes() 在执行每个 WebAction 模型之前调用，而不考虑 WebAction 的上下
文 （例如检索、插入、更新、删除）。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此方法为执
行预先准备好模型，也许通过在模型中设置请求专用的值。

afterWebActionModelExecutes() 在执行每个 WebAction 模型之后调用，而不考虑 WebAction 的上下
文 （如检索、插入、更新、删除）。可用于在视图呈现模型数据之前
对数据进行检查、汇总、甚至排序。

afterAllWebActionModelsExecute() 在执行当前 handleWebAction() 调用的所有 WebAction 模型之后
调用，而不考虑 WebAction 的上下文 （如检索、插入、更新、删
除）。可用于在呈现与 WebAction 关联的视图之前进行 后的操作。

onWebActionExecutionError() 执行 WebAction 模型过程中出现错误时调用。可用于进行纠错操作
或中止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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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检索模型

WebAction 常见的用途是在 WebAction 视图组件呈现时自动执行模型。将一个或多
个模型关联为检索 WebAction 模型使组件能够在显示开始时自动检索数据，而无需开
发人员在应用程序的特定位置插入代码以执行用于显示页面或 pagelet 的模型 （例如 
beginComponentDisplay() 事件）。

各种 WebAction 视图组件在开始呈现时自动尝试执行所有检索 WebAction 模型。如果
没有检索 WebAction 模型，将不自动执行任何模型。同样，模型的自动检索可以通过 
setAutoRetrieveEnabled(boolean) 方法手动控制。将此值设置为 “false”将跳
过自动执行。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希望手动执行自动检索模型，而不是等待它在与之关联的 
WebAction 视图组件显示时被执行。（例如，如果要在开始呈现子组件 [ 具有关联的自
动检索模型 ] 之前了解模型中数据的行数，通常会希望手动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您
可以手动执行模型，然后在关联的视图组件中调用 
setAutoRetrieveEnabled(false)。视图组件将正常呈现。

每次在页面中呈现关联的视图组件时都将执行自动检索模型。要看到自动执行的好处，
通常需要将组件的子 DisplayField 组件绑定到将被自动执行的模型。

使用 WebAction 进行分页

重要的 WebAction 功能之一是使用任意模型对多组数据进行分页。分页 WebAction
（ACTION_FIRST、 ACTION_NEXT、 ACTION_PREVIOUS 和 ACTION_LAST）使用检
索 WebAction 模型，以使用户能够对太大而不能显示在单个页面中的多组数据进行分
页。

只要模型实现 RetrievingModel 和 DatasetModel 接口 （或组合的 
RetrievingDatasetModel 接口），即可将其与分页 WebAction 一起使用。这意味
着基本上可以将任何种类的模型与这些操作一起使用，而无需考虑其数据的来源。例
如，使用 JDBC、XML、Web 服务、CICS 主机数据或任何其它数据源的模型都可以使
用 WebAction 进行分页，只要模型实现 RetrievingModel 和 DatasetModel 接
口。

启用分页支持无需任何特殊操作，只要记住附加的模型类型限制，就可以像使用其它任
何 WebAction 一样使用这些 WebAction。在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库附带的组件
中，各种自定义模型组件、 JDBC QueryModel、 BeanAdapterModel、
ObjectAdapterModel 和 WebServiceModel 通常作为 RetrievingModel 和 
DatasetModel 的实现支持分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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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使用 WebAction
WebAction 完全属于某些标准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的增值功能。因此，开发人员可
以根据需要全权决定它们的使用。通常，自动检索和分页 WebAction 是 有用的，前
者是因为可以减少开发人员的代码编写，后者是因为编写分页代码通常很困难。

作为一般原则，请在 WebAction 能够带来方便时对其进行使用。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
因您感到受它们限制，您完全可以进行手动操作 — WebAction 提供的所有行为都可以
使用现有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功能达到，尽管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与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进行交互
操作
由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 终属于 J2EE Web 应用程序，因此其它 Web 应用程
序能够以明确定义的方式与其进行交互操作。与 Web 应用程序框架进行交互操作的技
术取决于访问应用程序组件的方式。

从外部应用程序进行交互操作

外部应用程序是不同的 servlet 上下文、应用程序服务器、Web 服务器，J2EE 或非 J2EE 
容器等中完全独立的应用程序。

这种类型的交互操作与其它任何 Web 应用程序相同 — 可以通过标准 HTTP URL 调用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如果要向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传递参数，您可以
向 HTTP 调用附加查询参数，然后从被调用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内部访问这些参
数。

但是，这种类型的调用会导致首次触摸请求，即不调用请求事件处理程序的请求。在多
数情况下，这没有问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希望模拟按钮按压或 HREF （超链
接）点击。如果是这样，则至少需要包含一个 “名称 - 值”对作为查询参数或发布的
值。

Web 应用程序框架按钮或 HREF 产生的每个请求都包含一个参数，该参数示意应用程
序的请求处理框架调用请求事件处理程序。此参数的名称是按钮或 HREF 的完全限定
名。例如， PgFoo 中的按钮名称 SubmitButton 将生成如下参数：

PgFoo.SubmitButton=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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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模拟此按钮按压，应该向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发送类似以下内容的 
HTTP 请求：

这通常导致 PageFoo 中的 handleSubmitButtonRequest() 方法被调用。如果要
对相同页面中的其它任何字段进行填充 （正如多数请求事件处理程序方法所期望的），
您需要向查询字符串或发布的内容附加其它参数。

如果要在页面的子 TiledView 中调用请求事件处理程序，您还需要在参数名称中包含一
个行数下标：

这将调用名为 FooTiledView 的 TiledView 中的请求事件处理程序，就像在第四个平
铺项上按压了按钮一样 （平铺项号码是基于零的）。

从同一应用程序内部进行交互操作

在某些情况下，单个 Web 应用程序可能包含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和其它 J2EE 组件
（例如不属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 servlet 和 JSP）。从同一应用程序内部与 Web 应用
程序框架进行交互操作的优势在于，应用程序组件可以通过请求和 servlet 上下文属性
共享会话和其它对象。这使在组件之间进行无缝移动更加轻松。

在多数情况下，只需遵循与从外部应用程序进行交互操作相同的基本原则。但是，您需
要使用标准的 javax.servlet.RequestDispatcher 机制在请求中转发或包含 
Web 应用程序框架组件。以这种方式进行转发或包含时，请务必请求标准的 Web 应用
程序框架 URL，而不要直接请求 Web 应用程序框架 JSP （该请求必须通过模块 
servlet 继续，以提供合适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上下文）：

http://<host>/fooapp/main/PageFoo?PageFoo.SubmitButton=
Submit&...

PageFoo.FooTiledView[3].SubmitButton=Submit

String target="/fooapp/main/PageFoo?PageFoo.SubmitButton=
Submit&...";
RequestDispatcher dispatcher=

request.getServletContext().getRequestDispatcher(target);
dispatcher.forward(reques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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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4

部署应用程序

此 Web 应用程序框架“部署应用程序”一章介绍了在大多数 J2EE 容器中部署 Web 应
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的预备工作，以及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的部署时配置。

本文假设您对 Web 应用程序框架以及 Web 应用程序归档 (WAR) 文件、部署描述符和 
J2EE 容器的特定部署方法有着基本了解。

注意 –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可以在任何 Servlet 2.2/JSP 1.1 兼容 (J2EE 1.2) 
Web 容器中运行。

配置应用程序
除了将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打包外，还必须在部署之前对其进行配置。

如果使用的是 Web 应用程序框架 IDE 工具集，则会自动为您管理以下配置。

本节提供的信息适用于想要手动创建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或对象的开发者或想
要详细了解该框架的操作方式的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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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Servlet 配置

常规配置

由 ApplicationServletBase 建立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 Servlet 基础结构包含使用
反射来配置每个模块 servlet 上的任意属性的功能。在应用程序部署描述符 (Web.xml) 
中使用特定的名称格式将参数指定为上下文或 servlet init 参数：

例如：

指定的类名称可能包含一个星号通配符，从而可以将参数设置给多个对象：

每个参数可以仅包含一个星号，并且将匹配任何其类名称与星号之前和/或之后的字符
串相匹配的类。

如果参数要应用于所有模块 servlet，也可以省略类名称表达式：

jato:<class name expression>:<param name>

<context-param>
<param-name>jato:fooapp.main.MainModuleServlet:foo</param-name>
<param-value>bar</param-value>

</context-param>

<context-param>
<param-name>jato:fooapp.*:foo</param-name>
<param-value>bar</param-value>

</context-param>

<context-param>
<param-name>jato:enabledLogLevels</param-name>
<param-value>ALL</param-value>

</context-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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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具有一个设置的参数，模块 servlet 类必须要有一个符合 JavaBeans 方法命名惯例
的设置器方法。例如，名为 foo 的参数将导致 servlet 调用一个名为 setFoo() 的方法
来设置参数值。该值将被转换为适合于该设置器方法的类型。如果无法转换类型，系统
将向 servlet 上下文写入一条错误消息，表示出现异常。

下表显示了当前可用的模块 servlet 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必需

allowShortViewBeanNames boolean 版本 2.1 以前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要求使用一个 
ViewBean 名称后缀来命名 ViewBean 类，例如 
FooViewBean。从版本 2.1 开始，ViewBean 不再需要此
后缀。

从请求的路径信息中查找 ViewBean 的机制必须要知道
是否强制要求提供 ViewBean 后缀。默认情况下，此参
数为 false，以确保向后兼容性，但是较新的应用程序可
以启用此功能来避免这种后缀要求。

注意：可以基于每个模块来设置此参数，这样，应用程
序中使用较旧的和较新的命名惯例的各部分便可以共
存。

否

enabledLogLevels String 应当启用的以逗号分隔的日志级别列表。可能的值：

NONE
MANDATORY
STD
STANDARD
VERBOSE_DEBUG
TERSE_DEBUG
ANY_DEBUG
JATO_TRACE
JATO_QOS_TRACE
APP_TRACE
ANY_TRACE
WARNING
ERROR
CRITICAL
ANY_ERROR
USER_LEVEL_1
USER_LEVEL_2
USER_LEVEL_3
ANY_USER_LEVEL
ALL
DEFAULT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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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LogToSystemOut boolean 设置记录到 System.out 的状态 （除了 servlet 上下文
以外）。

否

enforceStrictSessionTimeout boolean 在应用程序开发过程中，重新部署应用程序通常会使与
其相关联的任何会话超时，这会使重复开发变得很困
难。当设置为 false 时，此参数将允许会话超时，以免
导致用户的浏览器必须在关闭并重新打开之后才能用于
当前的应用程序。

否

generateUniqueURLs boolean 启用或禁用在页面的呈现过程中生成唯一 URL。唯一 
URL 有助于解决有问题的代理和浏览器的高速缓存策
略。例如，如果浏览器没有适当地高速缓存动态页面，
则启用此功能通常会让浏览器认为每个页面都来自唯一
的 URL，从而避免显示未适当高速缓存的动态页面。
默认情况下，此功能被禁用，因为它会导致付出少量的
运行时代价。

否

logMessagePrefix String 设置日志消息前缀 （用于更明确地说明日志消息）。 否

moduleURL String 模块 servlet 的 URL。请参见下面的详细说明。 是

qualifiedViewNameSeparator char 从 Web 应用程序框架的 初版本开始便使用了句点
（“.”）来分隔限定的视图名称。此分隔符可能会使开
发者在其 HTML 页面中使用 JavaScript 变得更困难，
因此，应用程序开发者可以在此设置一个替换值，例如
下划线 （“_”）。开发者必须要小心，不要在常规子视
图名称中使用该分隔符字符。

否

showMessageBuffer boolean 启用或禁用在所呈现的 HTML 页面底部显示应用程序
消息缓冲区。此功能在进行调试时很有用，但在部署时
应当关闭。

否

useTaglibTEI boolean 以前版本的 J2EE 容器在生成 Web 应用程序框架 TLD 
中声明的标记附加信息 (TEI) 时会出现问题。从版本 
2.1 开始， TEI 在默认情况下被启用，但是，在较旧的
容器版本中运行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可能要禁用此功能以
保持兼容性。

否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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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URL 配置

每个模块 servlet 都具有一个关联的模块 URL。此 URL 是一个标准 servlet URL 路径
映射，并且必须在应用程序的部署描述符 （或等效项）中进行配置。当呈现 Web 应用
程序框架应用程序中的每个页面时， Web 应用程序框架标记库会将对当前模块的 URL 
的引用呈现到 HTML 输出中，从而使所提交的表单或激活的链接返回到该模块和呈现
原始输出的 ViewBean。因此，必须以一种标准方式配置每个模块的模块 URL，以便 
Web 应用程序框架基础结构能够进行访问。此外，要在应用程序中实现跨模块导航，
每个模块 servlet 的模块 URL 都必须可供所有其它模块 servlet 使用。因此，模块 URL 
是在应用程序能够运行之前必须配置的唯一模块 servlet 参数。

moduleURL 参数的配置方式与其它模块 servlet 参数的配置方式类似，只是具有一些
附加限制，如下所述：

■ moduleURL 参数必须是仅特定于软件包的 （必须使用参数命名的星号通配符样式）
参数

因为 ViewBean 还要在每个模块中使用 moduleURL 参数，而每个模块都共享相同
的软件包名称，所以必须按照以下方式命名 moduleURL 参数：

■ 必须将 moduleURL 参数配置为上下文参数，而不是 servlet init 参数

虽然可以将其它模块 servlet 参数配置为上下文参数或 servlet init 参数，但是必须将 
moduleURL 参数配置为上下文参数 （请参见下面的示例）。这一限制的原因是，每
个模块 servlet 的 moduleURL 参数必须可供所有其它模块 servlet 使用。

■ moduleURL 参数的值必须与模块 servlet URL 映射相对应

呈现给 Web 应用程序框架页面的 URL 是相对 URL。由于标准 Web 应用程序框架 
URL 格式 （它在 URL 路径的末尾指定了页面名称），必须按如下所示配置 
moduleURL：

<param-name>jato:[module package name].*:moduleURL</param-name>

<context-param>
<param-name>jato:[app package].[module package].*:moduleURL</param-name>
<param-value>../[module package]</param-value>

</context-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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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必须将模块 servlet URL 映射到以下 URL：

从技术上而言，不必遵循模块软件包来命名模块的 URL 路径，它可以是任意名称。虽
然为简便起见我们建议采取这种方式，但其主要限制条件是在 moduleURL 参数中使用
的 URL 路径应当与在 servlet 映射 URL 模式中使用的 URL 路径相同。

如果给定上述规则和以下假设：

■ 一个基础应用程序软件包 fooapp
■ 软件包中的一个模块 fooapp.main

一个基础应用程序将具有以下部署描述符：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servlet name]</servlet-name>
<url-pattern>/[module package]/*</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Web-app>

<context-param>
<param-name>jato:fooapp.main.*:moduleURL</param-name>
<param-value>../main</param-value>

</context-param>

<servlet>
<servlet-name>MainModule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fooapp.main.MainModuleServlet</servlet-class>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MainModule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main/*</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

</Web-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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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此应用程序中添加第二个模块 （名为 Module2）后将得到：

<Web-app>

<context-param>
<param-name>jato:fooapp.main.*:moduleURL</param-name>
<param-value>../main</param-value>

</context-param>

<context-param>
<param-name>jato:fooapp.module2.*:moduleURL</param-name>
<param-value>../module2</param-value>

</context-param>

<servlet>
<servlet-name>MainModule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fooapp.main.MainModuleServlet</servlet-class>

</servlet>

<servlet>
<servlet-name>Module2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fooapp.module2.Module2Servlet</servlet-class>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MainModule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main/*</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Module2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module2/*</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

</Web-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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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Bean 显示 URL 配置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中的每个 ViewBean 都具有一个对等 JSP，此 JSP 的 URL 
称为 ViewBean 的显示 URL。每个 ViewBean 都具有一个其希望使用的默认显示 
URL，此 URL 可以通过 ViewBean.getDefaultDisplayURL() 和 
ViewBean.setDefaultDisplayURL(String) 方法来获得和设置。开发者通常希望
在 ViewBean 的构造函数中设置默认的显示 URL。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在部署应用程序时覆盖 ViewBean 的默认显示 URL 可能会很有
用，或者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部署者可以在部署描述符中设置一个上下文参数，
用于在运行时设置 ViewBean 的默认显示 URL：

此参数使用上述为模块 servlet 参数 （但是它并不是模块 servlet 参数）建立的命名惯
例来进行设置：

注意 – 通常不建议使用这种机制来覆盖 ViewBean 显示 URL，因为它会带来某些系统
开销。而是应当直接使用适当的显示 URL 来重新编译受影响的 ViewBean （如果可
能）。

SQLConnectionManager 配置

Web 应用程序框架包含一个名为 SQLConnectionManager 的管理器对象。应用程序
可以通过任意给定请求上的 RequestContext 来获得此对象的实例。该类的用途是使
开发者和内置 Web 应用程序框架对象能够更方便地完成获取 JDBC Connection 对象
的任务。

SQLConnectionManager 的基本用法是调用程序使用一个称为数据源名称的名称向它
请求一个 JDBC Connection。此数据源名称是预先配置的数据库连接的任意逻辑名
称。该类还使此任务得以标准化，而不管使用何种技术来获取连接。 后，该类还提供
了一个间接级，这在开发、测试和部署环境之间进行切换时会很有用。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defaultDisplayURL String 指定 ViewBean 的显示 URL。

<context-param>
<param-name>jato:fooapp.module1.FooViewBean:defaultDisplayURL</param-name>
<param-value>/fooapp/module1/Foo-Alternate.jsp</param-value>

</context-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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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 Java 应用程序中，通常通过调用 java.sql.DriverManager 来获得 JDBC 
Connection。调用程序提供一个特定于要使用的数据库的 JDBC URL，而 
DriverManager 会将可用的 JDBC 驱动程序与指定的 URL 相匹配，然后从该驱动程
序获取一个数据库连接并将其返回给调用程序。然后，调用程序在将其关闭之前可以一
直使用该连接。

在 Web 应用程序中，使用 DriverManager 效率会非常低，因为它要求为每个需要数
据库访问的应用程序请求打开并初始化一个新的数据库连接。但是， JDBC 2.0 标准扩
展 （javax.sql 软件包）为数据库连接池定义了一个标准 J2EE 机制。这样便可以在
多个请求中重复使用连接，避免了低效率地重复打开与数据库的连接。

JDBC 2.0 标准扩展提供了一个 JNDI 机制，Web 应用程序开发者通过它可以获取汇集的
JDBC Connection 对象。此机制包含两部分，即，分配一个 JNDI 上下文以及按名称向
它请求一个数据源。此名称 （也称为数据源名称）使用以 "jdbc/" 开头的标准格式。
其思路是不直接在应用程序中嵌入 JDBC URL，而是由应用程序部署者预先配置一个包
含所有必要信息（主机、协议、用户名、密码等）的 JDBC 数据源，并且可以通过一个
以前缀 "jdbc/" 开始的逻辑数据源名称来访问它。应用程序开发者仅引用此逻辑数据
源名称，他们假定该名称将在部署了该应用程序的任何容器中被适当映射。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容器都提供这种数据源机制，并且/或者某些容器对数据源名称施
加了若干限制。例如，一个容器可能允许在标准 "jdbc/" 前缀之后使用任意名称，而
另一个容器可能要求在前缀之后添加应用程序上下文名称。这对于在同一容器中开发和
部署的应用程序可能并不是个问题，但是通常应用程序是在不同的容器中进行开发和部
署的，这使得这种情况成为一个潜在的问题。

而这正是 SQLConnectionManager 所试图提供帮助的地方。
SQLConnectionManager 包含自己的数据源映射机制，该机制使开发者在其应用程序
中能够真正使用任意的数据源名称，同时还使这些名称在任何给定的容器中都可操作。
此外， SQLConnectionManager 还允许将数据源名称映射到 JNDI 数据源名称或纯 
JDBC URL。此功能使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能够在不支持 JDBC 2.0 标准扩展的
容器中运行 （虽然这样便缺少了连接池的好处）。

在应用程序中，您可以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 的 getConnection() 或 
obtainConnection() 方法直接从 SQLConnectionManager 获取 JDBC 
Connection。静态 obtainConnection() 方法用于获取请求范围以外的连接，例如在应
用程序初始化过程中。如果希望，您也可以不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 而直接
进行 JNDI 查找 （或者转向 DriverManager），但是使用 JDBC （例如 
QueryModelBase）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类将始终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 
来获取数据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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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QLConnectionManager 以使用 JNDI 或 JDBC 
DriverManager

如上所述，在使用任意数据源名称获取 JDBC Connection 时，
SQLConnectionManager 允许使用纯 JDBC URL（通过 JDBC DriverManager）或 
JNDI 数据源名称。这两种模式是互斥的，当前模式是通过调用 
SQLConnectionManagerBase.setUsingJNDI(Boolean) 静态方法来选择的。此
方法只需调用一次；从您的应用程序 servlet 类的静态初始化程序来调用此方法。

使用值 true 来调用 setUsingJNDI() 方法将启用数据源名称的 JNDI 查找。在此模式
中，所有数据源名称都被假定为映射到常规形式 "jdbc/..." 的 JNDI 数据源名称。
如果使用值 false 来调用 setUsingJNDI() 方法， SQLConnectionManager 将假
定数据源名称直接映射到 JDBC URL，并且将尝试直接从 JDBC DriverManager 获取 
JDBC Connection。

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在生产应用程序中使用 DriverManager 来获取 JDBC 
Connection！这种用法会导致每次使用该连接时都要打开一个新的数据库连接，并且会
给您的应用程序带来极大的性能和可缩放性问题。当您 终将应用程序部署到生产中时，
请确保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 的 JNDI 查找机制以及您的容器中的一个数据库
连接池。

添加数据源映射

上述两种模式都假定针对所提供的数据源名称存在一个映射。这些映射是通过调用 
SQLConnectionManagerBase.addDataSourceMapping(String, String) 静
态方法设置的。通常，应当从应用程序 servlet 类的静态初始化程序中调用此方法。

例如：

static
{

setUsingJNDI(true);

// Anyone asking for a connection under the name "jdbc/MyDS"
// would cause the SQLConnectionManager to do a JNDI lookup for 
// a datasource under the name "jdbc/Foo/MyDS-Test"
addDataSourceMapping("jdbc/MyDS","jdbc/Foo/MyDS-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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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如果找不到数据源映射

如果找不到给定数据源名称的映射， SQLConnectionManager 还提供了一个备用机
制。如果找不到映射，它将假定数据源名称为应当用于获取连接的 JNDI 数据源名称
/JDBC URL。因此，该默认机制要使用传递给 SQLConnectionManager 的字面数据
源名称。这意味着除非开发者添加映射，否则 SQLConnectionManager 的使用将是完
全透明的。

将应用程序打包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的打包遵循适用于 Web 应用程序归档文件的标准 J2EE 规
则。如果您遵循该规则的建议开发了自己的应用程序，则只需使用 JAR 或 Zip 工具将您
的应用程序目录结构归档到一个 WAR 文件中。 WEB-INF 目录及其对等的目录和文件
应当位于该归档的根目录处。 WAR 文件的名称是任意的，只是需要具有一个 .war 文
件扩展名。

static
{

setUsingJNDI(false);

// Note, if we are not using JNDI, we will need to initialize our
// JDBC drivers in the standard way
Class.forName("sun.jdbc.odbc.JdbcOdbcDriver");
Class.forName("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 Anyone asking for a connection under the name "jdbc/MyDS"
// would cause the SQLConnectionManager to obtain a connection from 
// the JDBC DriverManager with the URL "jdbc:odbc:northwind"
addDataSourceMapping("jdbc/MyDS","jdbc:odbc:northwind");
addDataSourceMapping("jdbc/HerDS","jdbc:oracle:thin:@10.0.0.1:1521:f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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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应用程序
如上所述配置应用程序后，就可以像部署任何其它基于 WAR 的 J2EE Web 应用程序一样
部署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J2EE 容器在部署这种应用程序的细节上有所不同；请
参见您的容器的部署文档以获得详细说明。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您只需将 WAR 文件
复制到容器的 /webapps 目录下。

有关部署的一些其它注意事项：

■ 每个部署的应用程序在其 WEB-INF/lib 目录下都需要自己的一个 Web 应用程序框
架运行时副本。除了是唯一支持的配置外，这一措施还确保了应用程序是完全独立
的，并且可以在任何容器中立即安装。它还确保了 Web 应用程序框架版本的变化不
会影响多个应用程序。如果某个运行时的共享副本被用于多个应用程序，则必须将
所有这些应用程序同时升级到一个新的运行时版本。

■ 如果可能，应用程序源代码应当打包在部署的 WAR 文件中 （位于 /WEB-INF 目录
下）。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建议，但却具有若干优点。首先，它提供了应用程序中实
际使用的源代码的精确映像，从而可以为疑难解答提供帮助。其次，它确保可以轻松
地对部署的应用程序进行重要修复，而无需一个完整的开发/源代码控制环境。

■ 如果您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使用 JDBC，请在部署之前进行检查以确保它在 
SQLConnectionManager 中使用了 JNDI 模式。

■ 因为这些文件只打算通过 Web 应用程序框架 servlet 进行访问，所以如果可能，您
可能会希望将容器或 Web 服务器配置为拒绝外部客户机对所有 .jsp 文件的访问。

访问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
部署 Web 应用程序框架应用程序后，它便可供 HTTP 客户机进行访问。Web 应用程序
框架应用程序使用一个具有以下常规形式的标准 URL 格式：

http://<主机 + 容器特定路径 >/<servlet 上下文名称 >/<模块名称 >/<页面
名称 >

其中：

■ servlet 上下文名称是所部署的 WAR 文件 （在大多数 J2EE 容器中）的名称。

■ 模块名称是应用程序中的模块软件包的名称。

■ 页面名称是要在该模块中显示的页面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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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给定以下内容：

■ WAR 文件名：HelloWorld.war

■ 模块名称：greeting

■ 页面名称：Hello

■ ViewBean 类：<app package>.greeting.Hello

■ JSP 名称：Hello.jsp

则用于访问 Hello 页面的 URL 为：

http://<主机 + 容器特定路径 >/HelloWorld/greeting/Hello

基础应用程序软件包名称并不作为 URL 中的一个因素。此外，所请求的页面名称必须
存在于指定的模块中。尝试访问位于所请求的模块以外的页面是非法的。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第 89 页的 “跨模块导航”。

许多 J2EE 容器并不要求使用特定于容器的路径来访问 servlet 引擎。例如， Web 
Application Server、 Apache Tomcat 或 Caucho Resin 将使用以下 URL：

http://<主机 >/HelloWorld/greeting/Hello

但是，由于某些 J2EE 容器使用带有常规 Web 服务器的多层体系结构来进行外部访问，
因而 URL 可能会需要附加路径信息。例如， iPlanet Application Server 6.x 中的示例 
URL 应当为：

http://<主机 >/NASApp/HelloWorld/greeting/Hello

跨模块导航
跨模块导航是指在一个模块中处理请求，但是用另一个模块中的页面进行响应。通常，
当从应用程序的一个逻辑相关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况。

通常， Web 应用程序框架运行时会自动为您管理这种切换，但是了解其基本机制是很
重要的。跨模块移动的关键任务在于确保 终呈现给客户机的页面包含对模块 （其中
包含该页面）的引用。否则，对不同模块中的页面的请求将被发送回服务器，从而导致
出现安全性异常。当请求跨越模块边界后，目标模块的 servlet 将成为下一个处理来自
用户的请求的 servlet。例如，如果用户请求触发了 module1 的 PageOne 中的事件，
并且此事件将请求转发给 module2 中的 PageTwo，则 module2 的模块 servlet 将成
为用于处理下一个及所有后续用户请求的 servlet （直到另一个请求跨越了另一个模块边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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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应用程序中跨越模块边界时，有一个小技巧需要开发者注意。通常，开发者使用 
ViewBeanManager（可从 RequestContext 获得）来获取 ViewBean 引用。
ViewBeanManager 允许开发者为他们要通过 getLocalViewBean() 方法检索的 
ViewBean 提供一个简称。但是，此方法必须事先为所提供的名称确定一个软件包名
称，以派生一个类名称。此软件包名称始终是处理该请求的模块 servlet 的软件包名称。
因此，使用此方法不可能从另一个模块中获取 ViewBean；通过此快捷方式方法只能获
取当前模块中的 ViewBean。要获取对另一个模块中的 ViewBean 的引用，请使用其它
一种需要类或全限定类名称的 ViewBeanManager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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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错误诊断

此附录概述了已知的错误诊断问题，包括症状、可能的原因、可能的解决方案和对每个
已知问题的备注。

症状
javax.servlet.ServletException: 请求无效 - 在 
com.iplanet.jato.ApplicationServletBase.onRequestHandlerNotFound

(...) 中未找到请求处理程序 “X”
...

可能的原因

目标页面拼写错误。

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此示例中，目标页面拼写为 Login，而不是 login。

大小写区分和复数形式是常见错误。

备注

由于页面名称总是与 ViewBean 类名称相关，因此页面名称通常以大写字母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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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javax.servlet.ServletException: 请求的上下文为空 - 必须通过 servlet 在
org.apache.jasper.runtime.PageContextImpl.handlePageException
(PageContextImpl.java:457) 访问此页面
...

可能的原因

尝试使用 JSP 的 URL 直接访问 Web 应用程序框架 JSP。

可能的解决方案

对 Web 应用程序框架 Web 应用程序的所有访问都必须经过模块 servlet （前端控制
器）。此异常表明用户试图访问错误的资源。

请勿使用以下 URL：

http://localhost:8081/JatoTutorial/jatotutorial/main/Login

请使用如下所示的 URL：

http://localhost:8081/JatoTutorial/main/Login

备注

实际有效的 URL 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 URL/servlet 映射在应用程序的 Web.xml 
文件中的配置方式。如果创建应用程序时未手动修改 Web.xml，则 URL 模式应如下所
示：

http://<server>:<port>/<ServletContext>/<module>/<targetPag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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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com.iplanet.jato.NavigationException: 转发期间遇到异常
根本原因 = [java.sql.SQLException: 无法找到用户 “ADMINISTRATOR”。 ]
...

可能的原因

这属于数据库访问 SQL 异常。在本例中，模型尝试访问数据库时未提供正确的用户名和
密码。

可能的解决方案

如果您使用的是 JDBC URL （而不是 JNDI 查找技术），请通过在模型的构造函数
（PointBase 范例数据库示例）中明确设置用户名和密码来提供适当的用户名和密码：

setDefaultConnectionUser("pbpublic");
setDefaultConnectionPassword("pbpublic");

在某些情况下，您也可以在 JDBC URL 中提供用户名和密码。

备注

通过使用 JNDI 数据库连接查找可以避免此问题。请参见第 3 章“编程指南”中的第 53 
页的 “使用 SQLConnection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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