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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体验 

如果读者已经配置好开发环境（JDK，Eclipse 及 Maven 插件成功安装），则可以直接安装考拉插件来快速体验

Koala4。否则请参考章节“安装与配置”进行安装与使用。 

1.1. Koala4 插件安装 

1，下载 koala4 插件（点击下载） 

2，安装 koala4 插件 

点击 Help->Install New Software->add，在 Localtion 处点击 Archive，选中刚才下载的插件 

 
 

2，勾选 Koala，点击 next 进行安装，安装过程与安装 maven 插件类似。 

 
 

安装过程中会出现一个 security warnning，可以点击 OK 跳过 

 
 

重启后看到考拉的图标表示安装成功 

http://wiki.openkoala.org/download.jsp?file=KoalaPlugin-4.0.0.zip


 
 

1.2. 快速创建基本项目 

1，依次点击 File->New->Project->Koala->Koala Project 

 
 

2，填入相关项目信息，然后 next 

 
 

3，无需集成任何子模块，点击 finish 



 
插件发现并自动导入生成的项目文件，点击 finish 

 
此时基本项目结构已经生成，可以基于这个结构进行开发。 

 

1.3. 一键编译运行项目 

1，选中刚才创建的项目，点击工具栏上的 Run Koala Project 图标，则开始自动构建项目 



 
 

2，项目构建成功，此时可以通过 localhost:8080 访问首页， 

 
 

此时因为没有集成其它子系统所以只显示的是最基本的首页 

 

 

2. 安装与配置 

Koala4 以插件形式向 Eclipse 提供了支持，使用之前必须先安装和配置 JDK、Maven、Eclipse、m2clipse 插

件和 Koala4 插件。 

本章节中与 Linux 有关的示例都是在 Ubuntu 14.04 LTS 上进行的，使用的 shell 是默认模式的 bash，如果读

者使用了不同的发行版或者 shell，则使用的命令和配置可能稍有区别，如出现这种情况请根据系统说明书另行

配置。本章节假设读者具备最基本的 Linux 使用经验。 



 

2.1. JDK 安装与配置 

Koala4 基于 JDK6 开发与测试，因此需要使用 JDK6+，为提升稳定性和获得更高的性能，建议使用 JDK7 或以

上，请前往官方下载最新版本(点击这里)，本文以 JDK7 为例。 

 

2.1.1. Windows 下安装与配置 JDK 

1，按需下载 32 位或者 64 位 JDK 

 
 

2，双击进入安装向导，点击下一步 

 
 

3，选择安装目录，然后点击下一步 

(注意！JDK 或 JRE 的安装目录最好不要含有空格和中文字符等特殊字符，否则有可能引发各种微妙的错误，下

同)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dk7-downloads-1880260.html


 
 

4，JDK 安装完成后会提示安装 JRE，为其选择一个安装目录然后点击下一步 

 
 

5，安装完成 

 



 

6，配置 JDK 环境变量 

配置 JDK 环境变量首先是创建 JAVA_HOME 环境变量，然后修改 Path 环境变量，将 JDK 的执行路径添加其中，

具体操作如下： 

右键“计算机”->"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新建"，在输入提示框中定义变量名为 JAVA_HOME，

变量值是刚才 JDK 的安装路径，然后点击"确定"完成配置。 

 
接着在 Windows 的命令行窗口中输入 echo %JAVA_HOME%，如成功设置则会显示 JDK 的安装路径 

   
 

7，将 JDK 的执行路径加入系统的执行路径 

右键“计算机”->"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选中 Path 点击编辑，在末尾增加以下蓝色字符串（不

要忽略最前面的分号）“;%JAVA_HOME%\bin”，然后点击确定。 



 
 

接着在控制台输入以下命令验证是否设置成功： 

javac -version 

java -version 

 
 

2.1.2. Linux 下安装与配置 JDK 

1，为适应不同的 Linux 发行版，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下载通用安装包，然后手动解压缩安装 



 
 

2，使用以下命令解压已经下载到的压缩包，得到包含完整 JDK 的安装目录 

tar -xzf jdk-7u65-linux-x64.tar.gz  

 
 

3，设置 JAVA_HOME 的值，如果你使用的默认的 shell 是 bash，则可以这样做 

先进入 JDK 的安装目录：cd jdk1.7.0_65 

 
然后执行以下命令设置 JAVA_HOME 环境变量（务必确定以下命令必须在 JDK 安装根目录内执行） 

echo "export JAVA_HOME=$PWD" >> ~/.bashrc 

 
接着用以下命令使得变量生效并测试（本示例中 JDK 安装的根目录是/home/programs/jdk1.7.0_65）： 

source ~/.bashrc 

echo $JAVA_HOME 

 
 

4，类似步骤 3，执行以下命令将 JDK 执行路径添加到系统的执行路径，此步骤之前请务必确定环境变量

JAVA_HOME 的值不为空，即步骤 3 的 source ~/.bashrc 已经执行过 

echo "export PATH=$PATH:$JAVA_HOME/bin" >> ~/.bashrc 

 
 

退出并重新登陆 shell，执行以下命令验证配置是否生效 

javac -version 

java -version 



 
 

2.2. Maven 安装与配置 

Koala4 使用 Maven 进行项目构建，因此需要先安装并设置好 Maven 

 

2.2.1. Windows 下安装与配置 

1，下载 Maven3（这里）并解压（本文编写时 Maven 最新版本为 3.2.3） 

 
 

2，设置环境变量 

参照 2.1.1 的步骤 6 和 7，新建环境变量 M2_HOME，并将 Maven 的执行路径加入系统的执行路径 

 

 
接着在控制台输入 mvn -v 测试 Maven 是否安装成功 

http://maven.apache.org/download.cgi


 
 

2.2.2. Linux 下安装与配置 

与章节 2.1.2 的步骤 2~4 类似，先下载解压安装包，然后设置环境变量 

1，下载并解压缩安装包，用命令 tar -xzf apache-maven-3.2.3-bin.tar.gz 解压 

 
 

2，设置环境变量 

进入 Maven 安装目录 

cd apache-maven-3.2.3/ 

 

用以下命令设置环境变量并让其生效 

echo "export M2_HOME=$PWD" >> ~/.bashrc 

source ~/.bashrc 

 

然后用以下命令将 Maven 执行路径添加到系统执行路径，并检测是否生效 

echo "export PATH=$PATH:$M2_HOME/bin" >> ~/.bashrc 

source ~/.bashrc 

mvn -v 

 
 

2.3. 配置 Eclipse 中的 JRE 

由于 Eclipse 中 Maven 插件需要的 JRE 位于 JAVA_HOME 目录中，而不是独立安装的那个 JRE，因此需要进行



配置。点击“Window”->"Preferences"->"Java"->"Installed JREs"->"Add"->"Standard VM"，然在 JRE 

home 的输入框中填入你 JAVA_HOME 的值，则 Eclipse 会自动搜索相关目录 

 
然后勾选将刚才添加的 JRE，设为默认 

 
 

2.4. m2eclipse 插件安装与配置 

为简化安装过程，可以先下载 JavaEE 版的 Eclipse（这里），本文以 Eclipse4.4（代号 Luna）为例，J2EE 版的

Luna 预安装了 maven 插件，因此可以省去插件安装这步。 

 
如果你使用的 Eclipse 没有安装 m2eclipse 插件，请参照下文进行安装。（注意：Eclipse 版本与插件版本密切

相关，如果两者版本不相配则有可能导致安装失败，Luna 对应的 m2eclipse 版本是 1.5，如果你使用的是低版

本的 eclipse，例如 kepler，则安装会失败。可前往 http://www.eclipse.org/m2e/download/查看插件与支

持的 eclipse 信息） 

 

2.4.1. 安装 m2eclipse 插件 

1，点击 Help->Install New Software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


 
 

2，点击 add，然后在 Location 中输入以下地址， 

http://download.eclipse.org/technology/m2e/releases 

 

3，点击 finish 后 Eclipse 会进行自动搜索，列出可用的插件，勾选需要安装的插件然后安装 

 
 

4，显示安装细节 



 
 

5，接受协议 

 
 

6，进入正式安装，安装完成后需要重启 

 
 



 
 

7，重启后点击 Window->Preferences 可以看见 maven 的选项在左边导航栏出现，安装成功 

 

 

2.4.2. 配置 m2eclipse 插件 

m2eclipse 插件使用的是内置的 Maven，为了保持一致性，需要将内置的 Maven 替换为我们自己安装的 Maven，

通过以下步骤进行配置 

1，点击 Window->Preferences 

 
， 

2，在左边的面板依次打开 Maven->installations->add，然后填入你 Maven 所在的目录 



 
 

3，点击 finish，然后勾选我们刚才创建的选项，再点击 OK，则完成配置 

 
 

2.5. Koala4 插件安装 

请参考章节 1.1.1“Koala4 插件安装” 

 

3. 插件使用 

3.1. 创建项目 

1，依次点击 File->New->Project->Koala->Koala Project 



 
 

2，填入相关项目信息，然后 next 

 
 

3，点击图标选择需要集成的子系统，Koala 目前提供的四个子系统分别是：权限、通用查询、组织、业务日志。 



 
 

点击“高级设置”可以进行更加客户化的配置 

 
选项 说明 

是否集成源码 如果不集成子模块源码，则子模块以依赖的形式出现 web 模块中(在 pom 文件中体现) 

如果集成子模块源码，则子模块以源码的形式出现各个层中 

关联选择 如不勾选，则权限子系统和组织子系统相互独立 

技术选项 选择是否成功实例代码，采用哪种 ORM 技术和 MVC 框架 

项目模块 Koala 根据领域驱动设计的思想划分模块，可按需选择模块 



 

4，配置完模块信息后点击 finish，则会将项目生成到用户磁盘，此时会自动调用 m2eclipse 的导入功能导入项

目 

 
 

5，点击 Finish，导入完成 

 
 

3.2. 编译运行 

3.2.1. 使用 Koala4 插件一键编译运行项目 

请参考章节 1.1.3，“一键编译运行项目” 

 

3.2.2. 从 IDE 分步编译运行项目 

除一键运行外，还可以借助 maven 插件分步编译运行项目，其过程如下： 

1，选中 web 模块，右键"Run As"->"Maven Build"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 Goals 中输入“clean instal”，点击 run 开始编译项目 

 
 

3 编译完成后，右键"Run As"->"Maven Build"然后在 Goals 中输入“jetty:run”，然后点击 run 开始运行项目 

 
 

4 项目构建成功，此时可以通过 localhost:8080 访问首页 

 
 

如果创建项目时候勾选了权限子系统，则会显示登陆页面（用户名：koala，密码：888888） 



 
否则显示默认界面 

 
 

 

 

3.2.3. 从命令行编译运行项目 

虽然 Koala 插件为构建项目提供了便捷，但是某些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从命令行构建项目，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做： 

Windows 和 Linux 下编译运行项目的命令都是一样，这里仅以 Linux 作为示范 

1，从控制台中进入项目根目录，然后执行 mvn clean install 

 
 

2，进入项目的 web 子模块目录，然后运行 mvn jetty:run 命令，启动 jetty 容器 



 
jetty 容器启动成功 

 
 

3，访问项目首页 localhost:8080 

 

3.3. 实体类的 CRUD 快速生成 

本章节以实体类 Book 以及它的属性之一 Publisher 为例子，示范一个为实体类快速生成 CURD 的例子 

 

3.3.1. 新建实体类 

在包 org.koala.koalademo.core.domain 中创建 Book.java 和 Publisher.java 源码如下： 

 
Book 代码如下(其中要注意的是，实体类需要在类名前加上@Entity 的标注以表明其是一个实体类)： 

Book.java 

package org.koala.koalademo.core.domain; 

 

import java.util.Date; 

import javax.persistence.Column; 

import javax.persistence.Entity; 

import javax.persistence.ManyToOne; 

import javax.persistence.Table; 

import javax.persistence.Temporal; 

import javax.persistence.TemporalType; 

import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KoalaAbstractEntity; 

 

@Entity 

@Table(name = "BOOK") 

public class Book extends KoalaAbstractEntity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ng serialVersionUID = 7996613331684654559L; 

 

@Column(name = "abc")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String author; 

 

 private Date publishDate; 

  

 private Publisher publisher; 

       @ManyToOne 

 public Publisher getPublisher() { 

  return publisher; 

 } 

 

 public void setPublisher(Publisher publisher) { 

  this.publisher = publisher; 

 } 

 

 @Column(name = "NAME") 

 public String getName() { 

  return name;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this.name = name; 

 } 

 

 @Column(name = "AUTHOR") 

 public String getAuthor() { 

  return author; 

 } 

 

 public void setAuthor(String author) { 

  this.author = author; 

 } 

 

 @Temporal(value = TemporalType.DATE) 

 @Column(name = "PUBLISH_DATE") 

 public Date getPublishDate() { 

  return publishDate; 

 } 

 

 public void setPublishDate(Date publishDate) { 

  this.publishDate = publishDate;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businessKeys() { 

  return new String[] { "name"， "author" }; 

 } 

 

} 

 

 

Publisher.java 

package org.koala.koalademo.core.domain; 



public class Publisher { 

 String publiserName; 

 String email; 

 String teliphone; 

 String address; 

 public String getPubliserName() { 

  return publiserName; 

 } 

 public void setPubliserName(String publiserName) { 

  this.publiserName = publiserName; 

 } 

 public String getEmail() { 

  return email; 

 } 

 public void setEmail(String email) { 

  this.email = email; 

 } 

 public String getTeliphone() { 

  return teliphone; 

 } 

 public void setTeliphone(String teliphone) { 

  this.teliphone = teliphone; 

 } 

 public String getAddress() { 

  return address; 

 } 

 public void setAddress(String address) { 

  this.address = address; 

 } 

  

} 

 

选中该文件，然后右键->CURD，为实体类 Book 快速创建增删改查以及 Web 界面 

 
 



3.3.2. 配置“列表页面” 

在生成过程中会弹出 CURD 配置框，用户可以此时自定义一些信息： 

 
对于列表页面，默认情况下会对 Book 中所有的简单类型的属性进行显示，而复合类型的属性是不予以显示，

除非用户显式指定。上图中每列的意义如下： 

属性名 类 Book 中属性的名称，不可修改 

显示名称 类 Book 中属性在页面中显示的名称，可以修改为自己想要的名称 

关联属性 类 Book 中使用了一个复合类型的属性 Publisher 代表出版商，默认情况下是不会显示关于这

个符合类型属性的任何信息，除非用户通过添加显式指定。 

 

每个按钮功能具体如下： 

功能按钮 功能说明 

添加 添加在页面显示的实体类属性，如所有属性都已经显示，则不能够再添加 

编辑 编辑属性名称和关联属性 

删除 不在页面上显示该属性 

同步显示名称 如果修改了列表页面某个属性的名称，则该修改在其它页面（如查询、新增、修改）也会生效。

否则该属性名称的修改只在当前页面生效 

填好配置信息后程序自动生成相关代码，并显示代码列表 



 
 

生成完成后运行项目，访问列表页面 http://localhost:8080/pages/domain/Book-list.jsp 

 
 

3.3.3. 配置“查询条件” 

 
 

对于“查询条件”页面，目前只支持对简单类型的属性进行查询，不支持关联属性的查询，与列表页面类似，



每列的意义如下（其中属性名与显示名称与 3.3.1 中相同，不再重复，这里仅仅列出不同的部分，下同） 

编辑类型 查询页面中查询条件的输入类型，目前支持的类型有： 

 文本框 

 文本域 

 下拉框 

 日期控件 

 隐藏域 

 

当选择下拉框的时候，还可以自定义下拉框的数据字典，点击“数据字典”->右键->选择“新增数据”->输入

数据字典名称，然后就可以增删改自定义的数据字典了 

 

 

 
 

 
 

该页面每个按钮功能具体如下： 

功能按钮 功能说明 

修改 修改查询条件的输入类型 

 



 
当点击编辑的时候，会列出不同的编辑框类型及其对应的校验方式让用户选择，可选的常用校验类型有; 

 以下几种：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数字类型 

 URL 链接 

 英文字符 

 中文字符 

 正则表达式 

 

在列表页面可以看到查询条件已经的显示方式已经被修改 

 
 

3.3.4. 配置“详情页面” 



 
通过配置详情页面，可以显示 Book 类的所有信息。与列表页面不同的是，通过详情页面可以配置所有需要显

示的属性，包括复合类型的属性 

 

在列表页面点击查看，可以看到详细的关联属性 

 
 

3.3.5. 配置“新增页面” 

 
通过新增页面可以配置新增一条信息时候，哪些属性是可以直接赋值插入的。也之前的页面一样，属性可以指

定类型并自动校验。当 Book 类的所有属性都已经显示的时候，无法再继续增加新属性 

 

在列表页面点击“添加”，填入相关信息然后保存 



 
 

 
 

3.3.6. 配置“修改页面” 

 
与“新增页面”功能基本一致，配置 Book 类的哪些属性可以在页面中修改，属性可以指定类型并自动校验。 

 

在列表页面选中某条记录，然后点击修改 

 
 



 
 

3.4. 切换数据库 

Koala4 支持多种主流数据库，默认的数据库是 H2，它的优点是用户即使没有在本地安装数据库也能顺利使用

Koala4 进行开发和测试。数据库切换在 Koala4 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通过修改项目根目录的 pom 文件实

现。通过修改 pom 文件里面对应的数据库的<activeByDefault>true</activeByDefault>元素，将其值设为

true，并修改对应的 url、username 和 password 则完成切换 

 

 
 



 
 

4. 开发规范 

4.1. JPA 开发规范 

Koala4 使用 JPA 作为仓储实现的开发规范，本开发规范以给一个简单 Koala 项目添加两个简单功

能的开发过程，来讲解如何从领域类的业务方法开发，到应用层接口的开发，再到门面层的开发，

每一步所涉及到的规范。 

4.1.1. 上下文环境 

4.1.1.1. 项目模块结构 

例子中的 Koala 项目的模块结构如下 
基础设施层模块：demo-infra 

 配置模块：demo-conf 

 领域层模块：demo-core 

 应用层接口模块：demo-application 

 门面层实现模块：demo-façade 

 门面层实现模块：demo-façade-impl 

 展现层模块：demo-web 

如图所示 

 
 

4.1.1.2. 领域类 

假设项目中已有 Organization.java，Employee.java 两个领域类，其代码如下： 

（注意：使用 Koala 创建的项目，你的基类应该继承 KoalaAbstractEntity 或 KoalaLegacyEntity，其中



KoalaAbstractEntity 带了 ID 以及 Version。） 

Organization.java 

package org.openkoala.demo.core.domain; 

  

import javax.persistence.Column; 

import javax.persistence.Entity; 

import javax.persistence.Table; 

import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KoalaAbstractEntity; 

  

@Entity 

@Table(name = "organizations") 

public class Organization extends KoalaAbstractEntity { 

      

    /** 

     *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ng serialVersionUID = 1946346499573992799L; 

  

    private String name; 

      

    @Column(name = "serial_number") 

    private String serialNumber; 

  

    public String getName() { 

        return name;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this.name = name; 

    } 

  

    public String getSerialNumber() { 

        return serialNumber; 

    } 

  

    public void setSerialNumber(String serialNumber) { 

        this.serialNumber = serialNumber; 

    } 

  

    @Override 

    public int hashCode() { 

        final int prime = 31; 

        int result = 1; 

        result = prime * result + ((getId() == null) ? 0 : getId().hashCode()); 

        return result;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 { 

        if (this == obj) 

            return true; 

        if (obj == null) 

            return false; 

        if (getClass() != obj.getClass()) 

            return false; 

        Organization other = (Organization) obj; 

        if (getId() == null) { 

            if (other.getId() != null) 

                return false; 

        } else if (!getId().equals(other.getId()))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name;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businessKeys()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return null; 

 } 

} 

 

 

Employee.java 

package org.openkoala.demo.core.domain;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x.persistence.Entity; 

import javax.persistence.JoinColumn; 

import javax.persistence.ManyToOne; 

import javax.persistence.Table; 

import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KoalaAbstractEntity; 

  

@Entity 

@Table(name = "employees") 

public class Employee extends KoalaAbstractEntity { 

  

    /** 

     *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ng serialVersionUID = -2700241427681303048L;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int age; 

      

    private String gender; 

      

   private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public String getName() { 

        return name;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this.name = name; 

    } 

  

    public int getAge() { 

        return age; 

    } 

     

    public void setAge(int age) { 

        this.age = age; 

    } 

  

    public String getGender() { 

        return gender; 

    } 

  

    public void setGender(String gender) { 

        this.gender = gender; 

    } 

  

    @ManyToOne 

    @JoinColumn(name = "organization_id") 

    public Organization getOrganization() { 

        return organization; 

    } 

  

    public void setOrganization(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 

        this.organization = organization; 

    } 

     

    public void assignTo(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 

     this.setOrganization(organization); 

     this.save(); 

    } 

     

    public static List<Employee> findByAgeRange(Integer from, Integer to) { 

     return getRepository().createNamedQuery("findEmployeesByAgeRange").setParameters(new Object[]{from, 



to}).list(); 

    } 

     

    @Override 

    public int hashCode() { 

        final int prime = 31; 

        int result = 1; 

        result = prime * result + ((getId() == null) ? 0 : getId().hashCode()); 

        return result;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 { 

        if (this == obj) 

            return true; 

        if (obj == null) 

            return false; 

        if (getClass() != obj.getClass()) 

            return false; 

        Employee other = (Employee) obj; 

        if (getId() == null) { 

            if (other.getId() != null) 

                return false; 

        } else if (!getId().equals(other.getId()))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name;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businessKeys() { 

  return null; 

 } 

      

} 

领域类继承至 Koala 提供的 KoalaAbstractEntity，该类为我们提供了实体表示 ID，用于实现乐观所的 version

字段以及获得仓储实例的方法和保存，删除实体的方法等。详细可查看该类代码 

KoalaAbstractEntity.java 

package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 

import javax.persistence.*; 

import java.io.Serializable;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org.dayatang.domain.Entity; 

import org.dayatang.domain.NamedParameters; 



/** 

 * 一种抽象实体类，提供 ID 和版本属性，以及基本的持久化方法 

 * 

 * @author yang 

 * 

 */ 

@MappedSuperclass 

public abstract class KoalaAbstractEntity extends KoalaBaseEntity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ng serialVersionUID = 8882145540383345037L; 

    private Long id; 

    private int version; 

 

    /** 

     * 获得实体的标识 

     * 

     * @return 实体的标识 

     */ 

    @Id 

    @GeneratedValue(strategy = GenerationType.AUTO) 

    @Column(name = "ID") 

    @Override 

    public Long getId() { 

        return id; 

    } 

 

    /** 

     * 设置实体的标识 

     * 

     * @param id 要设置的实体标识 

     */ 

    public void setId(Long id) { 

        this.id = id; 

    } 

 

    /** 

     * 获得实体的版本号。持久化框架以此实现乐观锁。 

     * 

     * @return 实体的版本号 

     */ 

    @Version 

    @Column(name = "VERSION") 

    public int getVersion() { 

        return version; 

    } 

 

    /** 

     * 设置实体的版本号。持久化框架以此实现乐观锁。 



     * 

     * @param version 要设置的版本号 

     */ 

    public void setVersion(int version) { 

        this.version = version; 

    } 

 

    /** 

     * 将实体本身持久化到数据库 

     */ 

    public void save() { 

        if(this.notExisted()){ 

            setId(null); 

        } 

        getRepository().save(this); 

    } 

 

    /** 

     * 将实体本身从数据库中删除 

     */ 

    public void remove() { 

        getRepository().remove(this); 

    } 

 

    /** 

     * 根据实体类型和 ID 从仓储中获取实体 

     * @param <T> 实体类型 

     * @param clazz 实体的类 

     * @param id 实体的 ID 

     * @return 类型为 T 或 T 的子类型，ID 为 id 的实体。 

     */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Entity> T get(Class<T> clazz, Serializable id) { 

        return getRepository().get(clazz, id); 

    } 

 

    /** 

     * 查找实体在数据库中的未修改版本 

     * @param <T> 实体类型 

     * @param clazz 实体的类 

     * @param entity  实体 

     * @return 实体的未修改版本。 

     */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Entity> T getUnmodified(Class<T> clazz, T entity) { 

        return getRepository().getUnmodified(clazz, entity); 

    } 

 

    /** 

     * 根据实体类型和 ID 从仓储中加载实体(与 get()方法的区别在于除 id 外所有的属性值都未填充) 



     * @param <T> 实体类型 

     * @param clazz 实体的类 

     * @param id 实体的 ID 

     * @return 类型为 T 或 T 的子类型，ID 为 id 的实体。 

     */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Entity> T load(Class<T> clazz, Serializable id) { 

        return getRepository().load(clazz, id); 

    } 

 

    /** 

     * 查找指定类型的所有实体 

     * @param <T> 实体所属的类型 

     * @param clazz 实体所属的类 

     * @return 符合条件的实体列表 

     */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Entity> List<T> findAll(Class<T> clazz) { 

        return getRepository().createCriteriaQuery(clazz).list(); 

    } 

 

    /** 

     * 根据单个属性值以“属性=属性值”的方式查找实体 

     * @param <T> 实体所属的类型 

     * @param clazz 实体所属的类 

     * @param propName 属性名 

     * @param value 匹配的属性值 

     * @return 符合条件的实体列表 

     */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Entity> List<T> findByProperty(Class<T> clazz, String propName, Object value) { 

        return getRepository().findByProperty(clazz, propName, value); 

    } 

 

    /** 

     * 根据多个属性值以“属性=属性值”的方式查找实体，例如查找 name="张三", age=35 的员工。 

     * @param <T> 实体所属的类型 

     * @param clazz 实体所属的类 

     * @param propValues 属性值匹配条件 

     * @return 符合条件的实体列表 

     */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Entity> List<T> findByProperties(Class<T> clazz, Map<String, Object> propValues) { 

        return getRepository().findByProperties(clazz, NamedParameters.create(propValues)); 

    } 

} 

 

 

4.1.2. 业务示例 

接下来我们将遵照 Koala 的规范开发两个业务： 

 分配某员工到某机构。 



 查找某个年龄段内的员工 

注意：Koala 项目在代码中使用标准的 ioc 注入方式，所以请使用@Inject 标记需要 ioc 容器注入实现的接口 

 

4.1.2.1. 领域层业务开发 

根据上面提出的新功能，我们需要在 Employee 类中添加两个领域方法： 

分配某员工到某机构 

public void assignTo(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 

 this.setOrganization(organization); 

 this.save(); 

} 

 

查找某个年龄段内的员工 

public static List<Employee> findByAgeRange(Integer from, Integer to) { 

    return getRepository().createNamedQuery("findEmployeesByAgeRange").setParameters(new Object[]{from, 

to}).list(); 

} 

assignTo 方法中我们给 employee 设置了新的 organization 值，并保存。 

findByAgeRange 方法中我们通过 getRepository 方法获得仓储实例，然后调用仓储的 findByNameQuery（根

据命名查询进行查询）方法做查询某个年龄段内的员工的操作，其中 JPQL 查询语句放置在 Employee.xml 文

件中，在子项目本身模块的 src/main/resources 目录中新建 mappings 目录，将 Employee.xml 放到该目录

下。如图： 

 
Employee.xml 的代码如下： 

 Employee.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ntity-mappings xmlns="http://java.sun.com/xml/ns/persistence/orm"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java.sun.com/xml/ns/persistence/orm orm_1_0.xsd" 

 version="1.0"> 

 <named-query name="findEmployeesByAgeRange"> 

  <query> 

   select employee from Employee employee where employee.age between ? and ? 

  </query> 

 </named-query> 

  

</entity-mappings> 

其中，“named-query”标签的 name 属性值是命名查询的名称，对应仓储的 findByNamedQuery 方法的第

一个参数。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给测试代码使用，我们也需要在把 Employee.xml 文件拷贝一份到测试资源目录中，如下

图： 



 
  

这是在领域类和配置文件方面所需的操作，下面是领域层测试的例子： 

EmployeeTest 

package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 

import org.junit.Test; 

import org.openkoala.koala.util.KoalaBaseSpringTestCase; 

public class EmployeeTest extends KoalaBaseSpringTestCase { 

 @Test 

 public void test() { 

  Employee employee = new Employee(); 

  employee.setName("张三"); 

  employee.setAge(18); 

  employee.save();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 new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setName("foreveross"); 

  organization.setSerialNumber("222"); 

  organization.save(); 

   

  assertEquals("张三", Employee.get(Employee.class, employee.getId()).getName()); 

  assertTrue(Employee.findByAgeRange(0, 20).contains(employee)); 

   

  employee.assignTo(organization); 

  assertEquals(organization, Employee.get(Employee.class, employee.getId()).getOrganization()); 

   

  employee.setAge(24); 

  employee.save(); 

  assertEquals(24, Employee.get(Employee.class, employee.getId()).getAge()); 

  assertTrue(Employee.findByAgeRange(20, 30).contains(employee)); 

   

   

  employee.remove(); 

  organization.remove(); 

 } 

} 

领域类的集成测试类继承 KoalaBaseSpringTestCase，以保证对配置文件的读取和事务的处理并可以使用

@Inject 等注解进行实例注入等操作。 

该测试类首先存入了一个 Employee 实体和 Organization 实体，然后分配 employee 到 organization 下，然



后测试是否分配成功。再修改 employee 的年龄，再根据年龄段查询员工，测试是否正确查询到改员工。 

 

4.1.2.2. 应用层接口开发 

下面我们需要添加应用层的接口方法，在 demo-application 模块中创建 EmployeeApplication 接口。在接口

中加入如下两个接口： 

void assignEmployeeToOrganization(Employee employee,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List<Employee> findEmployeesByAgeRange(Integer from, Integer to); 

 

4.1.2.3. 应用层实现开发 

在应用层模块 demo-application 中创建 EmployeeApplicationImpl 类实现 EmployeeApplication 接口。类

中实现 EmployeeApplication 接口中我们定义的新方法。下面我们列出代码并说明： 

assignEmployeeToOrganization 

 public void assignEmployeeToOrganization(Employee employee,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 

 employee.assignTo(organization); 

} 

 assignEmployeeToOrganization 方法中，直接调用领域实体的 assignTo 方法，把所要分配到的机构作为参

数传入并执行。 

findEmployeesByAgeRange 

public List<Employee> findEmployeesByAgeRange(Integer from, Integer to) { 

 return Employee.findByAgeRange(from, to); 

} 

findEmployeesByAgeRange 方法中，调用 Employee 领域类的静态查询方法 findByAgeRange，并将查询结

果返回。 

 

4.1.2.4. 门面层接口开发 

门面层是为业务对外展现的一个门面，对外以数据的方式暴露接口，也就是说门面层对外的接口都是以 DTO 或

者基础数据类型来做交互媒介的。Koala 的项目结构是在 demo-façade 模块中编写门面层接口，针对新功能，

我们需要在 EmployeeFacade 接口中加入两个新接口方法： 

void assignEmployeeToOrganization(EmployeeDTO employeeDto, Long organizationId); 

List<EmployeeDTO> findEmployeesByAgeRange(Integer from, Integer to); 

 

4.1.2.5. 门面层接口实现 

门面层实现模块 demo-façade-impl 是对门面层接口的具体实现，包括负责实体类与 DTO 之间的转换工作。

下面是对新功能的门面层实现： 

public void assignEmployeeToOrganization(EmployeeDTO employeeDto, Long organizationId) { 

 employeeApplication.assignEmployeeToOrganization(EmployeeDtoAssembler.DtoToEntity(employeeDto), 

   Organization.get(Organization.class, organizationId));   

} 

 

public List<EmployeeDTO> findEmployeesByAgeRange(Integer from, Integer to) { 

 List<EmployeeDTO> results = new ArrayList<EmployeeDTO>(); 



 for (Employee employee : employeeApplication.findEmployeesByAgeRange(from, to)) { 

  results.add(EmployeeDtoAssembler.EntityToDto(employee)); 

 } 

 return results; 

} 

 

另外，关于分页查询方面，下面给出代码例子及其说明： 

pageQueryEmployees 

  public Page<EmployeeDTO> pageQueryEmployee(EmployeeDTO queryVo, int currentPage, int pageSize) { 

  List<EmployeeDTO> result = new ArrayList<EmployeeDTO>(); 

  List<Object> conditionVals = new ArrayList<Object>(); 

     StringBuilder jpql = new StringBuilder("select _employee from Employee _employee   where 1=1 "); 

     if (queryVo.getName() != null) { 

      jpql.append(" and _employee.name=?"); 

      conditionVals.add(queryVo.getName()); 

     }  

     if (queryVo.getName() != null && !"".equals(queryVo.getName())) { 

      jpql.append(" and _employee.name like ?"); 

      conditionVals.add(MessageFormat.format("%{0}%", queryVo.getName())); 

     }   

     if (queryVo.getAge() != null) { 

      jpql.append(" and _employee.age=?"); 

      conditionVals.add(queryVo.getAge()); 

     }  

     if (queryVo.getGender() != null) { 

      jpql.append(" and _employee.gender=?"); 

      conditionVals.add(queryVo.getGender()); 

     }  

     if (queryVo.getGender() != null && !"".equals(queryVo.getGender())) { 

      jpql.append(" and _employee.gender like ?"); 

      conditionVals.add(MessageFormat.format("%{0}%", queryVo.getGender())); 

     }   

        Page<Employee> pages = getQueryChannelService().createJpqlQuery( jpql.toString()) 

.setParameters(conditionVals).setPage(currentPage, pageSize).pagedList(); 

        for (Employee employee : pages.getData()) { 

           // 将 domain 转成 VO  

         EmployeeDTO employeeDTO = EmployeeDtoAssembler.EntityToDto(employee);        

         result.add(employeeDTO); 

        } 

        return new Page<EmployeeDTO>(pages.getStart(), pages.getResultCount(), pageSize, result); 

 } 

 

pageQueryEmployee 方法中，使用 DDDLib 中的 QueryChannel（我们可以在类中使用@inject 注入

QueryChannel 的实例）类进行分页查询，并将查询结果转换成的 DTO，最后返回一个 DTO 的分页结果。 

 



4.2. Mybatis 开发规范 

4.2.1. 领域层开发 

4.2.1.1. 领域实体 

Koala 为使用 Mybatis 作为持久化框架的项目提供基类 KoalaMyBatisBaseEntity。 

如下代码所示：编码一个实体 

Employee.java 

import java.util.Date;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KoalaMyBatisBaseEntity; 

 

public class Employee extends KoalaMyBatisBaseEntity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ng serialVersionUID = 4730728647139981256L; 

 /** 

  * ID 主键，自增长 

  */ 

 private long id; 

 /** 

  * 员工名称 

  */ 

 private String name; 

 /** 

  * 员工年龄 

  */ 

 private int age; 

 /** 

  * 员工出生日期 

  */ 

 private Date birthDate; 

 /** 

  * 员工性别 

  */ 

 private String gender; 

 public Long getId() { 

  return id; 

 } 

 public boolean existed() { 

  return getRepository().exists(Employee.class, id); 

 } 

 public boolean notExisted() { 

  return !getRepository().exists(Employee.class, id); 

 } 

 public boolean existed(String propertyName, Object propertyValue) { 

  return !getRepository() 

    .createNamedQuery(Employee.class,"propertyValueExists") 

    .setParameters(propertyName, propertyValue).list().isEmpty(); 

 } 



 public String getName() { 

  return name;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this.name = name; 

 } 

 public int getAge() { 

  return age; 

 } 

 public void setAge(int age) { 

  this.age = age; 

 } 

 public Date getBirthDate() { 

  return birthDate; 

 } 

 public void setBirthDate(Date birthDate) { 

  this.birthDate = birthDate; 

 } 

 public String getGender() { 

  return gender; 

 } 

 public void setGender(String gender) { 

  this.gender = gender; 

 } 

 public void setId(long id) { 

  this.id = id;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Employee [id=" + id + ", name=" + name + ", age=" + age 

    + ", birthDate=" + birthDate + ", gender=" + gender + "]";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businessKeys() { 

  return new String[]{"name"}; 

 } 

     

 public static List<Employee> findByName(String name) { 

  List<Employee> results = Employee.getRepository() 

.createNamedQuery(Employee.class,"findByName").setParameters(name).list(); 

  return results; 

 } 

  

     

 public static List<Employee> findByName2(String name) { 

  List<Employee> results = Employee.getRepository() 

.createNamedQuery(Employee.class,"findByName2").addParameter("name", name).list(); 

  return results; 



 } 

  

 public static Employee findByNameSingle(String name) { 

  return (Employee) Employee.getRepository() 

.createNamedQuery(Employee.class,"findByName").setParameters(name).singleResult(); 

 } 

  

 public void save(){ 

  getRepository().save(this); 

 } 

} 

 

这是一个员工表，对应到数据库中的表是 Employee 

写一个 Employee 的实体，继承 KoalaMyBatisBaseEntity 

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方法： 

 businessKeys()： 

返回你当前业务实体的业务主键，返回的字符以 getXXX 方法为准，比如你填 name,那就是代表 getName()方

法，以此类推，支持父类的方法 

 getId()   

getId()的返回主键，类型是 Serializable，但这个类型在 Mybatis 无法映射，这里要改成你的主键的类,如果主

键是基本类型，要改成基本类型对应的类 

 existed()  

当前实体是否在数据库中存在 

notExisted()  

 当前实体是数据库中是否不存在 

existed(String propertyName, Object propertyValue) 

 实体中某个属性的某个值是否在数据库中存在 

这几个方法的实现，参照上述代码的实现就可。 

KoalaMyBatisBaseEntity 中默认提供了仓储以对实体进行数据库的增删改查操作，Mybatis 同样可和 JPA 一样，

调用仓储进行任何操作，只不过需要为每个实体定义一个默认的 SQL 映射文件  

在当前的领域子项目的 src/main/resources/mappings 新建一个 XML 文件，建议以实体名-mybatis.xml 结尾

进行命名，在这个 XML 中需要定义一些默认实现，以支持仓储的一些方法 

当前实体的 XML 为 Employee-mybatis.xml 

Employee-mybatis.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mapper  

 PUBLIC "-//ibatis.apache.org//DTD Mapper 3.0//EN"  

 "http://ibatis.apache.org/dtd/ibatis-3-mapper.dtd">  

 <!-- 务必配置正确 namespace 就是所映射的实体类-->  

 <mapper namespace="org.openkoala.mybatisdemo.core.domain.Employee">  

 

<!-- 默认，支持仓储的 save 方法所必须的 --> 

 <insert id="insert" parameterType="Employee" keyProperty="id" 

  useGeneratedKeys="true"> 



  insert into Employee(name,age,birthDate,gender) 

  values 

  (#{name},#{age},#{birthDate},#{gender}); 

 </insert> 

 <!-- 默认，支持仓储的 save 方法所必须的 --> 

 <update id="update" parameterType="Employee"> 

  update Employee set name = 

  #{name},age=#{age},gender=#{gender},birthDate=#{birthDate} where id = 

  #{id} 

 </update> 

 <!-- 默认，支持仓储的 remove 方法所必须的 --> 

 <delete id="remove" parameterType="Employee"> 

  delete from Employee where ID 

  = #{id} 

 </delete> 

 <!-- 默认，支持仓储的 get,load 方法所必须的 --> 

 <select id="get" resultType="Employee" parameterType="long">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id = #{id} 

 </select> 

 <!-- 默认，支持仓储的 getAll 方法所必须的 --> 

 <select id="getAll" resultType="Employee"> 

  select * from Employee 

 </select>  

 </mapper> 

 

在一个领域类的映射 SQL 中，有几个是必须要写的 SQL 映射 

 

 <mapper namespace="org.openkoala.mybatisdemo.core.domain.Employee"> 

namespace 就是当前实体的全路径 

 id="insert" 

实体新增对应的 SQL，必须有，注意要配置新增后返回主键，对应仓储中的 save()方法 

 id="update" 

实体更新对应的 SQL，必须有，对应仓储中的 save()方法 

 id="remove" 

实体中删除对应的 SQL，必须有，对应仓储中的 remove()方法 

 id="get" 

实体中获取某个实体的 SQL，必须有，对应仓储中的 get(),load()方法 

 id="getAll" 

实体中的查询所有的方法，必须有，对应仓储中的 getAll() 

编写一个测试类，对仓储的基本的几个方法进行测试，以保证其正确性，开始测试之前我们需要把

Employee-mybatis.xml 放到测试的资源文件目录中：src/test/resources/mappings 

package org.openkoala.mybatisdemo.core.domain; 

 

import java.util.Date;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 

 

import org.junit.Test; 

import org.openkoala.koala.util.KoalaBaseSpringTestCase; 

 

/** 

 领域层的测试类，直接继承 KoalaBaseSpringTestCase 

  

 */  

 public class EmployeeTest extends KoalaBaseSpringTestCase {  

  

  @Test 

 public void add() { 

  Employee employee = new Employee(); 

  employee.setName("lingen"); 

  employee.setBirthDate(new Date()); 

  employee.setGender("man"); 

  employee.setAge(21); 

  employee.save(); 

 } 

 

 @Test 

 public void update() { 

  Employee employee = new Employee(); 

  employee.setId(1l); 

  employee.setName("lingen"); 

  employee.setBirthDate(new Date()); 

  employee.setGender("man"); 

  employee.setAge(21); 

  employee.save(); 

 } 

 

 @Test 

 public void remove() { 

  Employee employee = new Employee(); 

  employee.setId(1l); 

  employee.remove(); 

 } 

 

 @Test 

 public void get() { 

  Employee employee = Employee.getRepository().get(Employee.class, 10l); 

  assertNull(employee); 

 } 

 

 @Test 



 public void getAll() { 

  Employee employee = new Employee(); 

  employee.setName("lingen"); 

  employee.setBirthDate(new Date()); 

  employee.setGender("man"); 

  employee.setAge(21); 

  employee.save(); 

   

  List<Employee> employees = Employee.getRepository().findAll(Employee.class); 

  assertNotNull(employees); 

 } 

 

 } 

 

上述测试以保证仓储中 save(),get(),getall(),remove()等方法的正确性 ，它们的返回值必须是 Employee 实体，

不能是其它的，但是定义命名查询就不受此限制。 

 

4.2.1.2. 定义领域方法 

接下来，我们开发一个领域中的业务核心方法。 

需求：按名称查找员工 

实现： 

 第一步： 在 Employee 中定义一个领域方法，这个方法参数是员工名，返回值是 List 

public static List<Employee> findByName(String name) { 

  List<Employee> results = Employee.getRepository() 

.createNamedQuery(Employee.class,"findByName").setParameters(name).list(); 

  return results; 

} 

如上，我们在领域类中定义了一个领域方法，调用了仓储的 findByNamedQuery 命名查询，其中： 

findByName： 命名查询的名称，对应 SQL 文件中的 id 值 

new Object[]{name}：参数传递，可以在 SQL 文件中使用此参数 

Employee.class：返回值，定义返回值类型，对应 SQL 中的返回类型 

 第二步：根据以上规则，我们在当前领域的 SQL 文件中加一条 SQL 查询 

 <select id="findByName" parameterType="map" resultType="Employee">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name = #{params[0]} 

 </select> 

如上，在 Employee-mybatis 中定义了 findByName 的 select 

所有命名查询中，参数类型一律为 map,其中 new Object[]{}传递的参数用 params[0],params[1]这样的方式获

取，在 QueryChannelService 中，涉及到分页的还有#{firstRow}以及#{pageSize}两个参数。返回值为

Employee,对应方法调用中的 Employee.class  

最后写一个测试方法验证其正确性 

@Test 

 public void testQueryByName() { 

  Employee employee = new Employee(); 

  employee.setName("lingen"); 



  employee.setBirthDate(new Date()); 

  employee.setGender("man"); 

  employee.setAge(21); 

  employee.save(); 

  List<Employee> employees = Employee.findByName("lingen"); 

  System.out.println(employees); 

  assertNotNull(employees); 

 } 

l 

4.2.1.3. 领域服务 

4.2.2. 应用层开发 

应用层方面与 JPA 规范一致，请参考 JPA 开发规范文档。 

 

4.2.3. 门面层开发 

门面层的开发中，只有查询通道 QueryChannelService 的使用与 JPA 规范不同。下面举例说明在门面层实现

中使用 QueryChannelService 进行相关数据的查询。 

@Named  

public class EmployeeApplicationImpl implements EmployeeApplication {  

  

   @Inject 

   public MybatisQueryChannelService queryChannel;  

  

   public Page<Employee> findEmployeeByName(String name,int currentPage,int pageSize) {  

       Page<Employee> employees =  

           queryChannel.createNamedQuery(Employee.class, "findEmployeeByName").addParameter("name", 

name).setPage(currentPage, pageSize).pagedList(); 

       return employees;  

   }  

} 

 

如果以前熟悉 JPA 的开发，你会发现 Mybatis 的代码上写法和 JPA 是一样的 ，不同的在于 JPA 是在 SQL 文件

中写 JPQL，Mybatis 是在 SQL 文件中写原生 SQL 。 

在 EmployeeApplicatio-mybatis.xml 中加入如下内容： 

<select id="findEmployeeByName" resultType="EmployeeVO" parameterType="map">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name = #{name} limit #{pageSize} offset #{firstRow}  

 </select>  

  

 <select id="findEmployeeByNameCount" resultType="long" parameterType="map">  

 select count * from Employee where name = #{name}  

 </select>  

如上，对于查询通道方法的 API，通常会涉及到两个 SQL，一个是查询分页数据，一个是查询总页数。总页数

的 SQL 的 id 就是名称+Count。分页查询中，无论是按页数查询，还是按 fistrow 查询，在 SQL 中一律有两个

参数，一个是 pageSIze,另一个是 firstRow  

编码一个测试类，以验证其正确性 



public class EmployeeApplicationTest extends KoalaBaseSpringTestCase {  

  

  @Inject  

  private EmployeeFacade employeeFacade;  

  

    @Test 

    public void test(){  

     for(int i=0;i<11;i++){ 

      Employee employee = new Employee(); 

      employee.setName("lingen"); 

      employee.setBirthDate(new Date()); 

      employee.setGender("man"); 

      employee.setAge(i); 

      employee.save(); 

     } 

     Page<Employee> pages = employeeFacade.findEmployeeByName("lingen", 1, 10);  

     Assert.isTrue(pages.getPageCount()==2); 

     Assert.isTrue(pages.getStart()==10); 

     Assert.isTrue(pages.getData().size()==1); 

    }  

 } 

注意：代码实例要求使用 mysql 数据库，并在主项目的 pom.xml 中 id 为 mysql 的 profile 中设置用户自己的

连接信息，默认设置是 3306 端口，test 库，用户名 root，密码 root。另外用户需要自己创建 Employee 表，

根据上文 Employee 类的字段类型创建相应的数据库字段，字段名称一样。 

4.3. 单元测试 

在 Koala 的环境下，测试是方便快速的，因为使用 Koala 生成的项目整合了 JUnit，Koala 为此提供了基类

KoalaBaseSpringTestCase 以供测试使用 ，以下是 KoalaBaseSpringTestCase 示例。 

/** 

 * 写一个测试类，继承 KoalaBaseSpringTestCase 

 

 * 默认集成了 Koala 的 Spring IOC 环境 

 

 * IOC 的默认配置如下 ： 

 

 * @Transactional(propagation = Propagation.REQUIRED) 

 

   @ContextConfiguration(locations = { "classpath*:META-INF/spring/root.xml" }) 

 

   @TransactionConfiguration(transactionManager = "transactionManager", defaultRollback = true) 

 

   你可以在本类上，使用上述 Annotation,修改默认的这些定义 

 

 * @author lingen 

 

 */ 

 

public class XXXTest extends KoalaBaseSpringTestCase { 



 

 @Test 

 /** 

  * 使用 Junit 进行测试，你可以方便的使用 InstanceFactory 进行 IOC 定义中的 BEAN 的获取 

  */ 

 public void test(){ 

  Assert.isTrue(InstanceFactory.getInstance(DataSource.class)!=null); 

 } 

 

} 

 

 

4.4. 多数据源配置 

4.4.1. JPA 多数据源配置 

4.4.1.1. 默认数据源配置 

在 JPA 项目中，默认的数据库相关的配置是放在 conf 子项目中，如下图 

 
分为运行环境与测试环境两套配置 

database.properties 是数据库属性的配置 

db.jdbc.driver=${db.jdbcDriver} 

db.jdbc.connection.url=${db.connectionURL} 

db.jdbc.username=${db.username} 

db.jdbc.password=${db.password} 

db.jdbc.dialect=${hibernate.dialect} 

db.jdbc.testsql=${db.testsql} 

hibernate.hbm2ddl.auto=${hibernate.hbm2ddl.auto} 



hibernate.show_sql=${hibernate.show_sql} 

database.Type=${db.Type} 

generateDdl=${db.generateDdl} 

maximumConnectionCount=200 

minimumConnectionCount=20 

这里的变量引用了父项目中 pom.xml 中的变量定义 

<hibernate.hbm2ddl.auto>update</hibernate.hbm2ddl.auto> 

<hibernate.show_sql>true</hibernate.show_sql> 

<hibernate.dialect>org.hibernate.dialect.H2Dialect</hibernate.dialect> 

<db.jdbcDriver>org.h2.Driver</db.jdbcDriver> 

<!--jdbc:h2:~/multip-ds-demo;MVCC=true --> 

<db.connectionURL>jdbc:h2:mem;MVCC=true</db.connectionURL> 

<db.username>sa</db.username> 

<db.password></db.password> 

<db.testsql>select 1</db.testsql> 

<db.Type>H2</db.Type> 

<db.generateDdl>true</db.generateDdl> 

<db.groupId>com.h2database</db.groupId> 

<db.artifactId>h2</db.artifactId> 

 

base-context.xml 中定义了基本的 spring 的属性文件加载以及扫描的 package 等信息 

persistence-context.xml 是 JPA 默认数据源的配置 

root.xml 是入口文件，这个 xml 会被加载，然后在这里 import 相关的其它 xml 

 

4.4.1.2. 多数据源配置 

新增一个数据源，需要完成以下两步： 

 新增一套数据源配置，包括运行时以及测试时配置 

 Entity 中指明 EntityRepository 的数据源，应用层实现中指明 QueryChannel 的数据源 

 

4.4.1.3. 新增一套数据源配置（运行环境、测试环境） 

 运行环境 

在 conf 项目的 props 目录下新建一个 properties 文件，在这里定义新数据源的相关属性(properties 命名不限，

spring 会加载 porps 下的所有*.properties 属性文件)，假设名称为 second.database.properties，内容为： 

second.db.jdbc.driver=${second.db.jdbcDriver} 

second.db.jdbc.connection.url=${second.db.connectionURL} 

second.db.jdbc.username=${second.db.username} 

second.db.jdbc.password=${second.db.password} 

second.db.jdbc.dialect=${second.hibernate.dialect} 

second.db.jdbc.testsql=${second.db.testsql} 

second.hibernate.hbm2ddl.auto=${second.hibernate.hbm2ddl.auto} 

second.hibernate.show_sql=${second.hibernate.show_sql} 

second.database.Type=${second.db.Type} 

second.generateDdl=${second.db.generateDdl} 

second.maximumConnectionCount=200 

second.minimumConnectionCount=20 



注意新数据源属性文件中的属性名和值要和默认数据源的相关属性名和值区别开来 

这里使用了 ${second.db.jdbcDriver}这种变量，这是指取 pom 中的变量值，因此你还需要在父项目的 POM

中定义这些变量值 

<!-- 第二个数据源连接信息 --> 

<second.hibernate.hbm2ddl.auto>update</second.hibernate.hbm2ddl.auto> 

<second.hibernate.show_sql>true</second.hibernate.show_sql>         

<second.hibernate.dialect>org.hibernate.dialect.MySQL5Dialect</second.hibernate.dialect> 

<second.db.jdbcDriver>com.mysql.jdbc.Driver</second.db.jdbcDriver>            

<second.db.connectionURL>jdbc:mysql://localhost:3306/test?useUnicode=true&amp;characterEncoding=UTF-8</sec

ond.db.connectionURL> 

<second.db.username>root</second.db.username> 

<second.db.password>root</second.db.password> 

<second.db.Type>MYSQL</second.db.Type> 

<second.db.testsql>select 1</second.db.testsql> 

<second.db.generateDdl>true</second.db.generateDdl> 

<second.db.groupId>mysql</second.db.groupId> 

<second.db.artifactId>mysql-connector-java</second.db.artifactId> 

 

 

在 conf 的 spring 目录下，新增一套数据源 xml 配置，命名不限，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beans xmlns="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context="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  

 xmlns:tx="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xmlns:security="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  

 xmlns:p="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p" 

xmlns:jpa="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data/jpa"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spring-security-3.0.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spring-beans-3.0.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data/jpa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data/jpa/spring-jpa-1.0.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spring-tx-3.0.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spring-context-3.0.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aop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aop/spring-aop-2.5.xsd">  

  

 <!-- Instructs Spring to perfrom declarative transaction managemenet on annotated classes -->  

 <tx:annotation-driven />  

  

 <!-- ID 名称要和其它数据源配置不同 -->  

 <bean id="second_transactionManager" class="org.springframework.orm.jpa.JpaTransactionManager">  

    <!-- 引用自己的的 entityManagerFactory -->  



  <property name="entityManagerFactory" ref="second_entityManagerFactory" />  

 </bean>  

  

 <!-- ID 名称要和其它数据源配置不同 -->  

 <bean id="second_entityManagerFactory" class="org.foreveross.koala.util.KoalaEntityManagerFactoryBean">  

     <!-- 指定一个不同的 persistenceUnitName -->  

  <property name="persistenceUnitName" value="second" />  

  <property name="packagesToScan">  

   <list>  

            <!-- 不同数据源的包路径不能有重叠 -->  

    <value>org.openkoala.multipdsdemo.core.domain.secondds</value>  

   </list>  

  </property>  

  <property name="scanMappingResourceDir" value="secondmppings" />  

    <!-- 引用自己的数据源的 dataSource -->  

  <property name="dataSource" ref="second_dataSource" />  

  <property name="jpaVendorAdapter">  

   <bean class="org.springframework.orm.jpa.vendor.HibernateJpaVendorAdapter">  

            <!-- 引用自己的数据源的属性变量 -->  

    <property name="database" value="${second.db.Type}"></property>  

    <property name="showSql" value="${second.hibernate.show_sql}"></property>  

    <property name="generateDdl" value="${second.generateDdl}"></property>  

    <property name="databasePlatform" value="${second.db.jdbc.dialect}"></property>  

   </bean>  

  </property>  

 </bean>  

 <!-- ID 名称要和其它数据源配置不同 -->  

 <bean id="second_repository" class="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jpa.KoalaEntityRepositoryJpa">  

  <property name="entityManager">  

   <bean class="org.springframework.orm.jpa.support.SharedEntityManagerBean">  

              <!-- 引用自己的的 persistenceUnitName -->  

    <property name="persistenceUnitName" value="second" />  

   </bean>  

  </property>  

 </bean>  

 <!-- ID 名称要和其它数据源配置不同 -->  

 <bean id="second_queryChannel" class="org.dayatang.querychannel.impl.QueryChannelServiceImpl">  

  <constructor-arg name="repository" ref=" second_repository " /> 

 </bean>  

 <!-- ID 名称要和其它数据源配置不同 -->  

 <bean id="second_dataSource" class="org.logicalcobwebs.proxool.ProxoolDataSource">  

    <!-- 引用自己的数据源的属性变量 -->  

  <property name="driver" value="${second.db.jdbc.driver}" />  

  <property name="driverUrl" value="${second.db.jdbc.connection.url}" />  

  <property name="user" value="${second.db.jdbc.username}" />  

  <property name="password" value="${second.db.jdbc.password}" />  

  <property name="prototypeCount" value="5" />  

  <property name="maximumConnectionCount" value="${second.maximumConnectionCount}" />  



  <property name="minimumConnectionCount" value="${second.minimumConnectionCount}" />  

  <property name="alias" value="second"/>  

 </bean>  

 </beans> 

在 root.xml 中引用新的数据源配置。 

新配置文件说明： 

 其中 id 为 second_dataSource 的 bean 是新的数据源配置，上方的所有 bean 都是引用了对应的新的其

他 bean 配置。 

 second_entityManagerFactory 中的 dataSource 属性引用的是 second_dataSource； 

 second_repository 中的 entityManagerFactory 属性引用 second_entityManagerFactory； 

 second_queryChannel 中的构造函数参数 repository 引用 second_repository； 

 second_transactionManage 中的 entityManagerFactory 属性引用 second_entityManagerFactory。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的数据源配置应用测试类，不配置在跑测试类的时候会出错 

配置方式同正式环境一样，只是目录位于 src/test/resources 下 

如果希望测试环境与正式环境的数据库不一样，只需 second-database.properties 中的值修改就行了 

 

4.4.1.4. 创建使用新数据源的抽象基类 

写好配置文件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使用新数据源，为此，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抽象父类，给需要使用新数据

源的领域类继承使用。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类 ， 类 名 由 用 户 自 己 定 义 ， 内 容 是 拷 贝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KoalaAbstractEntity 的内容，并修改好对应的类名，添加静态仓储

属性 repository 及获取仓储的静态方法，内容如下： 

   private static EntityRepository repository; 

    /** 

     * 获取仓储对象实例。如果尚未拥有仓储实例则通过 InstanceFactory 向 IoC 容器获取一个。 

     * @return 仓储对象实例 

     */ 

    public static EntityRepository getRepository() { 

        if (repository == null) { 

            repository = InstanceFactory.getInstance(EntityRepository.class, "second_repository"); 

        } 

        return repository; 

    } 

修改好后，所有需要使用新数据源的领域类均继承此抽象基类。 

注 意 ： 当 配 置 了 多 数 据 源 之 后 ， 用 户 请 选 择 让 领 域 类 继 承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KoalaAbstractEntity 而不是直接集成 DDDlib 的 AbstractEntity。

当然，用户也可以自定义抽象基类。下面说明一下自定义抽象基类的方法： 

 

4.4.1.5. 为旧的数据源创建抽象基类 

在前面的步骤完成后，如果直接使用，spring 容器会出现两个 EntityRepository 接口的实现类实例，spring

会拋异常报错，主要是因为之前的领域类是集成自 KoalaAbstractEntity，或者 DDDlib 的 AbstractEntity，他



们都的父类中定义使用 repository 的代码是在容器中使用类型匹配查找 EntityRepository 的，所以我们需要为

之前的领域类定义一个新的抽象基类取代 KoalaAbstractEntity 或 AbstractEntity，并直接在其中定义

EntityRepository 及其获取方法。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类 ， 类 名 由 用 户 自 定 义 ， 同 样 拷 贝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 

KoalaAbstractEntity 或者 org.dayatang.domain.AbstractEntity 的内容，并修改好对应的类名，添加静态仓

储属性 repository 及获取仓储的静态方法，内容如下： 

private static EntityRepository repository; 

 

    /** 

     * 获取仓储对象实例。如果尚未拥有仓储实例则通过 InstanceFactory 向 IoC 容器获取一个。 

     * @return 仓储对象实例 

     */ 

    public static EntityRepository getRepository() { 

        if (repository == null) { 

            repository = InstanceFactory.getInstance(EntityRepository.class, "repository"); 

        } 

        return repository; 

    } 

完成后，我们需要把之前继承 KoalaAbstractEntity 或者 AbstractEntity 的领域类修改为继承我们新建的抽象

基类。 

至此，我们完成了领域类使用的新数据源配置。 

 

4.4.1.6. 应用实现中使用指定数据源的查询通道 

 

事务定义要指定事务名称 

@Transactional(value="second_transactionManager") 

查询通道要指定数据源 

private QueryChannelService queryChannel;  

  

public QueryChannelService getQueryChannelService(){  

  if(queryChannel==null){  

   queryChannel = InstanceFactory.getInstance(QueryChannelService.class,"second_queryChannel");  

  }  

  return queryChannel;  

} 

或者使用如下方式： 

@Inject 

private QueryChannelService second_queryChannel; 

 

4.4.2. Mybatis 多数据源配置 

当一套数据源没办法满足我们的项目要求的时候，我们需要配置多个数据源给项目使用。本文介绍使用 Koala

创建的 Mybatis 项目如何配置多套数据源。要求读者已经了解 Mybatis 的 spring 配置，知道配置中各个参数

的意义。 



 

4.4.2.1. 默认数据源 

Koala 默 认 的 数 据 源 配 置 在 persistence-context.xml 文 件 中 ， 在 conf 模 块 中 的

src/main/resources/META-INF/spring 目录中。 

persistence-context.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beans xmlns="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context="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 

 xmlns:tx="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xmlns:security="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 

 xmlns:p="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p" 

xmlns:task="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ask"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spring-security-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spring-beans-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spring-tx-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spring-context-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ask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ask/spring-task-3.2.xsd"> 

 <bean id="dataSource" class="org.logicalcobwebs.proxool.ProxoolDataSource"> 

  <property name="driver" value="${db.jdbc.driver}" /> 

  <property name="driverUrl" value="${db.jdbc.connection.url}" /> 

  <property name="user" value="${db.jdbc.username}" /> 

  <property name="password" value="${db.jdbc.password}" /> 

  <property name="prototypeCount" value="5" /> 

  <property name="maximumConnectionCount" value="${maximumConnectionCount}" /> 

  <property name="minimumConnectionCount" value="${minimumConnectionCount}" /> 

        <property name="houseKeepingTestSql" value="${db.jdbc.testsql}"/> 

        <property name="simultaneousBuildThrottle" value="20"/> 

        <property name="maximumActiveTime" value="3600000"/> 

  <property name="alias" value="default"/> 

 </bean> 

  

 <tx:annotation-driven /> 

 <bean id="sqlSessionFactory" 

  class="org.openkoala.koalacommons.mybatis.spring.KoalaSqlSessionFactoryBean"> 

  <property name="configLocation" value="classpath:META-INF/spring/mybatis-config.xml" /> 

  <property name="dataSource" ref="dataSource" /> 

  <property name="basePackage" value="me.lingen"/> 

  <property name="baseScan" value="mappings"/> 

 </bean> 

 <bean id="sqlSession" class="org.mybatis.spring.SqlSessionTemplate"> 



  <constructor-arg index="0" ref="sqlSessionFactory" /> 

 </bean> 

    <bean id="repository" 

class="org.openkoala.koalacommons.mybatis.repository.impl.KoalaMybatisEntityRepositoryImpl" > 

   <property name="sqlSessionFactory" ref="sqlSessionFactory"></property> 

 </bean> 

  

 <bean id="querychannel" 

class="org.openkoala.koalacommons.mybatis.querychannel.impl.KoalaMybatisQueryChannelServiceImpl" > 

   <property name="repository" ref="repository"/> 

 </bean> 

 <bean id="transactionManager" 

  class="org.springframework.jdbc.datasource.DataSourceTransactionManager"> 

  <property name="dataSource" ref="dataSource" /> 

 </bean> 

</beans> 

 

其 中 id 为 dataSource 的 bean 是 配 置 数 据 源 ， 配 置 中 使 用 到 的 变 量 值 在 conf 模 块 的

src/main/resources/META-INF/props 目录中的 database.properties 文件定义。内容如下： 

database.properties 

db.jdbc.driver=${db.jdbcDriver} 

db.jdbc.connection.url=${db.connectionURL} 

db.jdbc.username=${db.username} 

db.jdbc.password=${db.password} 

db.jdbc.dialect=${hibernate.dialect} 

db.jdbc.testsql=${db.testsql} 

hibernate.hbm2ddl.auto=${hibernate.hbm2ddl.auto} 

hibernate.show_sql=${hibernate.show_sql} 

database.Type=${db.Type} 

generateDdl=${db.generateDdl} 

maximumConnectionCount=200 

minimumConnectionCount=20 

这其中的变量是定义在项目的 pom.xml 文件中，如下图： 

 
这就是默认数据源的配置情况。 

 



4.4.2.2. 新增一套数据源 

新增一套 Mybatis 数据源，主要有以下几步： 

(1)、配置新数据源的连接参数。 

在 conf 模块的 src/main/resources/META-INF/props 目录下新建一个 properties 文件，在这里定义新数据

源的相关属性（properties 命名不限，spring 会加载 porps 下的所有*.properties 属性文件），以便给 xml 文

件配置使用，假设名称为 second.database.properties，内容为： 

second.db.jdbc.driver=${second.db.jdbcDriver} 

second.db.jdbc.connection.url=${second.db.connectionURL} 

second.db.jdbc.username=${second.db.username} 

second.db.jdbc.password=${second.db.password} 

second.db.jdbc.testsql=${second.db.testsql} 

second.maximumConnectionCount=200 

second.minimumConnectionCount=20 

 

(2)、创建新的 xml 文件，写入新的数据源及使用新的数据源的仓储等配置。 

为了使用第二个的数据源，我们需要与之匹配的一整套新的数据源配置。 

在 conf 模块中的 src/main/resources/META-INF/spring 目录下创建一个新的 xml 文件，名字可以自己取，

示例中的文件名为 second-ds-persistence-context.xml。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beans xmlns="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context="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 

 xmlns:tx="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xmlns:security="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 

 xmlns:p="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p" 

xmlns:task="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ask"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spring-security-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spring-beans-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spring-tx-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spring-context-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ask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ask/spring-task-3.2.xsd"> 

         

 <bean id="secondDataSource" class="org.logicalcobwebs.proxool.ProxoolDataSource"> 

  <property name="driver" value="${second.db.jdbc.driver}" /> 

  <property name="driverUrl" value="${second.db.jdbc.connection.url}" /> 

  <property name="user" value="${second.db.jdbc.username}" /> 

  <property name="password" value="${second.db.jdbc.password}" /> 

  <property name="prototypeCount" value="5" /> 

  <property name="maximumConnectionCount" value="${maximumConnectionCount}" /> 

  <property name="minimumConnectionCount" value="${minimumConnectionCount}" /> 

        <property name="houseKeepingTestSql" value="${second.db.jdbc.testsql}"/> 



        <property name="simultaneousBuildThrottle" value="20"/> 

        <property name="maximumActiveTime" value="3600000"/> 

  <property name="alias" value="secondDs"/> 

 </bean> 

  

 <bean id="secondSqlSessionFactory" 

  class="org.openkoala.koalacommons.mybatis.spring.KoalaSqlSessionFactoryBean"> 

  <property name="configLocation" value="classpath:META-INF/spring/mybatis-config.xml" /> 

  <property name="dataSource" ref="secondDataSource" /> 

  <property name="basePackage" value="org.openkoala.mybatismultipdsdemo.core.domain.secondds"/> 

  <property name="baseScan" value="mappings"/> 

 </bean> 

 <bean id="secondSqlSession" class="org.mybatis.spring.SqlSessionTemplate"> 

  <constructor-arg index="0" ref="secondSqlSessionFactory" /> 

 </bean> 

    <bean id="secondDsRepository" 

class="org.openkoala.koalacommons.mybatis.repository.impl.KoalaMybatisEntityRepositoryImpl" > 

   <property name="sqlSessionFactory" ref="secondSqlSessionFactory"></property> 

 </bean> 

  

 <bean id="secondDsQuerychannel" 

class="org.openkoala.koalacommons.mybatis.querychannel.impl.KoalaMybatisQueryChannelServiceImpl" > 

   <property name="repository" ref="secondDsRepository"/> 

 </bean> 

  

 <bean id="secondTransactionManager" 

  class="org.springframework.jdbc.datasource.DataSourceTransactionManager"> 

  <property name="dataSource" ref="secondDataSource" /> 

 </bean> 

</beans> 

其中 id 为 secondDataSource 的 bean 是新的数据源配置，下方的所有 bean 都是引用了对应的新的其他 bean

配置。 

secondSqlSessionFactory 中的 dataSource 属性引用的是 secondDataSource； 

secondSqlSession 中传入的构造参数是引用 secondSqlSessionFactory； 

secondDsRepository 中的 sqlSessionFactory 属性引用 secondSqlSessionFactory； 

secondDsQuerychannel 中的 repository 属性引用 secondDsRepository； 

secondTransactionManager 中的 dataSource 属性引用 secondDataSource。 

  

(3)、创建使用新数据源的抽象基类。 

写好配置文件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使用新数据源，为此，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抽象父类，给需要使用新数据

源的领域类继承使用。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类 ， 类 名 由 用 户 自 己 定 义 ， 内 容 是 拷 贝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KoalaMyBatisBaseEntity 的内容，并修改好对应的类名，添加静态

仓储属性 repository 及获取仓储的静态方法，内容如下： 



 
左图为修改前，有图为修改后。 

修改好后，所有需要使用新数据源的领域类均继承此抽象基类。 

 

(4)、为旧的数据源创建抽象基类。 

在前两步完成后，如果直接使用，spring 容器会出现两个 MybatisEntityRepository 接口的实现类实例，spring

会拋异常报错，主要是因为之前的领域类是集成自 KoalaMyBatisBaseEntity，其定义使用 repository 的代码

是在容器中使用类型匹配查找 MybatisEntityRepository 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之前的领域类定义一个新的抽象

基类取代 KoalaMyBatisBaseEntity。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类 ， 类 名 由 用 户 自 定 义 ， 同 样 拷 贝

org.openkoala.koala.commons.domain.KoalaMyBatisBaseEntity 的内容，并修改好对应的类名，明确仓储

使用的是默认配置的：repository。修改后如下图： 

 
至此，我们完成了领域类使用的新数据源配置。 

 



4.4.2.3. 新查询通道的使用 

 

在上面的配置中，我们配置了使用新数据源的查询通道 newDsQuerychannel，使用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根据 ioc

标准使用该 bean。如下： 

事务定义要指定事务名称 

@Transactional(value="second_transactionManager") 

查询通道要指定数据源 

private QueryChannelService queryChannel;  

  

public QueryChannelService getQueryChannelService(){  

  if(queryChannel==null){  

   queryChannel = InstanceFactory.getInstance(QueryChannelService.class,"second_queryChannel");  

  }  

  return queryChannel;  

} 

或者使用如下方式： 
@Inject 

private QueryChannelService second_queryChannel; 

4.5. 自定义抽象父类 

4.6. 自定义仓储 

系统默认提供的仓储接口(EntityRepository)以及仓储实现(KoalaEntityRepositoryJpa)已经提供了足够的针对

数据库操作的能力，如果您仍然有想要自己操作数据库的需求，请按照 DDD 规则来定义自己的仓库 

4.6.1. 仓储定义 

 定义在哪 

仓储定义在你需要这个仓储的领域层，如果你有多个领域层，并都需要同一个仓储，你应该独立出一个接口层，

把仓储定义在这个接口层；领域层依赖这个接口层 

 定义什么 

仓储定义你自己的需求，比如你的某个领域层需要一个执行一批原生 SQL 的行为需求（实质上这种需求在 DDD

中应该不存在） 

public interface 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 { 

    public void execute(List<String> sqls); 

} 

然后在基础设施层定义你自己仓储的实现（注意：领域层只能依赖接口，不能依赖具体技术或实现） 

public class 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Impl implements 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 { 

    

    public void setEntityManager(EntityManager entityManager) { 

        this.entityManager = entityManager; 

    } 

    /** 

     * 注入 JPA 的 EntityManager 

     */ 

    private EntityManager entityManager; 

    public EntityManager getEntityManager() { 



        return entityManag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execute(List<String> sqls) { 

       for(String sql:sqls){ 

           entityManager.createNativeQuery(sql).executeUpdate(); 

       } 

    } 

} 

 

 

在 CONF 模块的 persistence-context.xml 中定义(src/main/resources 以及 src/test/resources 都要定义) 

<bean id="batchRepository" class="org.demo.demo.core.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 

        <property name="entityManagerName" ref="defaultEntityManager"/> 

 </bean> 

在你的领域类中，使用这个仓储 

public class Book extends KoalaAbstractEntity{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static 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 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 

     

    private static 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 get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 

        if(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null){ 

            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 = 

InstanceFactory.getInstance(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class,"batchRepository"); 

        } 

        return 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 

    } 

     

    public void publisBooks(List<String> sqls){ 

        getBatchSQLEntityResporitory().execute(sqls);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businessKeys() { 

        return new String[]{"name"}; 

    } 

} 

 

 

4.6.2. Mybatis 或其它等定义自己的仓储 

与 JPA 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仓储实现，你要注入的是 Mybatis 的 sqlSession 或其它等 

DDD 仓储的规范核心就是，领域层依赖接口，基础设施层提供对接口的实现 

 



5. 权限子系统 

 什么是权限管理，权限系统呢？其实现实世界中权限随处可见。例如芝麻开门（很多解释，其中一个就是

一个密码就打开一个神奇的宝物世界。）  

 某些需要安全控制，那么有人能够使用，有人就不能够使用，每个人的家都需要钥匙开门才能进。其他的

人就进不去，这也是权限。 

 引用一个最经典的说明：判断“Who 对 What(Which)进行 How 的操作”的逻辑表达式是否为真。 

 Who：权限的拥用者或主体（Principal、User、Group、Actor、Role、Permission 等等） 

 What：权限针对的对象或资源（SecurityResource）。 

 How：具体的权限（operate）。 

  

权限三部曲 

 创建权限：系统默认初始化权限。 

 分配权限：拥有超级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分配权限。 

 使用权限：用户使用权限。 

 

要使用权限子系统，必须在创建项目的时候勾选“权限子系统”（章节 3.1“创建项目”），通过首页登陆后（用

户名：koala，密码：888888）就能看到权限子系统 

 

5.1. 系统概览 

5.1.1. 系统基本功能 

提供了注销、更改密码、更改邮箱、更改电话、切换角色功能，如下图： 



 
注销： 

 点击注销，会回到之前的登录页面。 

 

更改密码： 

 需要提供原始密码和新密码，确认密码（即再一次输入新密码，防止输入新密码保存之后可能忘记密码了）。 

 校验规则：密码只能是数字和字母，并且长度在 6 到 10 位。新密码和确认密码必须一致。 

 
 

更改邮箱： 

 系统默认是没有初始化邮箱的，需要手动加入一个。输入邮箱并且需要需要密码确认。因为邮箱是可以用

于登陆的。因此该功能放在这里。 

校验规则：邮箱暂时没有。 

 
更改电话 

 系统默认是没有初始化电话的，需要手动加入一个。输入电话并且需要需要密码确认。因为电话是可以用

于登陆的。因此该功能放在这里。 



 
 

切换角色： 

 因为 koala 权限系统每次都只能使用一个角色，因此提供了一个角色切换功能，能够免登陆，快速的进入

系统。切换角色是为了简化用户界面和后端逻辑，如果角色过多，角色相对应的权限资源也会很多，导致比较

混乱。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只有一个角色，因此下图只显示一个角色（您可以添加所需要的任何角色） 

 
 

5.1.2. 个人信息 

整个页面的右上角会显示用户名，鼠标移动上去，就会发现鼠标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手。轻轻点击一下鼠标，

就会出现个人详细信息。 

 
如上图，您可以直接修改邮箱和联系电话。 

 

5.1.3. 超级管理员 

超级管理员，系统会默认初始化一次。是一个角色。然后分配给 koala 账号，那么使用 koala 账号登陆系统就

可以使用所有的权限功能。这里需要注意超级管理员并不是用户。 

 

5.2. 系统使用 



5.2.1. 菜单管理 

5.2.1.1. 添加菜单 

新增资产管理顶级菜单，并为其新增资产中心、资产借用管理和资产归还管理子菜单。 

校验规则：菜单名称是必须的并且不能重复（建议采用中文），方便交流。url 是可以选的。 

 

 
为资产管理添加子菜单。 

 
您会发现对话框的标题已经被修改为添加子菜单了。并友善的显示出父菜单名称。当然是不可更改。如果不选

择菜单直接添加将不会有父菜单名称出现。 

 

 
 



 

5.2.1.2. 修改菜单 

如果觉得添加有一些地方描述不够好，甚至错误。就可以选中列表中的哪一行进行修改。例如我对资产管理进

行修改，添加描述信息 

 

5.2.1.3. 撤销菜单 

撤销是进行物理删除的（即从数据库中删除该记录）。因此撤销的时候需要慎重考虑。 

选中列表中的某一行，然后点击点击删除 

 

5.2.2. 角色管理 

5.2.2.1. 添加角色 

仓库管理员：日常管理包括（资产卡片管理、资产录入、资产转移、资产维修、资产借用、资产启用、资产停

用、资产退出）。也需要对资产进行盘点，折旧。 

校验规则：需要角色名称不能为空并且重复。 

 
仓库主管：就负责一些日常的资产出入库、借用、归还等审批。 



 

5.2.2.2. 修改角色 

如果仓库主管还需要对资产损耗进行审批。这个时候就需要修改角色描述。 

因此选中仓库主管，点击修改，如下图： 

 

 
 

5.2.2.3. 撤销角色 

根据公司的结构调整，某一个角色不需要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撤销该角色。 

 
 

5.2.3. 用户管理 

5.2.3.1. 添加用户 

可能有些人非常奇怪，为什么添加用户没有密码呢？ 

这里主要考虑到系统一般都是系统管理员新增很多用户，而且还需要输入密码。非常的麻烦，为了减轻系统管

理员的工作量，密码就是用系统自动生成一个。新用户初始化密码：88888。非常吉祥的数字，祝愿用户也能

如同该数字一样幸福。因此新用户为了隐私请尽快更改自己的密码。更改密码功能在上面已经说明，这里就不

再赘述。 

校验规则：用户名称不能为空，用户账号不能为空，不能重复并且不能修改。 

添加两个用户 lucas 和 jack 



 

 
5.2.3.2. 修改用户 

为用户添加一些描述信息，可以让其他的人快速了解并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对该用户进行修改。 

 

5.2.3.3. 撤销用户 

 

如果某一个用户发表了一些不良言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手动删除该用户。这样一切就美好了！例如薇薇安还不

思悔改，一直发表一些言论。就可以撤销她，不让她再干坏事。 

 
 

5.2.3.4. 重置密码 

如果用户自己忘记了密码，可以联系系统管理员。当然如果自己有权限也是可以重置密码的，不过这个一般不

会也不应该对普通用户开放（普通用户拥有就可以把其他人的密码修改，简直比盗号更加方便呀）。 

可能又有人疑惑了，什么是权限？ 



重置密码，选择杰克并且点击重置密码，如下图： 

 
 

5.2.3.5. 禁用用户 

刚刚对用户发表一些不良言论直接删除了，感觉会有一些严重，那么就可以使用稍微轻一点的惩罚，系统管理

员就可以把该用户禁用一段时间 

 
点击禁用之后，如果细心的用户就会发现，是否有效哪一列就会变成一个【×】表示该用户不能被使用了（即该

用户不能登录系统，不能使用系统的任何一项功能），如下图： 

 

5.2.3.6. 激活用户 

当然用户被禁用之后，不应该让该用户一直禁用，这样不符合逻辑。因此提供了一个激活功能。某一个用户联

系了管理员承诺不再发表不良言论，不再骚扰其他用户。那么管理员就视情况严重程度，酌情进行激活。激活

之后，用户就满血复活了。就可以愉快的使用系统了。 

激活跟禁用差不多，选择需要激活的用户并且点击激活按钮。 

例如薇薇安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问题，并悔过了，那么管理员就激活薇薇安，如下图： 

 
当然，激活之后，该用户就有效了，就可以正常登录并且使用该系统。是否有效也修改回来变成一个【√】。 

 

5.2.4. 登陆 

经过漫长的操作，终于添加了 3 个用户。那么现在就使用新增的用户进行登录。使用 lucas 进行登录。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之后就进入到系统，如下图：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怎么 lucas 就没有菜单了呢？怎么没有角色呢？先不管这些，使用自己的账号登录系统首先

就是更改密码，防止被其他用户更改。知道你的账号和密码就可能冒名顶替你~ 

 

5.2.4.1. 更改密码 

更改密码之后就需要你重新登录，那么这个时候就再次登录。如果还使用以前的密码，肯定就不能登录系统。

如下图： 

 
因此需要账号和密码都输入正确才能进入系统。 

 

5.2.4.2. 更改电话 

lucas 是新增用户，电话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可以加入联系电话，当然也需要密码确认。 



 
 

5.2.4.3. 更改邮箱 

由于 lucas 用户是才新增的,因此更改邮箱是需要密码确认的。 

 
保存之后，再次点击更改邮箱。就可以发现该用户现在使用的邮箱就是上图新增的邮箱，如下图： 

 
系统默认是没有初始化电话的，需要手动加入一个。输入电话并且需要需要密码确认。因为电话是可以用于登

陆的。因此该功能放在这里。 

 
 

 



5.2.4.4. 使用邮箱登陆 

上面为用户添加了邮箱，因此我们可以注销用户，使用邮箱登录，如下图： 

 
 

5.2.4.5. 分配角色 

因为系统管理员没有为该用户分配角色，因此，显示角色的地方就显示:暂未分配角色。联系管理员之后，管理

员就为该用户 lucas 分配一个仓库管理员的角色。 

选中 lucas 用户、点击分配角色，如下图。 

 
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下图 

 
 

授权：就是为用户分配角色，可是选中多个，点击授权。 

撤权：就是该用户不需要这个角色，因此取消用户的角色。 

为 lucas 选择一个仓库管理员角色，选中仓库管理员，点击授权，就会移动到已授权角色里面，如下图： 



 
 

可以为其在分配一个测试角色，一样的方式，这里就不在截图了。测试角色如果不想再分配给用户，就可以选

中测试并且点击撤权，测试角色又移动到了左边的未分配角色里面。 

这个时候用户 lucas 在此尝试登录。 

 

 

但还是发现没有左边菜单。然后就会发现，oh，原来是没有为该角色分配任何一个菜单，因此需要为该角色分

配菜单。让其能够正常的使用系统的功能。 

 

5.2.4.6. 为角色分配菜单 

为了让用户能够正常使用自己应该有的功能，所以这里就为其拥有的角色分配菜单。用户拥有角色，角色拥有

资源，就等于是用户拥有这些资源。角色相当于一个中间者，用于转换而已。 

为仓库管理员分配菜单资源，选中仓库管理员并且点击分配菜单资源，为仓库管理员分配资产管理菜单，如下

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把权限系统的使用流程走完了，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之前做的一些操作，新增菜单，新

增角色，新增用户，让用户拥有角色，角色拥有菜单，用户间接就可以拥有这些菜单了。为了证明上述的正确

性，我们再次使用 lucas 账号登陆。 

 
 

就可以看到左边已经显示出应该有的菜单，点击的时候是明显不行的。因此这三个页面是不存在的，为此，新

增三个页面。 

 
并为每一个页面新增一些功能 

资产借用 

蓝色部分就是一个按钮，这个页面很多资产借用信息，选中其中一个就可以归还。 

<%@ page language="java" contentType="text/html; charset=UTF-8"  pageEncoding="UTF-8"%> 

<%@include file="/commons/taglibs.jsp"%> 

<!DOCTYPE html> 

<htmllang="en-ZH"> 

<head> 

<title>资产归还</title> 

<%@include file="/commons/statics.jsp"%> 

</head> 

<body> 

<button class="btnbtn-info">归还</button> 

</body> 

</html> 

效果图： 



 
资产中心 

使用了一个按钮组的方式，出库、入库、停用、维修。主要代码如下： 

<div class="btn-group"> 

<button class="btnbtn-success">出库</button> 

<button class="btnbtn-success">入库</button> 

<button class="btnbtn-danger">停用</button> 

<button class="btnbtn-info">维修</button> 

</div> 

效果图： 

 
资产归还 

目前也仅仅只有一个借用按钮。 

<button class="btnbtn-info">借用</button>  

效果图： 

 
其实页面的按钮也是可以控制的，有可能有些是比较敏感的，或者职责不一样，每个人使用的功能也就不一样

了。因此我们现在就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 koala security 控制页面按钮。 

5.2.5. 页面元素管理 

5.2.5.1. 添加页面元素 

添加页面元素管理，如下图： 

 



 
所有的按钮都加入了页面元素资源信息。这里就不在赘述。 

5.2.5.2. 高级搜索 

可能有人就发现了，新增的页面元素资源在哪里去了？因为系统需要，初始化了很多默认的元素元素资源，因

此很难找到刚刚添加的页面元素资源，所幸系统提供了高级搜索的功能，点击高级搜索就会下拉出搜索条件。

进行搜索，如下图： 

 
可以输入页面名称：资产，点击搜索按钮，如下图： 

 
因此需要命名规范一点，搜索的时候才能够显示出自己期望的结果，如果自己都不记得添加了什么页面元素资

源。搜索也是没有作用的。 

5.2.5.3. 修改页面元素 

搜索出所有的资产按钮资源，但是发现都没有描述，选中您需要修改的一行，点击修改，就可以进行修改。 

 
 

5.2.5.4. 撤销页面元素 

有添加页面元素那么也就有了撤销，可能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就应当撤销它。选中需要撤销的页面元素并且点

击撤销按钮，就可以成功的撤销按钮。 

 

5.2.5.5. 为角色分配页面元素 

选中仓库管理员，点击分配页面元素资源。如下图: 



 
就会出现角色已经拥有的页面元素资源，但是下图却没有，是因为并没有为该角色分配任何页面元素资源。 

 
点击角色分配页面 

刚刚是使用页面名称的方式搜索，现在我们就使用页面标识进行搜索，出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如下图： 

 
为该角色分配资源中心的入库、出库以及资产借用-归还，资产归还-借用。下图就是该角色仓库管理员刚刚分配

好的页面元素资源。 

 
 这个时候用户拥有该角色。角色也拥有这些页面元素资源，但还是差一步就用户可以控制这些按钮了。 

引入 koala 的标签库 

为按钮加入 koala 的资源标签 

引入 koala 的标签库  

<%@ taglib prefix="ks" uri="http://www.openkoala.org/security" %> 

为按钮加入 koala 的资源标签库  



 
所有的按钮都按照上面的方式加入 koala 资源的标签库。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 luas 用户再次登录。 

就发现资源中心里面只能够看到入库、出库。 

 
为了进一步验证正确性，为 jack 也分配仓库主管的角色，并且为其多分配一个用户管理，资产中心的页面按钮

都分配。 

 
为仓库主管授权菜单资源： 



 
为仓库管理员授权页面元素资源： 

 
这个时候管理员为用户 jack 已经分配好了应该拥有的权限，因此可以直接使用。因此 jack 就乐呵呵的去登陆

啦！ 

 
 

 
jack 发现，这就是我要的功能，非常高兴，做事也非常积极了。 

到此，权限的基本功能使用就结束了。下面将会介绍一些比较复杂的功能。请仔细并且亲手操作一下。就会发

现其实也不难。 

 



5.2.5.6. 更多 

 页面元素不仅仅是按钮，可以是更多的页面上的元素，例如页面上的文件、标题等内容都是可以控制。 

 可以直接使用更多的标签角色标签、权限标签。 

 每一次操作访问服务端都会有一个 URL 进行请求，因此，仅仅是控制页面元素资源的是无法满足要求的，

例如有些人比较调皮可以使用 URL 对后端进行请求，从而跳过页面，就可能留下安全隐患。 

 

5.2.6. URL 访问资源管理 

权限系统本身的 URL 访问资源都已经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已经添加了，URL 访问资源一般都是系统上线前都已经

确定了。这里只好用上面已经加入的菜单 URL，这样做的好处，加入 URL 不需要有相应的服务端实现。如下图： 

 
依次加入资产借用页面，资产归还页面。 

 

 

 

5.2.6.1. 添加 URL 

由于 URL 资源太多，因此提供了高级搜索的功能，点击高级搜索，输入搜索条件，点击搜索，就会出现搜索结

果，如下图： 

 

5.2.6.2. 高级搜索 

由于 URL 资源太多，因此提供了高级搜索的功能，点击高级搜索，输入搜索条件，点击搜索，就会出现搜索结

果，如下图： 

 

5.2.6.3. 修改 URL 

可以对搜索出来的 URL 访问资源进行修改，URL 是不可修改的。 



 
 

5.2.6.4. 撤销 URL 

有时候不需要一些 URL 纳入权限管理范围，就可以撤销该 URL。 

例如资产归还页面就不需要，这个时候就可以撤销，选择资产归还记录，点击撤销，如下图： 

 
 

5.2.6.5. 为角色分配 URL 访问资源 

与角色分配页面元素资源差不多，选择仓库管理员，点击分配 URL 访问资源。如下图： 

 
进入已经分配的 URL 访问资源。没有数据，是因为并没有为该角色分配任何 URL 访问资源。如下图： 

 
点击分配 URL，弹出所有没有分配的 URL 访问资源。由于没有分配的 URL 访问资源太多，所以采用过滤的方

式，输入 URL 名称：资产点击搜索。就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数据。选中下图的两条记录，点击保存，就成功为该

角色分配 URL。 

 
为仓库主管分配资源中心页面和资源借用页面。使用 lucas 和 jack 分别登陆系统。 

Lucas 所有的页面都可以使用，如下图： 



 
jack 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不让 lucas 访问资产中心。因此需要去把仓库管理员角色中分配的资产中心页面

去掉。选中资产中心页面。点击撤销，就可以取消 lucas 访问资产中心页面的权利。如下图： 

 
 lucas 再次点击该页面的时候，出现了没有权限，于是就非常生气，去找管理员理论去了。 

 
 

5.2.6.6. 问题 

细心的您或许已经发现一个 URL 访问资源可能对应这一个页面元素资源，甚至对应一个页面（菜单页面）。即

URL 访问资源有添加用户，页面元素也有添加用户按钮，如果一个人拥有添加用户的功能，那么就需要对该用

户的角色分配 URL 访问资源和页面元素资源。这个时候该如何减轻工作量呢？毕竟太多的重复工作了。这时候

权限隆重的出现了。它代表着一项操作。例如添加用户，既包含添加用户的 URL 访问资源和添加用户的页面元

素资源（即添加按钮）。 

 

5.2.7. 引入权限 

默认情况下，系统是没有提供权限功能的。 

5.2.7.1. 权限添加 

添加权限：用户管理添加，如下图： 

  
 

5.2.7.2. 权限修改 

对刚刚加入的权限进行修改。权限标识是不可修改的。 



 
 

5.2.7.3. 权限撤销 

撤销与用户、角色等撤销相同，这里就不再赘述。 

 

5.2.7.4. 为 URL 访问资源分配权限 

奇怪，当初也不知道为什么是 URL 访问资源分配权限，而不是像角色那样子放在角色自己这里。打开 URL 访问

管理，选中用户管理-添加，点击分配权限。 

 
选择刚刚添加的用户管理-添加权限，如下图：用户管理-添加的权限。 

 
 

5.2.7.5. 为页面元素资源分配权限 

与为 URL 访问资源分配权限同样的操作，这里不赘述。 

 

5.2.7.6. 为角色分配权限 

以上就把用户管理的添加页面按钮服务端 URL 请求放在一起了。因此可以像角色分配其他资源一样，为角色分

配权限。上面为仓库主管分配了用户管理菜单，因此就是用仓库主管角色，为其分配用户添加功能。 

 
选择需要分配的权限，目前只有一个用户管理-添加。 



 
添加之后，该角色就可以拥有该权限。 

 
jack 登陆时候，点击用户管理，就出现下面的界面。 

 
jack 就可以使用管理管理的添加功能。 

 
添加之后，创建人就显示出 jack。 

 
 

5.2.7.7. 为用户分配权限 



刚刚是为角色分配权限，其实可以用户直接分配权限，就像用户分配角色那样，这个时候可以为 lucas 分配该

权限。当然还需要为 lucas 分配用户管理的菜单。 

 
下图中又授权和撤权， 

 

 

 
使用 lucas 登陆系统，看到的功能和 jack 是一样的，因为使用的是同一个权限。 

 

 

 
到此为此权限的使用基本上完成。 

 

5.2.8. 集成组织系统 

本章节一些概念是引用自“组织子系统”，如有需要可先阅读章节 7。 



 

5.2.8.1. 添加用户 

添加用户之前需要为组织系统初始化一些数据，新增了北京、广州、深圳分公司，测试经理职务，测试主管岗

位，lucas 员工。 

与权限系统使用方式一样，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用户对话框，只是多出来一个关联员工。 

  
如上面所示，可以选择关联员工， 

 
为新增的用户选择 lucas 员工，点击确定，就会再新增用户对话框显示出关联的员工名称。 

  
点击保存之后，用户列表就多了一个刚刚新增的用户，比之前权限系统用户管理的列表多处了一个关联员工。 

 
 



5.2.8.2. 修改用户 

当然也是可以修改用户的，与权限系统修改用户一样，仅仅是多了一个关联员工，也是可以修改关联的员工。 

 

 
 

5.2.8.3. 为用户分配角色 

为用户分配角色的时候，会默认提供一个组织机构，该默认值是关联的员工所在的组织机构。 

 
选中仓库管理员，点击授权。就会移动到已授权角色中。 

 
 

5.2.8.4. 为用户更改组织机构 



由图上可以看出，组织机构是可以修改的。点击修改，会弹出组织机构树。 

该组织机构树默认是关闭的。因此需要手动点击展开。 

 

 
选择北京分公司，那么该已授权角色中的组织机构就会由广州分公司变成北京分公司。 

 

5.2.8.5. 修改组织机构的作用 

改变组织机构是为了以后与业务系统集成的时候使用。例如 lucas 是广州分公司的测试主管，那么 lucas 就只能

看到广州分公司的测试主管的任务、财务、费用申请、报销等等。如果把 lucas 修改为北京分公司，其实也就

是把 lucas 员工调到北京分公司了。因此就不能查看到广州分公司测试主管的费用申请、报销等等。 

 

5.2.8.6. 为用户分配权限 

分配权限和分配角色是一样的，系统也会提供一个组织机构的默认值。与角色一样，也是员工所在的组织机构。

如下图。 



 
选中权限，点击授权，就会移动到右边有授权角色。也是可以多选的。也可以如同角色一样对权限进行修改组

织机构。 

 

5.2.8.7. 更多 

角色分配菜单资源、URL 访问资源、页面元素资源等等，请参照之前的文档，完全一样，因此就没有必要再写

一遍。 

 

 

5.3. 考拉标签库使用 

在之前的文档上面已经简单的使用过 koala 的标签库了。这里将会更加全面的介绍 koala 的标签库以及实现。

koala 提供 JSTL 标签用户 JSP 页面进行权限控制。如根据登陆用户显示相应的页面元素资源。  

使用 koala 标签，需要导入 koala 的标签库。就好像导入 jstl 的 core 库一样。 

<%@ taglib prefix="ks" uri="http://www.openkoala.org/security" %> 

前缀 ks，可以自定义的，可以使用 ks 表示 koala security 比较有意义。当然如果前缀修改了，那么使用标签的

时候也需要更改的。 

例如：<ks:user property="userAccount"/>，如果修改为 koala，那么就是 

<koala:user property="userAccount"/>，这个一定要记得。 

标签库定义在 koala-security-taglibs/META-INF/k.tld 中。 

 

5.3.1. 用户标签 

权限系统右上角显示的用户名字，角色都是使用用户标签进行显示的。其实还可以显示用户的邮箱、电话、以

及账号。即： 

<ks:user property="userAccount" />//用户账号 

<ks:user property="name" />//用户名称 

<ks:user property="email" />// 用户邮箱 

<ks:user property="telePhone" /> // 用户联系电话 

<ks:user property="roleName" />// 用户当前使用的角色 

这个可以去参照权限系统的首页。里面有用户名称以及用户当前使用的角色。 

每一个标签其实所对一应的就是一个 java 类。将原本需要写在 jsp 中的 java 代码封装起来，成为可复用的组件。

taglib 本意就是为了弥补 jsp 的先天不足。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 java 代码嵌套在 jsp 中，那么代码的可读性



究竟有多差。而且也不符合开发规范。 

 

5.3.2. 角色标签 

权限系统都是直接使用资源的，即页面元素资源。其实也是可以直接用角色的。 

直接三种方式，任何一种角色就显示，所有角色才显示，以及没有这个角色就显示。其实就是和 and、或 or、

非 not。 

如有多个值，采用逗号的方式进行间隔，权限标签也是如此（友情提示：英语逗号，不是中文逗号）。 

<!--所有角色才显示入库按钮--> 

<ks:hasRoleifAllRoles="超级管理员,仓管管理员"> 

<button class="btnbtn-success">入库</button> 

</ks:hasRole> 

<!-- 任何一个角色就可以显示出库按钮--> 

<ks:hasRoleifAnyRoles="超级管理员,仓管管理员" > 

<button class="btnbtn-success">出库</button> 

</ks:hasRole> 

<!--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就显示停用按钮--> 

<ks:hasRoleifNotRoles="仓管管理员" > 

<button class="btnbtn-danger">停用</button> 

</ks:hasRole> 

<button class="btnbtn-info">维修</button> 

使用 koala 登陆（只有超级管理员角色）。 

 
因为入库需要，超级管理员和仓管管理员两个角色才能显示，因此上图即页面没有显示，出库只要超级管理员

和仓管管理员其中一个角色就会显示。停用只要不是仓管管理员就显示。维修并没有加入，正常显示。 

 

5.3.3. 权限标签 

与角色标签一样，支持与或非（即 and、or、not）。使用方式也和角色一样， 

<ks:hasPermissionifAllPermissions="assetCenterInPermission,assetCenterPermission"> 

<button class="btnbtn-success">入库</button> 

</ks:hasPermission> 

<ks:hasPermission ifAnyPermissions="assetCenterOutPermission,assetCenterPermission"> 

<button class="btnbtn-success">出库</button> 

</ks:hasPermission> 

<ks:hasPermissionifNotPermissions="assetCenterPermission"> 

<button class="btnbtn-danger">停用</button> 



</ks:hasPermission> 

<button class="btnbtn-info">维修</button> 

权限中并没有这些权限，因此需要添加这些权限，并且分配给用户，也可以直接分配给用户拥有的角色。这里

简单就直接分配给用户。 

添加权限 

 
并且直接把权限分配给用户 

 
现在再次打开资产中心 

 
就发现只有出库和维修按钮。 

入库是需要资产中心权限和资产中心入库权限。 

 

5.3.4. 资源标签 

文档之前已经如何使用了。 

<ks:hasSecurityResource identifier="assetCenterInWarehouse"> 

<button class="btnbtn-success">入库</button> 

</ks:hasSecurityResource> 

<ks:hasSecurityResource identifier="assetCenterOutWarehouse"> 

<button class="btnbtn-success">出库</button> 

</ks:hasSecurityResource> 

<ks:hasSecurityResource identifier="assetCenterDisabled"> 

<button class="btnbtn-danger">停用</button> 

</ks:hasSecurityResource> 

<ks:hasSecurityResource identifier="assetCenterRepair"> 



<button class="btnbtn-info">维修</button> 

</ks:hasSecurityResource> 

5.3.5. 标签库的实现 

所有的标签库都在 koala-security-taglibs 模块中， 

所有的标签类图 

  
AbstractAuthorizationTag 

 所有标签的基类，自定义标签应该继承该类。 

 验证标签属性值，以及对标签开始进行处理，可以不实现。 

 如果多个值就使用,进行分割。 

 

RoleTag 

 角色标签，支持与或非（and or not）。 

 不支持复杂的与或非嵌套使用。 

 具体的实现交给 org.openkoala.security.taglibs.Authz。 

 

PermissionTag 

 角色标签，支持与或非（and or not）。 

 不支持复杂的与或非嵌套使用。 

 具体的实现交给 org.openkoala.security.taglibs.Authz。 

 

SecurityResourceTag 

 资源标签。 

 直接判断用户是否拥有该资源，如果拥有该资源就显示，如果没有该资源，讲跳过（即不显示）。 

 具体实现也是交给{@link org.openkoala.security.taglibs.Authz}。 

 

UserTag 

 大部分都直接是使用 shiro 中的代码。 

 property 这里可以看做是 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realm.ShiroUser。 

 

Authz 

 标签库中所有的代码逻辑都在该接口中。 



 特别说明：用户拥有的权限包括 2 个（用户直接拥有的权限和用户当前使用的角色所拥有的权限）。 

 类图 

  
 

 

5.4. 领域模型 

5.4.1. 领域模型类图 

 
 

5.4.2. 领域模型类图描述 

5.4.2.1. Actor（参与者） 

 参与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用户和用户组共同的基类。 

 可以对该类进行扩展，以达到您所希望的业务。 

 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是 UML 里面的 Actor。 

 可以对其授予角色 Role 和权限 Permission。 

 

5.4.2.2. User（用户） 

 位于系统外部，与系统交互的人，是使用软件的人。 



 主要用于系统的登录，即认证。 

 可以对其授予角色 Role、权限 Permission 和用户组 UserGroup。 

 

5.4.2.3. Usergroup（用户组，暂未实现） 

 用户组是用户的集合（即一堆用户），代表有些方面共性的一群人，例如同一个机构，同一个工种，同一个

级别。 

 可以对其授予角色 Role 和权限 Permission。 

 用户组是父子用户组，这种父子关系是一种继承关系。例如子用户组可以拥有比父用户组更多的角色和权

限。 

 

 

5.4.2.4. Authority（授权） 

 授权是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角色{@link Role}和权限{@link Permission}共同的基类。 

 它代表某种权限（Permission）或权限集合（Role），可被授予 Actor(即对 Actor 授予 Authority)。它代

表一系列的可执行操作或责任，用于限定您再软件系统中能做什么。 

 

5.4.2.5. Role（角色） 

 角色是权限的集合，它可以可以是逻辑上的权限 Permission，也可以是物理上的权限 SecurityResource。 

 它代表一系列可执行操作或责任，因此它是授权的粗粒度。 

  

5.4.2.6. Permisson（权限） 

 权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代表一项操作或责任，因此是授权的细粒度 

 

5.4.2.7. Scope（范围） 

 代表某种范围，例如组织机构范围 

 

5.4.2.8. Authorization（授权中心） 

 授权中心，在指定范围 Scope 将授权 Authority 授予参与者 Actor。 

 

5.4.2.9. SecurityResource（权限资源） 

 权 限 资 源 , 它 是 MethodInvocationResource 、 MenuResource 、 PageElementResource 、

UrlAccessResource 共同的基类。 

 它是所有纳入系统管理的信息实体，如进销存系统中的进货订单，页面上的任何一个元素,菜单功能,方法调

用,权限资源就是这些。 

 

5.4.2.10. MenuResource 菜单资源 

 菜单权限资源。它是系统提供的功能入口 

 



5.4.2.11. PageElementResource 页面元素资源 

 页面全权限资源，它表示页面上的元素（按钮 Button，标题 title 等等）。 

 

5.4.2.12. MethodInvocationResource 方法调用资源（暂未实现） 

 方法调用权限资源,它表示服务端的方法。 

 

5.4.2.13. URLAccessResource URL 访问资源 

 URL 访问权限资源，他表示页面请求服务端的 URL。 

 

5.4.2.14. ResourceAssignment 资源分配 

 资源分配，它表示系统中将要在权限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授权的控制 

 

5.4.2.15. 与组织集成 OrganisationScope 

 是一个用户，代表一个员工。可以创建非员工的用户，也可以创建非用户的员工。如果有员工刚好是用户，

就创建一个 EmployeeUser。 

 通 过 中 间 层 （ org.openkoala.security.org.core.domain ）， 技 术 （ koala-security ） 和 业 务 核 心

（koala-organisation-core）互不依赖。中间层同时起到“分”与“合”的作用。 

 

5.4.2.16. 与组织集成 OrganisationScope 

 组织机构范围。 

 支持数据权限。 

 

5.4.3. 领域模型类图关键点区分 

5.4.3.1. 用户组与角色 

 用户组 

单纯一点就是一堆用户。是有上下级的，比如每个初始化的用户都可以加入到真个公司用户组中。然后属于财

务部的又可以加入到财务组中，公司用户组就是财务组的上级。 

 

 角色 

角色一堆权限。一般是不会有上下级的，这个时候考虑的只是与权限的关联。 

 

 具体区别 

 一堆共性的用户，很多时候是可以用角色替代用户组的。因此：百度百科里面就说把具有相同权限的用户

划为一组。比如操作系统中，window、linux 都是这么做的。默认就有几个用户组。比如论坛也会有用户组的

概念。比如新手上路论坛游民==。当然论坛各种各样导致用户组的名称也千奇百怪。。这些都可以用角色替代

的。 



 但有些情况就无法替代的：查看领域模型就可以看出用户组,自关联，有上下级关系，是一棵树。而角色是

没有的。也不希望有父子角色，所有就用父子用户组替代。 

 用户组这种树形结构一般都组织机构中才会有的。因为组织机构才有层级。 

最新腾讯 qq 群里面出来了一个等级，其实也是可以看做一个用户组，比如说积分达到多少就升级到另外一个用

户组，但是这个用户组就和权限没有一点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模型中这个用户组是父子用户组。这种父子关系是继承关系，即子用户组会比父用户组更

多的权限，子用户组除了分配给自己的权限之外，还拥有分配给他的父用户组的所有权限，直到顶父用户组。

比如：员工入职，就会用整个公司的用户组，然后是广州分公司的，那么就有分公司的用户组，然后他又属于

研发部门，就可以是研发组，更比如说在 koala，那么就是在 koala 组。。这个时候 koala 组就会有 koala 组、

研发组、广州分公司组、总公司组的所有权限。 

 

 如何理解 

 如果用户组和角色两个概念同时存在，角色是在权限这一端定义的，就是说，角色代表总是在一起授予用

户（或用户组）的一组权限；而用户组是在用户这一端定义的，就是说，用户组代表具有某些共性的一批用户

（例如不同的职系、不同的职等、属于不同的机构，等等）。 

 

 如何创建 

 建立角色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到用户（和用户组）的存在，而纯粹是考虑权限之间的关联性（即：这几个权

限是不是属于一个共同的概念范畴？）；而建立用户组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到权限的存在，而只是发现用户的共性

（即：这用户可以按照什么标准分类）。 

 

5.4.3.2. 权限与权限资源 

 什么是权限  

Permission（权限）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代表系统的一项功能（或对该功能的访问权限），本身不存在的东西，

因此是逻辑概念。 

 什么是权限资源 

securityresource 权限资源是物理上得概念。事实存在的。 

 具体区别 

它是逻辑上的概念，比如说：添加用户 而 securityresource 权限资源是物理上得概念：比如就是就是具体的

添加用户的权限即 url 权限，或者方法权限。并且 UrlAccessResource 资源和 MethodInvocationResource

可以同时拥有同一个 Permission。例如：例如应用层的 addUser()方法和表示层的 url:/user/add 都关联到“添

加用户”权限，这就是两种资源：MethodInvocationResource 和 UrlAccessResource，或许有更多。 

 

5.4.3.3. 权限与角色 

具体区别 

权限是细粒度的表现，代表一项功能。 

角色是粗粒度的表现，代码多项功能。 

系统有时候需要为某个人添加一个特殊的功能，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权限，而不是角色。 

5.4.4. 超越 RBAC 

 用户直接授予权限 



可以对用户直接授予权限，超越了 RBAC 的原始假象，即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角色粗粒度控制，权限细粒度

控制，使得操作权限更加人性化，这种新的模型下，已不必再局限于角色了。你可以将权限直接分配给用户、

组或其它你觉得可以的对象。 

 支持数据权限 

加入范围的概念，从而可以优雅的实现数据权限的行级过滤方案。例如： 

人事系统 HRM： 

广州分公司人事经理 lucas 就只能查看广州分公司的员工档案。 

销售系统 

北京分公司销售经理 jack 就只能查看北京分公司的销售订单报表等。 

 

5.5. 集成 shiro 

5.5.1. 获取当前用户 

当前用户的全限定类名：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CurrentUser。 

当前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当前用户，也能够直接获取当前用户的账户，当前用户的角色。详细请参照 API 文档。

更加可以使用用户标签获取当前用户。请参照标签库部分。 

 

5.5.2. 验证码 

5.5.3. 自定义登录验证 

5.5.4. 通配符权限控制 

5.6. 集成 CAS 

条件 

创建 Koala Project 并且勾选权限子系统 

CAS Server 版本：cas-server-3.5.2.1-release 

Shiro 版本：1.2.3 

 

集成步骤 

1.  web 模块添加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shiro</groupId> 

<artifactId>shiro-cas</artifactId> 

<version>1.2.3</version> 

</dependency> 

 

 

自定义扩展 CasRealm 

创建类 SecurityIntegrateCasRealm 实现 RoleHandle 接口，继承 CasRealm 类 

重写 doGetAuthenticationInfo 和 doGetAuthorizationInfo 方法，加入业务逻辑 

 

代码如下： 



package 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realm;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javax.inject.Inject;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c.AuthenticationException;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c.AuthenticationInfo;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c.AuthenticationToken;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c.SimpleAuthenticationInfo;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z.AuthorizationInfo;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z.SimpleAuthorizationInfo; 

import org.apache.shiro.cas.CasAuthenticationException; 

import org.apache.shiro.cas.CasRealm; 

import org.apache.shiro.cas.CasToken; 

import org.apache.shiro.subject.PrincipalCollection; 

import org.jasig.cas.client.authentication.AttributePrincipal; 

import org.jasig.cas.client.validation.Assertion; 

import org.jasig.cas.client.validation.TicketValidationException; 

import org.jasig.cas.client.validation.TicketValidator; 

import org.openkoala.security.facade.SecurityAccessFacade; 

import org.openkoala.security.facade.SecurityConfigFacade; 

import org.openkoala.security.facade.command.CreateUserCommand; 

import org.openkoala.security.facade.dto.UserDTO; 

import 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CurrentUser; 

import 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RoleHandle; 

import 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extend.ShiroFilterChainManager; 

import org.slf4j.Logger; 

import org.slf4j.LoggerFactory; 

 

public class SecurityIntegrateCasRealm extends CasRealm  implements 

RoleHandle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gger LOGGER = 

LoggerFactory.getLogger(SecurityIntegrateCasRealm.class); 

  

 @Inject 

 private SecurityAccessFacadesecurityAccessFacade; 

  

 @Inject 

 private SecurityConfigFacadesecurityConfigFacade; 

  

 @Inject 



 private ShiroFilterChainManagershiroFilterChainManager; 

  

 @Override 

 protected AuthenticationInfodoGetAuthenticationInfo(AuthenticationToken 

token) throws AuthenticationException { 

  CasTokencasToken = (CasToken) token; 

        if (token == null) { 

            return null; 

        } 

 

        String ticket = (String)casToken.getCredentials(); 

        if (!org.apache.shiro.util.StringUtils.hasText(ticket)) { 

            return null; 

        } 

 

TicketValidatorticketValidator = ensureTicketValidator(); 

 

        try { 

            // contact CAS server to validate service ticket 

            Assertion casAssertion = ticketValidator.validate(ticket, 

getCasService()); 

            // get principal, user id and attributes 

AttributePrincipalcasPrincipal = casAssertion.getPrincipal(); 

            String userId = casPrincipal.getName(); 

LOGGER.debug("Validate ticket : {} in CAS server : {} to retrieve user : {}", new 

Object[]{ 

                    ticket, getCasServerUrlPrefix(), userId 

            }); 

 

            Map<String, Object> attributes = casPrincipal.getAttributes(); 

            // refresh authentication token (user id + remember me) 

casToken.setUserId(userId); 

            String rememberMeAttributeName = 

getRememberMeAttributeName(); 

            String rememberMeStringValue = 

(String)attributes.get(rememberMeAttributeName); 

booleanisRemembered = rememberMeStringValue != null 

&&Boolean.parseBoolean(rememberMeStringValue); 

            if (isRemembered) { 

casToken.setRememberMe(true); 

            } 



 

ShiroUsershiroUser = null; 

UserDTOuserDTO = securityAccessFacade.getUserByUserAccount(userId); 

            if (userDTO == null) { 

 CreateUserCommandcreateUserCommand = new CreateUserCommand(); 

createUserCommand.setUserAccount(userId); 

createUserCommand.setName(userId); 

securityConfigFacade.createUser(createUserCommand); 

shiroUser = new ShiroUser(userId, userId); 

            } else { 

 shiroUser = new ShiroUser(userId, userDTO.getName()); 

            } 

SimpleAuthenticationInfo result = new SimpleAuthenticationInfo(shiroUser, ticket, 

getName()); 

            return result; 

        } catch (TicketValidationException e) {  

            throw new CasAuthenticationException("Unable to validate ticket [" + 

ticket + "]", e); 

        } 

 } 

  

 @Override 

 protected AuthorizationInfodoGetAuthorizationInfo(PrincipalCollection 

principals) { 

  ShiroUsershiroUser = (ShiroUser) principals.getPrimaryPrincipal(); 

  SimpleAuthorizationInfo result = new SimpleAuthorizationInfo(); 

  result.setRoles(shiroUser.getRoles()); 

  result.setStringPermissions(shiroUser.getPermissions()); 

  return result; 

 } 

 

 /** 

  * 切换角色 

  *  

  * @paramroleName 

  */ 

 public void switchOverRoleOfUser(String roleName) { 

  PrincipalCollectionprincipalCollection = CurrentUser.getPrincipals(); 

  ShiroUsershiroUser = (ShiroUser) principalCollection.getPrimaryPrincipal(); 

  shiroUser.setRoleName(roleName); 

  this.doGetAuthorizationInfo(principalCollection); 



 } 

 

 public void resetRoleName(String name) { 

  switchOverRoleOfUser(name); 

  shiroFilterChainManager.initFilterChain(); 

 } 

  

} 

 

自定义 shiro 配置文件 

web 模块 src/main/resources/META-INF/spring 目录下创建 security-shiro-cas.xml 

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beans xmlns="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context="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 

 xmlns:tx="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xmlns:security="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 

 xmlns:p="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p" 

xmlns:jpa="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data/jpa" 

 xmlns:util="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util"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security/spring-security-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spring-beans-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data/jpa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data/jpa/spring-jpa-1.0.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spring-tx-3.2.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util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util/spring-util.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context/spring-context-3.2.xsd"> 

 

 <bean id="securityIntegrateCasRealm" 

 class="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realm.SecurityIntegrateCasRealm"> 

  <property name="casServerUrlPrefix" value="http://localhost:8080/cas" /> 

  <property name="casService" value="http://localhost:8070/cas" /> 

 </bean> 

 

 <bean id="securityManager"  



class="org.apache.shiro.web.mgt.DefaultWebSecurityManager"> 

  <property name="realm" ref="securityIntegrateCasRealm" /> 

 </bean> 

  

 <bean 

class="org.springframework.beans.factory.config.MethodInvokingFactoryBean"> 

<property name="staticMethod" 

 value="org.apache.shiro.SecurityUtils.setSecurityManager"/> 

<property name="arguments" ref="securityManager"/> 

</bean> 

  

 <bean id="casFilter" class="org.apache.shiro.cas.CasFilter"> 

  <property name="failureUrl" value="/unauthorized.jsp" /> 

 </bean> 

  

 <bean id="anyRoleFilter" 

 

 class="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filter.AnyRoleAuthorizationFilter"></bean> 

 

 <bean id="filterChainManager" 

 

 class="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extend.CustomDefaultFilterChainManager"> 

  <property  

name="loginUrl" 

value="http://localhost:8080/cas/login?service=http://localhost:8070/cas" /> 

  <property name="successUrl" value="/" /> 

  <property name="unauthorizedUrl" value="/unauthorized.koala" /> 

  <property name="customFilters"> 

   <util:map> 

    <entry key="cas" value-ref="casFilter" /> 

    <entry key="anyRole" value-ref="anyRoleFilter" /> 

   </util:map> 

  </property> 

  <property name="defaultFilterChainDefinitions"> 

   <value> 

    /cas = cas 

    /casFailure.jsp = anon 

    /js/** = anon 

    /images/** = anon 

    /css/** = anon 

    /lib/** = anon 



   </value> 

  </property> 

 </bean>  

  

 <bean id="filterChainResolver" 

 

class="org.openkoala.security.shiro.extend.CustomPathMatchingFilterChainResolver"> 

  <property name="customDefaultFilterChainManager" 

ref="filterChainManager"/> 

 </bean> 

 

 <bean id="shiroFilter" 

class="org.apache.shiro.spring.web.ShiroFilterFactoryBean"> 

  <property name="securityManager" ref="securityManager" /> 

 </bean> 

  

 <bean 

class="org.springframework.beans.factory.config.MethodInvokingFactoryBean"> 

  <property name="targetObject" ref="shiroFilter" /> 

  <property name="targetMethod" value="setFilterChainResolver" /> 

  <property name="arguments" ref="filterChainResolver" /> 

 </bean> 

  

 <!-- shiro 的生命周期，自动初始化和销毁 --> 

 <bean id="lifecycleBeanPostProcessor" 

 class="org.apache.shiro.spring.LifecycleBeanPostProcessor" /> 

  

</beans> 

 

 

配置文件修改 

 

修改 web 模块 src/main/resources/META-INF/spring 目录下 root.xml， 

把<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spring/security-shiro.xml"></import>修改为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spring/security-shiro-cas.xml"></import> 

 

完成上述 4 步即可集成 CAS 服务，需要注意的是项目运行的端口是 8070 

Demo 地址： 

http://git.oschina.net/openkoala/KoalaDocumentExampleProject/tree/master/koala-security-integrat

e-cas 

 

http://git.oschina.net/openkoala/KoalaDocumentExampleProject/tree/master/koala-security-integrate-cas
http://git.oschina.net/openkoala/KoalaDocumentExampleProject/tree/master/koala-security-integrate-cas


5.7. 更多扩展 

加密服务 

加密服务的全限定类名：org.openkoala.security.core.domain.EncryptService。它作为一个领域服务存在，

放在领域层，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实现。例如，加密策略,加密次数,是否需要盐值加密。 

public interface EncryptService { 

    String encryptPassword(String password, String salt) throws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String getCredentialsStrategy(); 

    int getHashIterations(); 

    boolean saltDisabled(); 

} 

 

 MD5 加密 

 加 密 服 务 是 一 个 接 口 ， 权 限 系 统 默 认 使 用 MD5 作 为 其 实 现 即

（org.openkoala.security.infra.credential.MD5EncryptService）。实现放在 infra 基础设置层中。 

 如何配置？ 

 采用依赖注入的方式，不依赖具体实现，因此用户可以更方便的替换掉实现。使用自己的。因为权限系统

使用 spring bean ，因此将加密服务作为一个 spring bean。 

<!-- 加密服务 --> 

<bean id="encryptService" class="org.openkoala.security.infra.credential.MD5EncryptService"> 

<!-- 是否启用盐值加密 --> 

<property name="saltDisabled" value="${security.saltDisabled}"></property> 

<!--加密次数--> 

<property name="hashIterations" value="${security.hashIterations}"></property> 

</bean> 

 

 盐值加密 

 由上面可以看出，盐值加密是动态设置是否启用的。 

在 koala-security-shiro/META-INF/props/security.properties 中： 

 security.saltDisabled =false 

 加密次数 

 加密次数也是可以动态设置的。 

 在 koala-security-shiro/META-INF/props/security.properties 中： 

 security. hashIterations=2 

 加密服务加密密码 

 配置文件中声明一个加密服务实现。 

 在 User 中使用该加密服务，并且建议使用类型的方式获取 spring bean。 

重点注意不要声明了多个 EncryptService 实现。  

    protected static EncryptService passwordEncryptService; 

    protected static EncryptService getPasswordEncryptService() { 

        if (passwordEncryptService == null) { 

            passwordEncryptService = InstanceFactory.getInstance(EncryptService.class);// 类型的方式获取 

        } 

        return passwordEncryptService; 



    } 

 

 

6. 组织子系统  

6.1. 使用教程 

 

机构管理 

点击机构管理进入机构管理页面, 如下图 

 
点击机构名称，右键可以进行增删改操作，如图 

 
点击员工列表按钮，则显示该机构下面的员工列表， 如下图 



 
点击解除关系按钮，则解除员工和机构的关系。 

如果机构是公司级别则可以创建分公司，点击创建分公司。 如下图 

 
点击创建下属部门，进行部门创建。 如下图 

 
点击撤销，则弹出是否撤销机构对话框，如下图 



 

职务管理 

点击左边职务管理进入职务管理列表页面， 如下图 

 
点击创建，如下图 

 
点击修改，进行信息修改，如下图 



 
点击撤销按钮，进行删除工作。 

岗位管理 

点击左边菜单岗位管理进入岗位管理列表，如下图 

 
点击创建，进行新增操作，如下图 

 
点击修改，修改岗位信息， 如下图 



 
点击撤销，则进行删除操作。 

人员管理 

点击左边菜单人员管理，进入人员管理列表界面，如下图 

 
点击列表里面的详细，则进入员工详细信息页面， 如下图 

 
点击该页面的调整岗位按钮，进行岗位调整，如下图 



 
人员列表界面点击雇佣，进行添加操作， 如下图 

 
点击修改，修改员工信息，如下图 

 
点击解雇，进行删除操作。 

 

6.2. 设计说明 

 

Koala 组织系统类图 



 

词汇表 
词汇 解释 

Party 参与者，是系统中所有组织系统参与者的一个抽象。包括公司，部门，职务，岗位，员工等 

Organization 组织机构，系统中所有组织形式的抽象。包括公司，部门等。 

Company 公司，在系统中代表具有法人行为的组织，包括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等 

Department 部门，在系统代表公司中根据某种意义建立的一种组织，比如财务相关的财务部。 

Job 职务，在系统中描述某一种类型的工作。比如总经理，分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软件工程师等等。 

Post 岗位，在系统中表示某个组织机构下的某种类型的工作，即某个机构中的某个职务，由机构和职务共

同定义一个岗位。比如广州分公司财务部财务总监，代表广州分公司财务部这个部门下的财务总监。 

Employee 员工，表示从事某个岗位工作的人。 

 

  

Koala 组织系统表结构说明  

KO_PERSONS（人员信息表） 

列名 类型 说明 

ID bigint 主键，做唯一标识用 

VERSION int 数据版本（用于乐观锁） 

name varchar 姓名 

email varchar 电子邮箱 

family_phone varchar 家庭电话 

gender varchar 性别 

id_number varchar 身份证号 

mobile_phone varchar 手机号码 

   

                        KO_PARTIES 

（参与者表，使用 jpa 的单表策略生成，包含了员工，机构，职务和岗位等参与者的信息） 

ID bigint 主键，做唯一标识用 



VERSION int 数据版本（用于乐观锁） 

CATEGORY varchar 参与者类别，用于区分参与者。（Company 为公司，Department 为部门，Job 为职

务，Post 为岗位，Employee 为员工） 

name varchar 名称 

create_date date 创建日期 

terminate_date Date 撤销日期 

sn varchar 序列号 

description varchar 描述 

entry_date date 入职日期（员工类型特有） 

person_id bigint 关联的人员 ID（员工类型特有） 

job_id bigint 关联职务 ID（岗位类型特有） 

org_id bigint 关联机构 ID（岗位类型特有） 

 

 

                        KO_ACCOUNTABILITIES 

（责任关系表，使用 jpa 单表策略生成，包含机构直线责任关系，岗位与员工责任关系） 

ID bigint 主键，做唯一标识用 

VERSION int 数据版本（用于乐观锁） 

CATEGORY varchar 责任关系类别，用于区分责任关系。（OrganizationLineManagement 机构直

线责任关系，EmployeePostHolding 岗位与员工责任关系） 

from_date date 开始日期（记录责任的开始日期） 

to_date date 结束日期（记录责任的结束日期） 

commissioner_id bigint 被关联被负责者 ID（被负责者为参与者） 

responsible_id bigint 关联负责者 ID（负责者为参与者） 

is_principal tinyint 是否主要的（岗位与员工责任关系特有，表示改责任关系为主要的责任关系，即

某个岗位为某个员工的主岗位） 

 

6.3. API 

 

BaseApplication（组织系统基础应用接口，提供了一些通用的应用服务，不需要有特殊处理可直接使用基类的操作，

可使用此类的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void saveParty(Party party) 持久化一个参与

者 

party：参与者实例 void 

void updateParty(Party party) 修改一个参与者 party：参与者实例 void 

void terminateParty(Party party) 撤销一个参与者 party：参与者实例 void 

<T extends Party> void 

terminateParties(Set<T> parties) 

撤销多个参与者 parties：参与者实例

集合 

void 

<T extends 

OrganizationAbstractEntity> T 

getEntity(Class<T> clazz, Long id) 

根据实体类型及

其 id 获得实体 

clazz：实体类型 

id：实体 ID 

返 回 一 个 继 承 自

OrganizationAbstractEntity 的

类的实例 

<T extends Party> List<T> 

findAll(Class<T> clazz) 

根据参与者类型

获得其所有实例 

clazz：实体类型 返回一个参与者列表 

  

  

BaseApplication（组织机构应用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boolean isTopOrganizationExists() 查询系统中是否存在组织

机构的根，即最顶级的机构 

  返回是或否 

void 

createAsTopOrganization(Compa

ny company) 

创建组织机构根机构，即最

顶级机构 

company：作为根的公司 void 

Company 

createCompany(Company parent, 

Company company) 

在某个公司下面创建一个

分公司 

parent：作为父机构的公司 

company：要创建的分公司 

返回创建的公司

实例 

Department 

createDepartment(Organization 

parent, Department department) 

在组织机构下创建下级部

门 

parent：作为父的机构 

company：要创建的部门 

返回创建的部门

实例 

void 

assignChildOrganization(Organiza

tion parent, Organization child, 

Date date) 

把一个机构分配调整到另

一个机构下，即从属于另一

个机构 

parent：父机构 

child：被分配调整的机构 

date：调整日期 

void 

Organization 

getParentOfOrganization(Organiz

ation organization, Date date) 

获得某个机构的上一级机

构。 

organization：机构实例 

date：查询日期 

返回上一级机构

实例 

List<Organization> 

findChildrenOfOrganization(Orga

查找某个机构的子机构 organization：机构实例 

date：查询日期 

返回该机构的子

机构列表 



nization organization, Date date) 

OrganizationDTO 

getOrganizationTree() 

获取组织机构树，以树形式

的数据结构表达组织机构

间关系的数据 

  返回机构 DTO 

void 

terminateEmployeeOrganizationR

elation(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et<Employee> employees) 

撤销某个机构与一批员工

的责任关系，即把员工调出

某个机构 

organization：机构实例 

employees：一批员工的集

合 

void 

OrganizationDTO 

getOrganizationById(Long id) 

根据 id 获得机构信息 id：id 值 返回机构 DTO 

void 

updateOrganization(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修改某个组织机构信息 organization：机构实例 void 

  

  

JobApplication（职务应用接口） 

接口名称 接 口 说

明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Page<Job> pagingQueryJobs(Job 

jobSearchExample, int currentPage, int 

pageSize) 

分 页 查

询 职 务

信息 

jobSearchExample：以一个 job

实例作为查询条件 

currentPage：当前页码 

pageSize：每页大小 

返回一个具有查询

结果和分页信息的

Page 实例 

  

  

PostApplication（岗位应用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Page<PostDTO> 

pagingQueryPosts(PostDTO example, int 

currentPage, int pagesize) 

分页查询岗位 example ： 以 一 个

PostDTO 实例作为查

询条件 

currentPage：当前页

码 

pagesize：每页大小 

返回一个包含有

查询结果和分页

信息的 Page 实

例 

Page<PostDTO> 

pagingQueryPostsOfOrganizatoin(Organi

zation organization, PostDTO example, int 

currentPage, int pagesize) 

分页查询某个机构下的

岗位 

organization：机构实

例 

example ： 以 一 个

PostDTO 实例作为查

询条件 

currentPage：当前页

 返 回 一 个 包 含

有查询结果和分

页信息的 Page

实例 



码 

pagesize：每页大小 

  

 PostDTO getPostById(Long id)  根据 id 获取岗位  id：岗位 ID 值  返 回 一 个

PostDTO 实例 

 Set<PostDTO> 

findPostsByOrganizationId(Long 

organizationId) 

 根据机构 id 获取该机构

下的岗位 

 organizationId：机构

id 

返 回 一 个

PostDTO 实 例

集合  

  

  

EmployeeApplication（员工应用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Organization 

getOrganizationOfEmployee(Employee 

employee, Date date) 

获取某个员工的所属机

构 

employee：员工实例 

date：查询日期 

返回一个机构实

例 

Page<EmployeeDTO> 

pagingQueryEmployees(EmployeeDTO 

example, int currentPage, int pagesize) 

分页查询员工 example ： 以 一 个

EmployeeDTO 实例作

为查询条件 

currentPage：当前页

码 

pagesize：每页大小 

返回一个包含有

查询结果和分页

信息的 Page 实

例 

Page<EmployeeDTO> 

pagingQueryEmployeesByOrganization(E

mployeeDTO example,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int currentPage, int 

pagesize) 

分页查询某个机构的直

属员工 

example ： 以 一 个

EmployeeDTO 实例作

为查询条件 

organization：机构实

例 

currentPage：当前页

码 

pagesize：每页大小 

返回一个包含有

查询结果和分页

信息的 Page 实

例 

Page<EmployeeDTO> 

pagingQueryEmployeesByOrganizationA

ndChildren(EmployeeDTO example,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int 

currentPage, int pagesize) 

分页查询某个机构及其

下属机构的所有员工 

example ： 以 一 个

EmployeeDTO 实例作

为查询条件 

organization：机构实

例 

currentPage：当前页

码 

pagesize：每页大小 

返回一个包含有

查询结果和分页

信息的 Page 实

例 

Page<EmployeeDTO> 

pagingQueryEmployeesWhoNoPost(Empl

分页查询没有所属机构

的员工 

example ： 以 一 个

EmployeeDTO 实例作

返回一个包含有

查询结果和分页



oyeeDTO example, int currentPage, int 

pagesize) 

为查询条件 

currentPage：当前页

码 

pagesize：每页大小 

信息的 Page 实

例 

void createEmployeeWithPost(Employee 

employee, Post post) 

创建员工的任职责任信

息 

employee：员工实例 

post：任职岗位实例 

void 

void transformPost(Employee employee, 

Set<ResponsiblePostDTO> dtos) 

调整某个员工的任职信

息 

employee：员工实例 

dtos：该员工的新的任

职岗位 DTO 集合 

void 

List<ResponsiblePostDTO> 

getPostsByEmployee(Employee 

employee) 

获得某个员工的任职信

息 

employee：员工实例 返回一个任职信

息列表 

EmployeeDTO getEmployeeById(Long id) 根据 id 获得员工信息 id：员工 id 返 回 一 个

EmployeeDTO

实例 

 

7. 业务日志子系统 

7.1. 介绍 

在日常开发中，我们可以经常碰到这样的需求：记录用户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登录系统，做了什么事情。 

(例：张三在总公司下创建广州分公司) 

 

开发人员编码实现： 

创建公司方法 

public Organization createCompany(CompanyDtodto){ 

    // 执行业务方法 

companyDAO.save(dto); 

    // 记录日志 

LogDAO.save(new BusinessLog(userDAO.getSubjectName() + "，创建："  

+ dto.getCompanyName())); 

} 

 

 

这样写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业务逻辑和日志代码混在一起。 

如果业务逻辑和日志代码足够复杂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你的代码就如同意大利面条，以后维护的时候就会

变成人间地狱。 

系统编码的时候，每个方法必须职责单一，不应该把日志代码混入业务逻辑中。Koala 业务日志系统就是为解决

此问题而设计：业务逻辑和日志代码分离！ 

目标： 

 日志记录对业务方法尽量无侵入 

 尽最大可能不影响业务方法性能（异步实现） 



 日志模板配置简单（基于 groovy） 

 日志持久化方式灵活（面向接口设计，可扩展文件、NoSQL 存储） 

 开发调试效率高（支持热部署） 

 直观快速查看（提供 Web 查询页面） 

 

事实上，要达到真正的无侵入是目前版本没有实现的，Koala 业务日志系统对业务方法的侵入是要在业务方法上

加一个注解。 

 

缺陷： 

 依赖 Spring 的 AOP 

 只有受 Spring IOC 容器托管的 bean 才能记录 

 
 

 
 

7.2. 使用说明 

要使用业务日志子系统，必须先成功创建 Koala Project，并且勾选集成业务日志子系统。,步骤如下： 

步骤 1，业务方法标注@MethodAlias, 

格式： 

@MethodAlias("业务方法别名") 

业务方法 

示例： 



@MethodAlias("savePersonInfo") 

public PersonInfo savePersonInfo(PersonInfopersonInfo) { 

 personInfo.save(); 

 return personInfo; 

} 

要求： 

 别名必须符合 Java 方法名的命名规则 

 别名必须有值，目的是为了方便业务方法与日志模板之间的映射 

 注解只能标在接口实现类上 

 

步骤 2，创建 groovy 日志模板 

在 web 模块 src/main/resources 的 businessLogConfig 目录下创建任意以*.groovy 结尾的文件， 

例：xxx.groovy。 

模板： 

package org.openkoala.businesslog.config(非必要) 

 

import org.dayatang.domain.InstanceFacroty(非必要) 

 

classOrganizationApplicationImpl {（类名必须符合 Java 命名） 

 //必需 

def context 

  

    defOrganizationApplicationImpl_createAsTopOrganization() { 

        "${getPreTemplate()}:创建顶层机构:${context._param0.name}" 

    } 

    defOrganizationApplicationImpl_createCompany() { 

        "${getPreTemplate()}:为${context._param0.name},创建分公司:${context._param1.name}" 

    } 

    defOrganizationApplicationImpl_assignChildOrganization() { 

        "${getPreTemplate()}:向${context._param0.name},分配子机构 :${context._param1.name},期限

为${context._param2}" 

    } 

    defOrganizationApplicationImpl_createDepartment() { 

        "${getPreTemplate()}:在${context._param0.name}下创建部门:${context._param1.name}" 

    } 

    def OrganizationApplicationImpl_terminateEmployeeOrganizationRelation() { 

        "${getPreTemplate()}:终止机构${context._param0.name}" 

    } 

    defgetPreTemplate(){ 

        "${context._user}-" 

    } 

} 

 

说明： 

日志模板实际上是一个 groovy 类，你可以定义任何方法，只有某个业务方法的别名（@MethodAlias 的值）

等于方法名，我们才认为它是一个业务日志方法，它的返回值（return 或者放在方法最后一行的变量）将会被



赋值给 org.openkoala.businesslog.BusinessLog 对象进行持久化。 

 

日志方法返回值有两种情况： 

 只返回一个 String 类型的日志文本。 

 返回一个 Map，这个 Map 包括 key 为 category 的日志分类及日志文本。 

 

在类中，def context 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实际上是一个 Map。 

Map 中存储的是业务方法的返回值、参数。如果需要，你可以存储任何你需要的数据。你可以从这个 context

中取出你需要的内容，填充到你的日志中。默认情况下，我们会放一些默认的 key 在 context 中，请看下表。 

 

context 参数说明 

key value 

_methodReturn 业务方法返回值 

_param 业务方法的参数, _param0 代表第一个参数 _param1 代表第二个参数，依

此类推 

_executeError  业务方法执行失败的异常信息 

_businessMetho

d  

业务方法 

_user 业务方法操作人 

_time 业务方法操作时间 

_ip ip 地址 

 

 

示例 1： 

class PersonInfoApplicationImpl { 

 

def context 

 defsavePersonInfo() { 

  "创建个人信息" 

 } 

 

defpageQueryPersonInfo() { 

 "查询个人信息列表" 

    } 

 

} 

 

示例 2： 

package org.openkoala.businesslog.config 

 



class PersonInfoApplicationImpl { 

 

 def context 

  

 defsavePersonInfo() { 

  "${getPreTemplate()}:创建个人信息,名字为:${context._param0.name}" 

 } 

 

defpageQueryPersonInfo() { 

 [category:"查询类", log:"查询个人信息列表"] 

    } 

 

defgetPreTemplate(){ 

        "${context._user}-" 

    } 

 

} 

 

示例 3： 

package org.openkoala 

 

import org.dayatang.domain.InstanceFactory 

import org.openkoala.example.application.PersonInfoApplication 

import org.openkoala.example.domain.PersonInfo 

 

class PersonInfoApplicationImpl { 

 

 def context 

  

 defsavePersonInfo() { 

  "${getPreTemplate()}:创建个人信息,名字为:${context._param0.name}" 

 } 

 

defpageQueryPersonInfo() { 

 [category:"查询类", log:"查询个人信息列表"] 

    } 

 

defremovePersonInfo() { 

 PersonInfoApplicationpersonInfoApplication 

 = InstanceFactory.getInstance(PersonInfoApplication.class) 

 String name = personInfoApplication.getPersonInfo(577).getName() 

 "删除用户信息：名称为：" + name 

    } 

 

defgetPreTemplate(){ 

        "${context._user}-" 

    } 

 



} 

 

 

步骤 3，配置 Spring 切入点 

默认不需要配置，项目创建好会把接口实现类的包路径配置成切入点，可自行修改扩展。 

切入点配置在 web 模块 src/main/resources 下 koala-businesslog.properties 里， 

key 为 pointcut 

pointcut=execution(* org.openkoala.example.application.impl.*.*(..))  

|| execution(* org.openkoala.example.facade.impl.*.*(..))  

 

 

成功配置后可从 Web 页面查询 

运行项目，访问地址：http://localhost:8080/pages/log/index.jsp 

 
 

7.3. 设计说明 

源代码：http://git.oschina.net/openkoala/koala 

koala-business 子模块 

 

模块划分 

模块名 作用 

koala-businesslog-api  业务日志系统的核心 api 

koala-businesslog-impl        业务日志系统的 koala 的默认实现 

koala-businesslog-web    业务日志系统 web 模块 

koala-businesslog-acceptance-t

est 

业务日志系统的集成测试，也是业务日志系统的 **范例**，

实际使用时，可以参考此模块 

 

 

流程图 

http://localhost:8080/pages/log/index.jsp
http://git.oschina.net/openkoala/koala


 
 

类图 

koala-businesslog-api 模块 

 
koala-business-impl 模块 

 sd Domain Model

System User

LogFilter ThreadLocalBusinessLogContext 业务类 BusinessLogInterceptor

User Interface

Creen

AOP技术 BusinessLogThread GroovyObjectClassCache «interface»

BusinessLogExporter

ThreadPoolTaskExecutor

完成业务日志记录流程主要步骤有：

1. LogFilter获取当前用户名和IP

2. 通过ThreadLocalBusinessLogContext把信息put到ThreadLocal

3. 基于AOP技术BusinessLogInterceptor拦截业务方法获取参数

4. 创建BusinessLogThread实例，交由ThreadPoolTaskExecutor执行

5. 最后由BusinessLogExporter完成日志持久化

request()

doFilter(ServletRequest, ServletResponse, FilterChain)

addIpContext(String)

put(String, Object)

addUserContext(String)

put(String, Object)

字节码或动态代理()

业务方法()

结果返回()

response()

logAfter(JoinPoint, Object)

log(JoinPoint, Object, Throwable)

get() :Map<String, Object>

:Map<String, Object>

createDefaultContext(JoinPoint,

Object, Throwable) :

Map<String,Object>

getBusinessLogExporter() :BusinessLogExporter

execute(Runnable)

run()

putBusinessLogMethod(String)

getGroovyConfig(String) :GroovyObject

getGroovyObjectClasses() :Set<Class>

:Set<Class>

createBusinessLog(Object) :BusinessLog

export(BusinessLog)



 
 

 
 

词汇表 

类名 说明 

BusinessLogServletFilter 实现 filter 接口，抽象父类，定义抽象方法 beforeFilter 

LogFilter 继承 beforeFilter，实现 beforeFilter 方法，设置用户名、

IP 

AbstractBusinessLog 自定义业务日志抽象父类，包含 log，category 字段 

DefaultBusinessLog 系统默认业务日志实体类，包含用户名、IP、时间 

BusinessLogExporter 业务日志导出接口 

BusinessLogExporterImpl 系统默认业务日志导出实现类，保存到数据库 

 class utils

BusinessLogConsoleExporter

+ export(BusinessLog) : void

BusinessLogExporterImpl

- businessLogApplication:  BusinessLogApplication

+ export(BusinessLog) : void

- getBusinessLogApplication() : BusinessLogApplication

BusinessLogInterceptor

- BUSINESS_LOG_CONFIG_PROPERTIES_NAME:  String = "koala-business... {readOnly}

- businessLogExporter:  BusinessLogExporter

- isLogEnabled:  Boolean

- LOG_ENABLE:  String = "kaola.business... {readOnly}

- threadPoolTaskExecutor:  ThreadPoolTaskExecutor

+ afterThrowing(JoinPoint, Throwable) : void

- createDefaultContext(JoinPoint, Object, Throwable) : Map<String, Object>

- getBLMapping(JoinPoint) : String

+ getBusinessLogExporter() : BusinessLogExporter

+ getThreadPoolTaskExecutor() : ThreadPoolTaskExecutor

- invocationMethod(JoinPoint) : Method

- isLogEnabled() : boolean

+ log(JoinPoint, Object, Throwable) : void

+ logAfter(JoinPoint, Object) : void

Filter

BusinessLogServletFilter

+ addIpContext(String) : void

+ addUserContext(String) : void

+ beforeFilter(ServletRequest, ServletResponse, FilterChain) : void

+ destroy() : void

+ doFilter(ServletRequest, ServletResponse, FilterChain) : void

+ getIp(ServletRequest) : String

+ init(FilterConfig) : void

Runnable

BusinessLogThread

- BLMappingValue:  String

- businessLogExporter:  BusinessLogExporter

- CATEGORY_KEY:  String = "category" {readOnly}

- context:  Map<String, Object>

- LOG_KEY:  String = "log" {readOnly}

+ BusinessLogThread(Map<String, Object>, String, BusinessLogExporter)

- createBusinessLog(Object) : BusinessLog

- getGroovyConfig(String) : GroovyObject

- getGroovyObject(Class) : GroovyObject

+ run() : void

ConfigConstant

~ GROOVY_CONFIG_DIR:  String = "/businessLogConfig" {readOnly}

~ STANDALONE_GROOVY_CONFIG_NAME:  String = "/BusinessLogCo... {readOnly}

Groov yObjectClassCache

- groovyObjectClasses:  Set<Class> = new HashSet<Class>()

- standaloneGroovyObjectClass:  Class

- getFileByPath(String) : File

- getGroovyClass(File) : Class

+ getGroovyObjectClasses() : Set<Class>

- getStandaloneConfigFile() : File

+ getStandaloneGroovyObjectClass() : Class

~ GroovyObjectClassCache()

- initGroovyObjectClasses() : void

- initStandaloneGroovyObjectClass() : void

~ isStandaloneConfig() : boolean

~ refreshGroovyObjectClasses() : void

~ refreshStandaloneGroovyObjectClass() : void

LogFilter

+ beforeFilter(ServletRequest, ServletResponse, FilterChain) : void

+ destroy() : void

+ init(FilterConfig) : void

ThreadLocalBusinessLogContext

- context:  ThreadLocal<Map<String, Object>> = new ThreadLocal...

+ clear() : void

+ get() : Map<String, Object>

+ getBusinessMethod() : Object

+ put(String, Object) : void

+ putBusinessLogMethod(String) : void

«interface»

koala-businesslog-api::

BusinessLogExporter

+ export(BusinessLog) : void

model::DefaultBusinessLog

- context:  Map<String, Object>

- ip:  String

- time:  Date

- user:  String

+ createBy(BusinessLog) : DefaultBusinessLog

Entity

model::AbstractBusinessLog

- category:  String

- id:  Long

- log:  String

- version:  int

-businessLogExporter

-businessLogExporter



ThreadLocalBusinessLogCo

ntext 

线程本地变量上下文，实现数据在线程内共享 

BusinessLogInterceptor AOP 拦截器 

BusinessLogThread 业务日志线程执行类 

GroovyObjectClassCache Groovy 对象缓存类 

ConfigConstant 系统配置常量类 

 

 

关于 groovy 的一点思考 

使用 groovy 语言来实现日志模板的记录而不是 XML，考量的因素如下： 

1. 它支持动态修改，而无须重启服务 

2. 使用 groovy 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学习成本，以写 java 代码的方式来写就可以了 

3. 这种方式可以获取关联查询，如方法中 deptId，但日志中我想拿的是 deptName(如：架构部),那使用 groovy，

你可以轻松使用编写 java 代码来实现 

4. 它有语法检验，使用 XML 配置，要做到这一点有难度 

 

7.4. 手动集成 

 

1. 添加依赖 

application 层添加业务日志接口模块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org.openkoala.businesslog</groupId> 

<artifactId>koala-businesslog-api</artifactId> 

<version>4.0.0</version> 

</dependency> 

web 层添加业务日志实现模块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org.openkoala.businesslog</groupId> 

<artifactId>koala-businesslog-impl</artifactId> 

<version>4.0.0</version> 

</dependency> 

 

2. 创建 LogFilter 类 

例如 com.xiaokaceng.demo.web.controller.businesslog.LogFilter.java 

package com.xiaokaceng.demo.web.controller.businesslog; 

import org.openkoala.businesslog.utils.BusinessLogServletFilter; 

import javax.servlet.*; 

 

public class LogFilter extends BusinessLogServletFilter { 

 

    /** 

     * 将需要用到的信息放入日志上下文 

     * 



     * @param req 

     * @param resp 

     * @param chain 

     */ 

    @Override 

    public void beforeFilter(ServletRequest req, ServletResponse resp, FilterChain chain) { 

        addIpContext(getIp(req)); 

        // TODO 需要自己实现获取用户名 

        addUserContext("xxx"); 

    } 

 

    public void init(FilterConfig filterConfig) throws ServletException { 

        //To change body of implemented methods use File | Settings | File Templates. 

    } 

 

    public void destroy() { 

        //To change body of implemented methods use File | Settings | File Templates. 

    } 

} 

 

注意：当前用户需根据系统实现来获取 

 

 

3. 创建 DefaultBusinessLogController 类 

package com.xiaokaceng.demo.web.controller.businesslog;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org.dayatang.domain.InstanceFactory; 

import org.dayatang.utils.Page; 

import org.openkoala.businesslog.application.BusinessLogApplication; 

import org.openkoala.businesslog.model.DefaultBusinessLogDTO;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stereotype.Controller;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PathVariable;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questMapping;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questParam;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sponseBody; 

 

@Controller 

@RequestMapping("/log") 

public class DefaultBusinessLogController { 

 

 private BusinessLogApplication businessLogApplication;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list") 

 public Page pageJson(DefaultBusinessLogDTO defaultBusinessLogDTO, 



   @RequestParam int page, @RequestParam int pagesize) { 

  Page<DefaultBusinessLogDTO> all = getBusinessLogApplication() 

    .pageQueryDefaultBusinessLog(defaultBusinessLogDTO, page, 

      pagesize); 

  return all; 

 }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delete") 

 public Map<String, Object> delete(@RequestParam String ids) { 

  Map<String, Object> result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String[] value = ids.split(","); 

  Long[] idArrs = new Long[value.length]; 

  for (int i = 0; i < value.length; i++) { 

   idArrs[i] = Long.parseLong(value[i]); 

  } 

  getBusinessLogApplication().removeDefaultBusinessLogs(idArrs); 

  result.put("result", "success"); 

  return result; 

 }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get/{id}") 

 public Map<String, Object> get(@PathVariable Long id) { 

  Map<String, Object> result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result.put("data", getBusinessLogApplication() 

    .getDefaultBusinessLog(id)); 

  return result; 

 } 

 

 public BusinessLogApplication getBusinessLogApplication() { 

  if (null == businessLogApplication) { 

   businessLogApplication = InstanceFactory 

     .getInstance(BusinessLogApplication.class); 

  } 

  return businessLogApplication; 

 } 

} 

 

4. 配置 web.xml 

<filter> 

<filter-name>Log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com.xiaokaceng.demo.web.controller.businesslog.LogFilter</filter-class> 

</filter> 

<filter-mapping> 

<filter-name>LogFilter</filter-name> 

<url-pattern>/*</url-pattern> 

</filter-mapping> 



 

5. 类路径下创建 koala-businesslog.properties 

pointcut=execution(* org.openkoala.example.application.impl.*.*(..)) 

 

#日志开关 

kaola.businesslog.enable=true 

 

#日志导出器 

businessLogExporter=org.openkoala.businesslog.utils.BusinessLogExporterImpl 

 

#数据库设置 

log.db.jdbc.driver=${db.jdbcDriver} 

log.db.jdbc.connection.url=${db.connectionURL} 

log.db.jdbc.username=${db.username} 

log.db.jdbc.password=${db.password} 

log.db.jdbc.dialect=${hibernate.dialect} 

log.hibernate.hbm2ddl.auto=${hibernate.hbm2ddl.auto} 

log.hibernate.show_sql=${hibernate.show_sql} 

log.db.Type=${db.Type} 

db.generateDdl=${generateDdl} 

log.maximumConnectionCount=3000 

log.minimumConnectionCount=100 

 

#线程池配置 

#核心线程数 

log.threadPool.corePoolSize=100 

#最大线程数 

log.threadPool.maxPoolSize=3000 

#队列最大长度 

log.threadPool.queueCapacity=2000 

#线程池维护线程所允许的空闲时间 

log.threadPool.keepAliveSeconds=300 

 

#线程池对拒绝任务(无线程可用)的处理策略 

log.threadPool.rejectedExecutionHandler=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CallerRunsPo

licy 

 

6. 添加扫描包路径 

persistence-context.xml 的 packagesToScan 节点添加： 

<value>org.openkoala.businesslog.model</value> 

 

7. 引入 Spring 配置 

db-context.xml 添加配置：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koala-businesslog-shared-persistence.xml"></import> 

 

8. root.xml 添加配置：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koala-businesslog-aop.xml"></import> 

 

剩余集成请参考使用教程 

 

说明： 

以后插件会提供一键集成功能，无需手动集成 

第三方项目集成较为复杂，有较多技术约束 

 

8. 通用查询子系统 

8.1. 使用教程 

8.1.1. 配置数据源 

使用通用查询功能，首先要为查询配置数据源。点击左边菜单栏的"数据源配置"菜单，右边出现数据源配置的管

理界面。 

 
 

点击"增加"按钮，弹出新增数据源窗口。 

 
 

其中，在"选择数据源"处，分别可以选择"系统数据源"和"自定义数据源"： 

 

1) 系统数据源是指当前系统中使用的数据源，当选择系统数据源的时候，需要在"数据源 ID"处填写数据源的 ID，

这个数据源 ID 是指，项目中数据源的配置文件 中配置的数据源 ID，比如 Koala 项目中默认在 conf 模块下的

src/main/resources/META-INF/spring /persistence-context.xml 文件中配置数据源，如下图所示的配置文

段中，配置了数据源 ID 为"dataSource"的数据源。 



 
 

2) 自定义数据源是指用户自己手动配置的数据源，当选择自定义数据源的时候，需要分别填写以下内容： 

 

数据源 ID：此处的数据源 ID 用于唯一标识某个数据源，由用户自己定义。 

描述：对该数据源的描述。 

jdbcDriver：用于指定数据源的 jdbc 驱动类。如 Mysql 的数据源 jdbc 驱动为：com.mysql.jdbc.Driver。 

Url：数据连接的 url。 

username：数据源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 

password：数据源连接数据库的密码。 

 
在新增数据源窗口的下方，有个"测试连接"按钮，当用户输入完整的数据源连接信息之后，可以点击此按钮来测

试目前该数据源是否可用。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数据源配置，回到数据源列表页面，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数据源配置。用户可以根据需要，

添加多个数据源。 

 

8.1.2. 通用查询的配置 

点击左边菜单栏的"通用查询配置"菜单，右边出现通用查询的配置管理界面。 

 



点击"增加"按钮，弹出新增一个通用查询配置的窗口。 

 
在"选择数据源"下拉框选择要使用的数据源，选择后系统会自动读取该数据源所连接的数据库的所有数据表，然

后在"选择表"下拉框选择要查询的数据表。在"查询名称"处定义该通用查询的名称，在"描述"处填写该通用查询

的描述。 

在选择完数据表之后，系统会读取该表的所有数据字段，并在新增数据源窗口中，显示出来提供给用户选择。

如下图：  

 

 

 
可以看到在左边字段框的下方有个"添加到静态查询条件"和一个"添加到动态查询条件"按钮，在右边的字段框下

方有个"添加到显示列"按钮，定义如下： 



 添加到静态查询条件：是指把所选择的字段作为静态的过滤条件，即每个查询固定的先决条件，不提供给

最终用户作为搜索条件，起过滤作用。 

 添加到动态查询条件：是指把所选择的字段作为动态的查询条件，会作为搜索条件给最终用户在查询界面

上使用。 

 添加到显示列：是指该通用查询要查询的列，并最终显示在查询结果列表上。 

选择完相应的列之后，在静态查询条件处还需要选择条件的查询关系和填写值，在动态查询条件处需要填写字

段在查询界面中的显示文字，输入框的类型和选择查询关系。 

其中，每条静态条件最右边的选择框是选择该静态条件是否要在查询界面上显示给最终用户看。 

填写完所有信息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通用查询的添加，回到通用查询配置的列表页面。 

 
在通用查询配置的列表中，每个通用查询后面都有一个"预览"按钮，用于预览所配置的通用查询的效果。 

点击"预览"按钮，弹出通用查询的最终效果页面。 

 
可以看到所配置的通用查询的最终效果，也可在该页面中进行查询操作。至此，就完成了一个通用查询的配置

和使用。 

 

8.2. 设计说明  

 
 

词汇表 

词汇 解释 

DataSource 数据源，定义数据连接等信息，用于连接数据库。 

DynamicQueryCondition 动态查询条件，表示通用查询中，可让最终用户动态输入条件值的查询条件。 



FieldDetail 字段明细，表示通用查询查询界面要显示的字段。 

GeneralQuery 通用查询，描述通用查询的类。 

PagingQuerier 分页查询器，用于执行分页查询操作。 

PreQueryCondition 前置查询条件，表示通用查询的限制条件，与动态查询条件相对应，前置查询条

件的值是事先设定的，不允许最终用户定义条件值。 

Querier 查询器，用于执行查询操作，是各种查询器的抽象父类。 

QueryAllQuerier 查询所有查询器，用于执行查询所有记录的操作。 

QueryCondition 查询条件，作为各种查询条件的抽象父类。 

QueryOperation 查询操作符，是一个枚举类，表示查询时使用到的条件，如大于，小于，等于，like，

between 等。 

WidgetType 组建类型，也是一个枚举类，表示动态查询条件在查询界面中展现的类型，如文

本框，日起选择框等。 

 

 

9. 技术组件库 

9.1. 国际化 

9.1.1. 使用教程 

1. web 模块添加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org.openkoala.koalacommons</groupId> 

<artifactId>koala-commons-i18n</artifactId> 

<version>4.0.0</version> 

</dependency> 

 

2. 创建 i18n.tld 文件 

在 WEB-INF 目录下创建 i18n.tld，如下： 

<?xmlversion="1.0"encoding="UTF-8"?> 

  

<taglibxmlns="http://java.sun.com/xml/ns/j2ee"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java.sun.com/xml/ns/j2ee 

http://java.sun.com/xml/ns/j2ee/web-jsptaglibrary_2_0.xsd" 

    version="2.0"> 

      

  <tlib-version>1.1</tlib-version> 

  <short-name>i18n</short-name> 

  <uri>http://www.openkoala.org/i18n</uri> 

  

  <tag> 

    <name>i18n</name> 



    <tag-class>org.openkoala.framework.i18n.tag.I18nTag</tag-class> 

    <body-content>empty</body-content> 

    <attribute> 

        <name>key</name> 

        <required>true</required> 

        <rtexprvalue>true</rtexprvalue> 

    </attribute> 

    <attribute> 

        <name>locale</name> 

        <required>false</required> 

        <rtexprvalue>true</rtexprvalue> 

    </attribute> 

  </tag> 

</taglib> 

 

 

3. 配置 web.xml 

<jsp-config> 

    <taglib> 

        <taglib-uri>http://www.openkoala.org/i18n</taglib-uri> 

        <taglib-location>/WEB-INF/i18n.tld</taglib-location> 

    </taglib> 

</jsp-config> 

 

 

4. 创建资源文件 

在类路径下创建 i18n 目录，资源文件名称必须是 xxxx_语言_国家(大写).properties，内容是 key-value 键值对 

如：test_zh_CN.properties 

      test_en_US.properties 

 
i18n 目录下可以按业务模块创建子目录，这样可以使资源文件内容分散到各个模块 

 



 

5. 应用 JSP 页面 

创建 i18n.jsp 页面 

<%@ page language="java" contentType="text/html; charset=UTF-8" 

pageEncoding="UTF-8"%> 

<%@ tagliburi="http://www.openkoala.org/i18n" prefix="koala" %> 

<!DOCTYPEhtml> 

<html> 

<head> 

<title>I18N</title> 

<metahttp-equiv="Content-Type"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head> 

<body> 

I18N:<koala:i18nkey="test"/> 

</body> 

</html> 

 

 

 

效果： 

 
i18n 组件是根据浏览器语言进行切换，切换英文如下 

 

9.1.2. 扩展 

i18n 组件中 I18nTag 类默认是通过 request.getLocale().toString()来获取浏览器语言，实现用户自由切换语言

需改动如下： 

 界面提供可切换的语言选择 

 把要切换的语言存入 session 

 标签解析先从 session 获取语言 

 

1. 提供语言选择 

<%@ page language="java" contentType="text/html; charset=UTF-8" pageEncoding="UTF-8"%> 

<%@ tagliburi="http://www.openkoala.org/i18n" prefix="koala" %> 



<!DOCTYPEhtml> 

<html>  

<head> 

<title>I18N</title> 

<metahttp-equiv="Content-Type"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scriptsrc="/lib/jquery-1.8.3.min.js"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head> 

<body> 

  

<selectid="langSelect"> 

                    <optionvalue="zh_CN">请选择</option> 

                    <optionvalue="zh_CN">中文</option> 

                    <optionvalue="en_US">English</option> 

                </select> 

  

I18N:<koala:i18nkey="test"/> 

  

<script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langSelect").change(function () 

                        {  

                            if (this.value) 

                            { 

                                $.post('${pageContext.request.contextPath}/international/switchLanguage.koala?l

ocale=' + this.value).done(function(data){ 

                                    if(data.result == 'success'){ 

                                        window.location.reload(); 

                                    }else{ 

                                        alert("fail"); 

                                    } 

                                }); 

                            } else 

                            { 

                            } 

                        }); 

          

    }); 

  

</script> 

  

</body> 

</html> 



 

 

2. 选中语言存入 Session 

创建 I18NController 类 

packagecom.xiaokaceng.demo.web.controller; 

  

importjava.util.HashMap; 

importjava.util.Map; 

importjavax.servlet.http.HttpSession; 

importorg.springframework.stereotype.Controller; 

import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questMapping; 

import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sponseBody; 

  

@Controller 

@RequestMapping("/international") 

publicclassI18NController {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switchLanguage") 

    publicMap<String, Object>switchLanguage(String locale, HttpSession session) { 

        if(locale == null|| locale.isEmpty()) { 

            session.setAttribute("locale", "zh_CN"); 

        } else{ 

            session.setAttribute("locale", locale); 

        } 

        Map<String, Object> result = newHashMap<String, Object>(); 

        result.put("result", "success"); 

        returnresult; 

    } 

} 

 

3. 扩展 I18nTag 类 

packagecom.xiaokaceng.demo.web.tag; 

importjava.io.IOException; 

import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importjavax.servlet.jsp.JspException; 

importjavax.servlet.jsp.PageContext; 

importjavax.servlet.jsp.tagext.SimpleTagSupport; 

importorg.openkoala.framework.i18n.I18NManager; 

  

publicclassI18nTag extendsSimpleTagSupport { 



  

    privateString key; 

    privateString locale; 

  

    publicvoidsetKey(String key) { 

        this.key = key; 

    } 

  

    publicvoidsetLocale(String locale) { 

        this.locale = locale; 

    } 

  

    publicvoiddoTag() throwsJspException, IOException { 

        String message = null; 

  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 

 (HttpServletRequest) ((PageContext) getJspContext()).getRequest(); 

  

        try{ 

            if(this.locale == null) { 

                this.locale = (String) request.getSession().getAttribute("locale"); 

            } 

            if(this.locale == null) { 

                message = I18NManager.getMessage(this.key, 

request.getLocale().toString()); 

            } else{ 

                message = I18NManager.getMessage(this.key, this.locale); 

            } 

        } catch(Exception e) { 

            message = this.key; 

            e.printStackTrace(); 

        } 

        getJspContext().getOut().write(message); 

    } 

} 

配置 i18n.tld 元素<tag-class>com.xiaokaceng.demo.web.tag.I18nTag</tag-class> 

效果： 



 

 
Demo 地址： 

http://git.oschina.net/openkoala/KoalaDocumentExampleProject/tree/master/i18n-extend-dem 

 

9.2. 异常处理 

9.3. FTP 

9.4. 连接池监控 

9.5. 缓存组件 

9.6. 动态数据源 

9.7. dddlib-utils 

 

10. 接口发布  

10.1. 以 WebService 方式发布 

本章节将指引使用 Koala 的项目，如何为自己的服务提供 WS 服务。本章节会介绍基于 SOAP 和 REST 的

webService 发布 

 前提说明： 

1. 如果你的应用层使用 DTO 做为与 UI 层交互的对象，则可直接在应用层中提供 WS 服务 

2. 如果你的应用层没有使用 DTO，而是使用领域实体做为 UI 层交互的对象，则你需要添加新的一层，这一层

构建在应用层之上，使用 DTO 来提供数据，并在这一层上提供 WS 服务 

以下文档基于使用 DTO 这一层的接口来进行 WS 服务的发布 

 

 添加依赖 

在你的 application 接口层中添加以下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javax.ws.rs</groupId> 

http://git.oschina.net/openkoala/KoalaDocumentExampleProject/tree/master/i18n-extend-dem


    <artifactId>jsr311-api</artifactId> 

    <version>1.0</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javax.jws</groupId> 

    <artifactId>jsr181-api</artifactId> 

    <version>1.0-MR1</version> 

</dependency> 

 

在你需要提供 WS 服务的 WEB 层，添加以下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javax.ws.rs</groupId> 

    <artifactId>jsr311-api</artifactId> 

    <version>1.0</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javax.jws</groupId> 

    <artifactId>jsr181-api</artifactId> 

    <version>1.0-MR1</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cxf</groupId> 

    <artifactId>cxf-api</artifactId> 

    <version>2.6.2</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cxf</groupId> 

    <artifactId>cxf-rt-transports-http</artifactId> 

    <version>2.6.2</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cxf</groupId> 

    <artifactId>cxf-rt-frontend-jaxrs</artifactId> 

    <version>2.6.2</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cxf</groupId> 

     <artifactId>cxf-rt-frontend-jaxws</artifactId> 

     <version>2.6.2</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wsdl4j</groupId> 

    <artifactId>wsdl4j</artifactId> 

    <version>1.6.2</version> 

</dependency> 

 

 基于 SOAP 的 webService 



点击此处下载 SOAP 协议与 WS 的 DEMO 参照 

1 在需要提供 WS 服务的 Application 上定义标签 @webservice 

 
2 在 WEB.XML 中添加 WS 定义 

<servlet> 

    <servlet-name>CXF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org.apache.cxf.transport.servlet.CXFServlet</servlet-class> 

    <load-on-startup>1</load-on-startup>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CXFServlet</servlet-name> 

    <!-- 给你的 WS 添加前缀(/webservice/)，以免它同其它冲突--> 

    <url-pattern>/webservice/*</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3 在 WEB 项目的 src/main/resources/META-INF/spring 下添加 spring-cxf.xml 

<beans xmlns="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tx="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xmlns:jaxws="http://cxf.apache.org/jaxws"  

    xmlns:cxf="http://cxf.apache.org/core"  

    xmlns:wsa="http://cxf.apache.org/ws/addressing"  

    xsi:schemaLocation="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spring-tx-2.1.xsd   

     http://cxf.apache.org/core http://cxf.apache.org/schemas/core.xsd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spring-beans.xsd      

    http://cxf.apache.org/jaxws http://cxf.apache.org/schemas/jaxws.xsd">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cxf/cxf.xml" />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cxf/cxf-extension-soap.xml" />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cxf/cxf-servlet.xml" />   

    <cxf:bus> 

        <cxf:features> 

            <!--日志拦截功能，用于监控 soap 内容，开发后可以删除 --> 

            <cxf:logging /> 

            <wsa:addressing /> 

        </cxf:features> 

    </cxf:bus> 

http://wiki.openkoala.org/download/attachments/5538126/demo-soap.zip?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397044875000&api=v2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
http://cxf.apache.org/jaxws
http://cxf.apache.org/core
http://cxf.apache.org/ws/addressing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tx/spring-tx-2.1.xsd%C2%A0
http://cxf.apache.org/schemas/core.xsd%C2%A0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spring-beans.xsd%C2%A0%C2%A0%C2%A0%C2%A0
http://cxf.apache.org/schemas/jaxws.xsd


      

    <!-- 为每一个提供 WS 服务的 BEAN，定义 BEAN 以及它对应的 jaxws:endpoint --> 

    <!-- implementor="#bookApplicationImpl" 指向接口实现的类，可以是 XML 或使用@Named 定义 --> 

    <jaxws:endpoint id="BookApplicationService" implementor="#bookApplicationImpl" 

address="/v1/BookApplication" publish="true"> 

        <jaxws:features> 

            <bean class="org.apache.cxf.transport.common.gzip.GZIPFeature"> 

                <property name="threshold" value="1" /> 

            </bean> 

        </jaxws:features> 

    </jaxws:endpoint> 

  </beans> 

 

 

4 在 root.xml 中导入这个 XML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spring/spring-cxf.xml"/> 

5 设置权限过滤，避免与权限冲突 

<s:intercept-url pattern="/webservice/**" filters="none" /> 

  

6 ALL DONE，重启你的项目，访问 http://localhost:8080/webservice/ 

 
至此你已经提供了 WS 服务了 

 

 

 基于 REST 的 webService  

注意： 

REST 协议的 Annotation 的具体配置方式，你需要参考 JSR311 标准 

点此下载 REST 协议 WS 的 DEMO 

 

1 给 DTO 定义@XmlRootElement()标签 

http://localhost:8080/webservice/
http://wiki.openkoala.org/download/attachments/5538126/demo-rest.zip?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397047105000&api=v2


 
2 给 Application 接口定义 REST 标签 

public interface BookApplication { 

    @GET() 

    @Path("getBook/{id}") 

    @Produces({ MediaType.APPLICATION_XML }) 

    public BookDTO getBook(@PathParam("id") Long id); 

  

    @POST() 

    @Path("saveBook") 

    @Produces({ MediaType.APPLICATION_XML }) 

    public BookDTO saveBook(@FormParam("") BookDTO book); 

  

    @PUT() 

    @Path("updateBook") 

    @Produces({ MediaType.APPLICATION_XML }) 

    public void updateBook(@FormParam("") BookDTO book); 

  

    @DELETE() 

    @Path("removeBook/{id}") 

    @Produces({ MediaType.APPLICATION_XML }) 

    public void removeBook(@PathParam("id") Long id); 

  

    @DELETE() 

    @Path("removeBooks") 

    @Produces({ MediaType.APPLICATION_XML }) 

    public void removeBooks(@QueryParam("ids") Long[] ids); 

  

    @GET() 



    @Path("findAllBook") 

    @Produces({ MediaType.APPLICATION_XML }) 

    public List<BookDTO> findAllBook(); 

  

 } 

 

3 在 WEB.XML 中添加 WS 的定义 

<servlet> 

    <servlet-name>CXF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org.apache.cxf.transport.servlet.CXFServlet</servlet-class> 

    <load-on-startup>1</load-on-startup>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CXFServlet</servlet-name> 

    <!-- 给你的 WS 添加前缀(/webservice/)，以免它同其它冲突--> 

    <url-pattern>/webservice/*</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4 在 src/main/resources/META-INF/spring/下添加 spring-cxf.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beans xmlns="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jaxrs="http://cxf.apache.org/jaxrs"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spring-beans-2.5.xsd 

http://cxf.apache.org/jaxrs http://cxf.apache.org/schemas/jaxrs.xsd">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cxf/cxf.xml" />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cxf/cxf-extension-jaxrs-binding.xml" />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cxf/cxf-servlet.xml" /> 

      

    <jaxrs:server id="BookApplicationRest" address="/v1/BookApplication"> 

        <jaxrs:serviceBeans> 

            <ref bean="bookApplicationImpl"/> 

        </jaxrs:serviceBeans> 

        <jaxrs:features> 

            <bean class="org.apache.cxf.transport.common.gzip.GZIPFeature"> 

                <property name="threshold" value="1" /> 

            </bean> 

        </jaxrs:features> 

    </jaxrs:server> 

  </beans> 

 

 

5 在 root.xml 中导入这个 XML 

<import resource="classpath:META-INF/spring/spring-cxf.xml"/> 

6 设置权限过滤，避免与权限冲突 

<s:http pattern="/webservice/**" filters="none" />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http://cxf.apache.org/jaxrs
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spring-beans-2.5.xsd
http://cxf.apache.org/schemas/jaxrs.xsd


7 重启你的项目，访问 http://localhost:8080/webservice/ 

 

10.2. 以 EJB 方式发布 

Koala 按照领域驱动设计的理论把项目分为基础设施层，领域层，应用层和表现层，其中应用层分为接口和实

现两个模块。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如何把基于 Koala 的项目的应用层接口发布为 EJB 接口。需要改动应用层的

接口和实现的代码并增加一个打包 ear 的模块。本章节假设读者已具备 EJB 的使用经验 

1、应用层接口需要做的改动： 

首先需要在应用层接口模块的 pom.xml 中加入 ejb-api 的依赖。 

ejb 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javax.ejb</groupId> 

    <artifactId>ejb-api</artifactId> 

    <version>3.0</version> 

</dependency> 
 

然 后 需 要 在 应 用 层 接 口 类 中 加 入 ejb 的 annotation 。 @javax.ejb.Local 表 示 要 发 布 为 本 地 接 口 ，

@javax.ejb.Remote 表示要发布为远程接口。如下例：  

本地接口 

import javax.ejb.Local; 

   

@Local() 

public interface AddressApplication { 

      

} 
 

 

远程接口 

import javax.ejb.Remote; 

   

@Remote() 

public interface AddressApplication { 

      

} 
 

 

 

2、应用层实现模块需要做的改动： 

首先需要在应用层实现模块的 pom.xml 中加入 ejb-api 和 koala-commons-support 的依赖。 

http://localhost:8080/webservice/


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org.openkoala.koalacommons</groupId>   

    <artifactId>koala-commons-support</artifactId>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javax.ejb</groupId> 

    <artifactId>ejb-api</artifactId> 

    <version>3.0</version> 

</dependency> 
 

 

然后需要在应用层实现类中加入 ejb 的 annotation： 

@javax.interceptor.Interceptors 表 示 加 入 的 ejb 拦 截 器 ， 用 于 定 义 拦 截 器 ， 此 处 我 们 定 义

koala-commons-support 中的 org.openkoala.koala.util.SpringEJBIntercepter，用于依赖注入。 

@javax.ejb.Stateless 或 javax.ejb.Stateful，Stateless 表示此接口为无状态的，Stateful 表示此接口为有状态

的。 

如下例： 

例子 

import javax.ejb.Stateless; 

import javax.interceptor.Interceptors; 

import org.openkoala.koala.util.SpringEJBIntercepter;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transaction.annotation.Transactional; 

import javax.inject.Named; 

  

@Named 

@Transactional 

@Interceptors(value = org.openkoala.koala.util.SpringEJBIntercepter.class) 

@Stateless(name = "AddressApplication") 

public class AddressApplicationImpl implements AddressApplication { 

      

｝ 
 

 

3、新增一个用于打包 ear 包的模块，只包含配置了 ear 打包插件和相关依赖的 pom.xml。 

注意 pom.xml 中的 packaging 标签要定义为 ear。如： 

packaging 

<packaging>ear</packaging> 
 

 

在 pom.xml 中定义对应用层接口模块的依赖。如下例 

依赖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org.openkoala</groupId> 

        <artifactId>demo-applicationImpl-EJB</artifactId> 

        <version>1.0.0-SNAPSHOT</version> 

        <type>ejb</type>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在 pom.xml 中定义用于打包 ear 包的 maven 插件。如下： 

依赖 

ear-plagin 

<build> 

    <plugins> 

        <plugin>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ear-plugin</artifactId> 

            <version>2.5</version> 

            <configuration> 

                <defaultLibBundleDir>lib</defaultLibBundleDir>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s> 

</build> 
  

 

4、构建整个项目或者分别构建 ear 模块直接依赖或者间接依赖的各个模块，最后构建 ear 模块。即可在 target

目录中生成相应的 ear 包。将此 ear 包放入应用服务器即可发布 EJB 接口。 

 

 

11. 附录 

11.1. 领域驱动设计 

11.1.1. 介绍 

11.1.1.1. 引言 

  软件系统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可谓历史悠久，20 世纪 70 年代的 Smalltalk 可以说是面向对象语言的经典，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这门语言视为面向对象语言的基础。随着编程语言和技术的发展，各种语言特性层出不穷，

面向对象是大部分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像 C++、Java、C#这样的静态语言，Ruby、Python 这样的动态语言

都是面向对象的语言。 

  但是面向对象语言并不是银弹，如果开发人员认为使用面向对象语言写出来的程度本身就是面向对象的，

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开发中，大量的业务逻辑堆积在一个巨型类中的例子屡见不鲜，代码的复用性和扩展性

无法得到保证。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领域驱动设计提出了清晰的分层架构和领域对象的概念，让面向对象的

分析和设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企业级软件开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主要介绍了领域驱动设计的基本概念、要素、特点，最后介绍了我们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领域驱动设

计实践。 

 

11.1.1.2. 什么是领域驱动设计（DDD） 

  2004 年著名建模专家 Eric Evans 发表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书籍:《Domain-Driven Design: Tackling 

Complexity in the Heart of Software》(中文译名：领域驱动设计：软件核心复杂性应对之道)，书中提出了领



域驱动设计(简称 DDD)的概念。 

  领域驱动设计事实上是针对 OOAD 的一个扩展和延伸，DDD 基于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技术，对技术架构

进行了分层规划，同时对每个类进行了策略和类型的划分。 

  领域模型是领域驱动的核心。采用 DDD 的设计思想，业务逻辑不再集中在几个大型的类上，而是由大量相

对小的领域对象(类)组成，这些类具备自己的状态和行为，每个类是相对完整的独立体，并与现实领域的业务对

象映射。领域模型就是由这样许多的细粒度的类组成。基于领域驱动的设计，保证了系统的可维护性、扩展性

和复用性，在处理复杂业务逻辑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 

 

11.1.1.3. 为什么引入领域驱动设计（DDD） 

传统设计的缺陷 

 贫血模型： 

Model 是只有 getter/setter 方法的贫血模型，仅仅成为一个数据载体，而业务方法分散在各个分层中。 

贫血模型导致软件难以扩展和维护，违背 OO 思想，重新回到面向过程的编程老路。开发效率不高。 

 面向数据库设计： 

不利于进行 OO 设计和分析，仍然是面向过程的拼装 

对象建模不准确，直接影响到对业务的正确把握和扩展 

数据库中建立了不少的存储过程和触发器来处理业务，依赖于某种数据库特定的功能和函数  

 业务信息化困境： 

IT 人员与业务人员之间沟通成本高昂 

业务逻辑分散，业务难以重用 

业务和具体框架耦合，难以适应未来变化  

 

 

11.1.1.4. 领域通用语言 

 领域驱动设计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使用一种基于模型的语言。因为模型是软件满足领域的共同点，它很适

合作为这种通用语言的构造基础。使用模型作为语言的核心骨架，要求团队在进行所有的交流是都使用一致的

语言，在代码中也是这样。在共享知识和推敲模型时，团队会使用演讲、文字和图形。这儿需要确保团队使用

的语言在所有的交流形式中看上去都是一致的，这种语言被称为“通用语言（Ubiquitous Language）”。通用

语言应该在建模过程中广泛尝试以推动软件专家和领域专家之间的沟通，从而发现要在模型中使用的主要的领

域概念。 

 

11.1.1.5. 将领域模型转换为代码实现的最佳选择 

 拥有一个看上去正确的模型不代表模型能被直接转换成代码，也或者它的实现可能会违背某些我们所不建

议的软件设计原则。我们该如何实现从模型到代码的转换，并让代码具有可扩展性、可维护性，高性能等指标

呢？另外，如实反映领域的模型可能会导致对象持久化的一系列问题，或者导致不可接受的性能问题。那么我

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紧密关联领域建模和设计，紧密将领域模型和软件编码实现捆绑在一起，模型在构建时就考虑到

软件和设计。开发人员会被加入到建模的过程中来。主要的想法是选择一个能够恰当在软件中表现的模型，这

样设计过程会很顺畅并且基于模型。代码和其下的模型紧密关联会让代码更有意义并与模型更相关。有了开发

人员的参与就会有反馈。它能保证模型被实现成软件。如果其中某处有错误，会在早期就被标识出来，问题也



会容易修正。写代码的人会很好地了解模型，会感觉自己有责任保持它的完整性。他们会意识到对代码的一个

变更其实就隐含着对模型的变更，另外，如果哪里的代码不能表现原始模型的话，他们会重构代码。如果分析

人员从实现过程中分离出去，他会不再关心开发过程中引入的局限性。最终结果是模型不再实用。任何技术人

员想对模型做出贡献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来接触代码，无论他在项目中担负的是什么主要角色。任何一个负责修

改代码的人都必须学会用代码表现模型。每位开发人员都必须参与到一定级别的领域讨论中并和领域专家联络。 

 

11.1.1.6. 领域建模时思考问题的角度 

 “用户需求”不能等同于“用户”，捕捉“用户心中的模型”也不能等同于“以用户为核心设计领域模型”。

《老子》书中有个观点：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这里，有之利，即建立领域模型；无之用，即包容用户

需求。举些例子，一个杯子要装满一杯水，我们在制作杯子时，制作的是空杯子，即要把水倒出来，之后才能

装下水；再比如，一座房子要住人，我们在建造房子时，建造的房子是空的，唯有空的才能容纳人的居住。因

此，建立领域模型时也要将用户置于模型之外，这样才能包容用户的需求。 

 所以，我的理解是： 

 我们设计领域模型时不能以用户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去思考问题，不能老是想着用户会对系统做什么；而应

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根据用户需求挖掘出领域内的相关事物，思考这些事物的本质关联及其变化规律作为出

发点去思考问题。 

 领域模型是排除了人之外的客观世界模型，但是领域模型包含人所扮演的参与者角色，但是一般情况下不

要让参与者角色在领域模型中占据主要位置，如果以人所扮演的参与者角色在领域模型中占据主要位置，那么

各个系统的领域模型将变得没有差别，因为软件系统就是一个人机交互的系统，都是以人为主的活动记录或跟

踪；比如：论坛中如果以人为主导，那么领域模型就是：人发帖，人回帖，人结贴，等等；DDD 的例子中，如

果是以人为中心的话，就变成了：托运人托运货物，收货人收货物，付款人付款，等等；因此，当我们谈及领

域模型时，已经默认把人的因素排除开了，因为领域只有对人来说才有意义，人是在领域范围之外的，如果人

也划入领域，领域模型将很难保持客观性。领域模型是与谁用和怎样用是无关的客观模型。归纳起来说就是，

领域建模是建立虚拟模型让我们现实的人使用，而不是建立虚拟空间，去模仿现实。 

 以 Eric Evans（DDD 之父）在他的书中的一个货物运输系统为例子简单说明一下。在经过一些用户需求讨

论之后，在用户需求相对明朗之后，Eric 这样描述领域模型： 

 一个 Cargo（货物）涉及多个 Customer（客户，如托运人、收货人、付款人），每个 Customer 承担不同

的角色； 

 Cargo 的运送目标已指定，即 Cargo 有一个运送目标； 

 由一系列满足 Specification（规格）的 Carrier Movement（运输动作）来完成运输目标；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完全没有从用户的角度去描述领域模型，而是以领域内的相关事物为出发点，

考虑这些事物的本质关联及其变化规律的。上述这段描述完全以货物为中心，把客户看成是货物在某个场景中

可能会涉及到的关联角色，如货物会涉及到托运人、收货人、付款人；货物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货物会经过一

系列列的运输动作到达目的地；其实，我觉得以用户为中心来思考领域模型的思维只是停留在需求的表面，而

没有挖掘出真正的需求的本质；我们在做领域建模时需要努力挖掘用户需求的本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用户需

求； 

 关于用户、参与者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试想两个人共同玩足球游戏，操作者（用户）是驱动者，它驱使足球比赛领域中，各个“人”（参与者）的

活动。这里立下一个假设，假设操作者 A 操作某一队员 a，而队员 a 拥有着某人 B 的信息，那么有以下说法，a

是 B 的镜像，a 是领域参与者，A 是驱动者。 

 



11.1.1.7. 如果不使用 DDD？ 

 面对复杂的业务场景和需求，如果没有建立和实现领域模型，会导致应用架构出现胖服务层和贫血的领域

模型，在这样的架构中，Service 层开始积聚越来越多的业务逻辑，领域对象则成为只有 getter 和 setter 方法

的数据载体。这种做法还会导致领域特定业务逻辑和规则散布于多个的 Service 类中，有些情况下还会出现重

复的逻辑。我们曾经见过 5000 多行的 Service 类，上百个方法，代码基本上是不可读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贫血的领域模型没有成本效益。它们不会给公司带来超越其它公司的竞争优势，因为在

这种架构里要实现业务需求变更，开发并部署到生产环境中去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11.1.1.8. 领域模型是很重要的 

 领域驱动设计告诉我们，在通过软件实现一个业务系统时，建立一个领域模型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

领域模型具有以下特点： 

 领域模型是对具有某个边界的领域的一个抽象，反映了领域内用户业务需求的本质；领域模型是有边界的，

只反应了我们在领域内所关注的部分； 

 领域模型只反映业务，和任何技术实现无关；领域模型不仅能反映领域中的一些实体概念，如货物，书本，

应聘记录，地址，等；还能反映领域中的一些过程概念，如资金转账，等； 

 领域模型确保了我们的软件的业务逻辑都在一个模型中，都在一个地方；这样对提高软件的可维护性，业

务可理解性以及可重用性方面都有很好的帮助； 

 领域模型能够帮助开发人员相对平滑地将领域知识转化为软件构造； 

 领域模型贯穿软件分析、设计，以及开发的整个过程；领域专家、设计人员、开发人员通过领域模型进行

交流，彼此共享知识与信息；因为大家面向的都是同一个模型，所以可以防止需求走样，可以让软件设计

开发人员做出来的软件真正满足需求； 

 要建立正确的领域模型并不简单，需要领域专家、设计、开发人员积极沟通共同努力，然后才能使大家对

领域的认识不断深入，从而不断细化和完善领域模型； 

 为了让领域模型看的见，我们需要用一些方法来表示它；图是表达领域模型最常用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

表达方式，代码或文字描述也能表达领域模型； 

 领域模型是整个软件的核心，是软件中最有价值和最具竞争力的部分；设计足够精良且符合业务需求的领

域模型能够更快速的响应需求变化； 

 

11.1.2. 优势特点 

 领域驱动的核心应用场景就是解决复杂业务的设计问题，其特点与这一核心主题息息相关： 

1. 统一语言：项目中所有人统一交流语言，避免过多的技术化词语，比如 dao 等。 

2. 统一领域模型：业务专家与 IT 人员统一使用一种模型，没有数据库、数据表等专业软件技术的干扰。 

3. 专有的领域层：领域层除了业务以外，没有软件架构，框架等底层技术。 

4. 领域层代码即业务文档，是企业最核心的业务价值。 

5. 分层架构与职责划分：领域驱动设计很好的遵循了关注点分离的原则，提出了成熟、清晰的分层架构。同

时对领域对象进行了明确的策略和职责划分，让领域对象和现实世界中的业务形成良好的映射关系，为领

域专家与开发人员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6. 复用：在领域驱动设计中，领域对象是核心，每个领域对象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内聚的业务对象描述，所

以可以形成直接的复用。同时设计过程是基于领域对象而不是基于数据库的 Schema，所以整个设计也是

可以复用的。 



DDD 通常适用于具备复杂业务逻辑的软件系统，对软件的可维护性和扩展性要求比较高。不适用简单的增删改

查业务。 

 

 为什么面向对象比面向过程更能适应业务变化 

 对象将需求用类一个个隔开，就像用储物箱把东西一个个封装起来一样，需求变了，分几种情况，最严重

的是大变，那么每个储物箱都要打开改，这种方法就不见得有好处；但是这种情况发生概率比较小，大部分需

求变化都是局限在一两个储物箱中，那么我们只要打开这两个储物箱修改就可以，不会影响其他储物柜了。 

 而面向过程是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大储物箱中，修改某个部分以后，会引起其他部分不稳定，一个 BUG

修复，引发新的无数 BUG，最后程序员陷入焦头烂额，如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员工处理核危机一样，心力交瘁啊。 

 所以，我们不能粗粒度看需求变，认为需求变了，就是大范围变，万事万物都有边界，老子说，无欲观其

缴，什么事物都要观察其边界，虽然需求可以用“需求”这个名词表达，谈到需求变了，不都意味着最大边界

范围的变化，这样看问题容易走极端。 

 其实就是就地画圈圈——边界。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分老三段也是同样道理，各自职责明确，划分边界明确，

通过过渡句实现承上启下——接口。为什么组织需要分不同部门，同样是边界思维。画圈圈容易，但如何画才

难，所以 OO 中思维非常重要。 

 需求变化所引起的变化是有边界，若果变化的边界等于整个领域，那么已经是完全不同的项目了。要掌握

边界，是需要大量的领域知识的。否则，走进银行连业务职责都分不清的，如何画圈圈呢？ 

 面向过程是无边界一词的（就算有也只是最大的边界），它没有要求各自独立，它可以横跨边界进行调用，

这就是容易引起 BUG 的原因，引起 BUG 不一定是技术错误，更多的是逻辑错误。分别封装就是画圈圈了，所

有边界都以接口实现。不用改或者小改接口，都不会牵一发动全身。若果面向过程中考虑边界，那么也就已经

上升到 OO 思维，即使用的不是对象语言，但对象已经隐含其中。说白了，面向对象与面向过程最大区别就是：

分解。边界的分解。从需求到最后实现都贯穿。 

 面向对象的实质就是边界划分，封装，不但对需求变化能够量化，缩小影响面；因为边界划分也会限制出

错的影响范围，所以 OO 对软件后期 BUG 等出错也有好处。 

软 件世界永远都有 BUG,BUG 是清除不干净的，就像人类世界永远都存在不完美和阴暗面，问题关键是：上

帝用空间和时间的边界把人类世界痛苦灾难等不完美局限在一个范围内；而软件世界如果你不采取 OO 等方法

进行边界划分的话，一旦出错，追查起来情况会有多糟呢？ 

 软件世界其实类似人类现实世界，有时出问题了，探究原因一看，原来是两个看上去毫无联系的因素导致

的，古人只好经常求神拜佛，我们程序员在自己的软件上线运行时，大概心里也在求神拜佛别出大纰漏，如果

我们的软件采取 OO 封装，我们就会坦然些，肯定会出错，但是我们已经预先划定好边界，所以，不会产生严

重后果，甚至也不会出现难以追查的魔鬼 BUG。 

 

 DDD 与数据库设计区别 

1. 领域驱动设计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设计。 

2. 领域驱动设计主要基于现实业务中的模型，更加贴近真实业务。 

3. 领域驱动设计的产出品——领域对象（Domain Object）是一个“充血模型”，不但包含业务对象的属性，

也包含对象的业务方法和行为。 

4. 领域驱动设计并不关心数据库，而是与领域专家一起，采用统一的语言分析领域对象的属性，业务方法，

以及领域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为之建模。 

5. 领域驱动设计能够有效的减少沟通成本。 

 



11.1.3. 分层架构 

 DDD 是一种设计思想，它本身不绑定到任何一种具体的架构风格，可以应用在多种不同的架构风格中。本

文探讨在经典的分层架构中如何应用 DDD，以及在 DDD 的语境下，分层结构每一层的具体职责。 

 分层架构是企业应用开发中采用率非常高的一种架构风格。它将软件系统的不同职责划分到不同的逻辑层

中，并严格定义这些逻辑层的调用顺序。 

 在《领域驱动设计——软件核心复杂性的应对之道》一书中，DDD 范式的创始人 Evans 提出下图所示的

这样一种分层架构： 

 

 
 整个系统划分为基础设施层（Infrastructure）、领域层（Domain）、应用层（Application）和用户接口层

（User Interface，也称为表示层）。下面从各个维度分别讨论之。 

 

11.1.3.1. 领域层（Domain Layer） 

领域层实现业务逻辑。 

什么是业务逻辑？业务逻辑就是存在于问题域即业务领域中的实体、概念、规则和策略等，与软件实现无关，

主要包含下面的内容： 

 

 业务实体（领域对象）。例如银行储蓄领域中的账户、信用卡等等业务实体。 

 业务规则。例如借记卡取款数额不得超过账户余额，信用卡支付不得超过授信金额，转账时转出账户余额

减少的数量等于转入账户余额增加的数量，取款、存款和转账必须留下记录，等等。 

 业务策略。例如机票预订的超订策略（卖出的票的数量稍微超过航班座位的数量，以防有些旅客临时取消

登机导致座位空置）等。 

 完整性约束。例如账户的账号不得为空，借记卡余额不得为负数等等。本质上，完整性约束是业务规则的

一部分。 

 业务流程。例如，“在线订购”是一个业务流程，它包括“用户登录-选择商品-结算-下订单-付款-确认收货”

这一系列流程。 

 

对领域层的进一步说明如下： 

 

 领域层映射到领域模型，是问题域的领域模型在软件中的反映。 



 包含实体、值对象和领域服务等领域对象，通常这些领域对象和问题域中的概念实体一一对应，具有相同

或相似的属性和行为。 

 在实体、值对象和领域服务等领域对象的方法中封装实现业务规则和保证完整性约束（这一点是与 CRUD

模式相比最明显的差别，CRUD 中的领域对象没有行为）。 

 领域对象在实现业务逻辑上具备坚不可摧的完整性，意味着不管外界代码如何操作，都不可能创建不合法

的领域对象（例如没有账户号码或余额为负数的借记卡对象），亦不可能打破任何业务规则（例如在多次转

账之后，钱凭空丢失或凭空产生）。 

 领域对象的功能是高度内聚的，具有单一的职责，任何不涉及业务逻辑的复杂的组合操作都不在领域层而

在应用层中实现。 

 领域层中的全部领域对象的总和在功能上是完备的，意味着系统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由领域层中的领域对象

组合实现。 

 

11.1.3.2. 应用层（Application Layer） 

应用层定义系统功能，并指挥领域层中的领域对象实现这些功能。 

应用层是整个系统的功能外观，封装了领域层的复杂性并隐藏了其内部实现机制。 

 应用层映射到系统用例模型，是系统用例模型在软件中的反映。 

 应用层接口描述了系统的全部功能，意味着系统用例模型中的所有用例都可以在应用层接口中找到对应的

方法。 

 应用层实现类不实现业务逻辑，它通过排列组合领域层的领域对象来实现用例，它的职责可表示为“编排

和转发”，即将它要实现的功能委托给一个或多个领域对象来实现，它本身只负责安排工作顺序和拼装操作

结果。 

 

11.1.3.3. 基础设施层（Infrastructure Layer） 

基础设施层为其余各层提供技术支持。 

基础设施层是系统中的技术密集部分。它为领域层、应用层的业务服务（例如持久化、消息通信等等）提供具

体的技术支持，用户接口层通常使用特定的表示层框架（例如 SpringMVC、Struts 或 Tapestry）实现，但有

需要时也可以申请技术设施层提供专门的技术支持。 

一些例子： 

 领域层需要持久化服务，在 DDD 中，领域层通过仓储（Repository）接口定义持久化需求，基础设施层

通过采用 JDBC、JPA、Hibernate、NoSQL 等技术之一实现领域层的仓储接口，为领域层提供持久化服务。 

 领域层需要消息通知服务，在领域层中定义了一个 NotificationService 领域服务接口，基础设施层通过采

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Jabber 等技术实现 NotificationService 领域服务接口，为领域层提供消息通知

服务。 

 用户接口层需要一个对象序列化服务，将任何 JavaBean 序列化为 JSON 字符串，可以在用户接口层定义

一个 ObjectSerializer 服务接口，基础设施层通过采用 Gson 实现这一接口，为用户接口层提供对象序列

化服务。 

 

以上例子都是满足依赖倒置原则，通过控制反转的方式为高层模块提供低层服务，在实践中，可以通过 Spring

等 IoC 容器将基础设施层的实现类实例进行依赖注入。 

 

基础设施层的典型实现形式是提供一个一个的类，这些类使用某些专有的技术实现其余各层（主要是领域层）



定义的接口，例如提供一个领域层的仓储接口的实现类，使用 Hibernate 实现持久化，以及提供领域层的通知

接口的实现类，使用 ActiveMQ 广播领域层中发生的事件，等等。 

 

基础设施层也被称为数据源层或数据访问层。这些名称的一个缺点是给读者一个强烈的暗示：基础设施层只负

责数据库访问。虽然数据库访问是基础设施层的职责之一，但基础设施层的负责范围比单纯数据库访问宽广的

多，它实现了系统的全部技术性需求，例如上面例子中的通知服务和对象序列化服务，等等。 

 

11.1.3.4. 用户接口层（User Interface） 

用户接口层为外部用户访问底层系统提供访问界面和数据表示。 

用户接口层在底层系统之上封装了一层可访问外壳，为特定类型的外部用户（人或计算机程序）访问底层系统

提供访问入口，并将底层系统的状态数据以该类型客户需要的形式呈现给它们。 

 

用户接口层有两个任务：（1）从用户处接收命令操作，改变底层系统状态；（2）从用户处接收查询操作，将底

层系统状态以合适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说明： 

 典型的用户是人类用户，但是也可能是别的计算机系统。例如如果 ERP 系统要访问我们的系统获取信息，

它也是一种用户。 

 不同类型的用户需要不同形式的用户接口，例如为人类用户提供 Web 界面和手机 App，为 ERP 软件用户

提供 REST 服务接口。 

 不同类型的用户需要不同形式的数据表示，包括表现形式的不同（XML、JSON、HTML）和内容的不同（例

如手机 App 中呈现的数据内容往往比 Web 页面中呈现的少）。 

 用户接口层对应用层进行封装，用户接口层的操作与应用层上定义的操作通常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用户接

口层从外部用户处接受输入，转换成应用层方法的参数形式，调用应用层方法将任务交由底层系统执行，

并将返回结果转换成合适的形式返回给外部用户。 

 用户界面层的典型任务是下面三个：校验——校验外部客户输入的数据是否合法；转换——将外部客户的

输入转换成对底层系统的方法调用参数，以及将底层系统的调用结果转换成外部客户需要的形式；转发—

—将外部客户的请求转发给底层系统。 

用户接口层也被称为用户界面层或表示层。 

 

有时候，为了某些需要，我们可以从用户接口层中分离出一个亚层，可命名为门面层（Facade）。位于真正的用

户接口层和应用层之间。 

 

11.1.3.5. 门面层（Facade Layer） 

门面层隔离前台和后台系统，定义特定于用户接口层的数据结构，从后台获取数据内容并转化为用户接口层的

数据形式。 

从用户接口层中分离出专门的门面层，具有下面的优势： 

 

 使得用户接口层能够独立于后台系统，与后台系统并行开发。 

用户接口层通过门面层接口与应用层和领域层解耦，意味着用户接口层可以独立开发，不必等待后台系统的完



成，亦不受后台系统重构的影响，在需求调研阶段系统原型出来并得到用户确认之后，就可以开始用户接口层

的开发了。可以根据界面原型定义用户接口层需要的数据结构，该数据结构与底层数据结构解耦，不需要知道

底层数据类型和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将底层数据和界面数据连接起来并相互转换是门面层实现类的职责，这

方面工作可以等待前后台系统分别完成之后进行。 

 

 使得分布式部署成为可能。 

如果没有门面层的隔离，用户接口层只能直接使用领域层的领域对象作为自己的数据展现结构。这样我们就不

能将系统进行分布式部署，将用户接口层和后台系统（领域层、应用层等）分别部署到不同的服务器上。因为

在 JPA 和 Hibernate 等技术实现中，领域实体绑定到当前服务器的持久化上下文中，必须脱管之后才能够跨越

JVM 进行传输。更大的问题是事务问题，事务要跨越服务器的边界，复杂性增加，性能严重下降。门面层的存

在使得实体和事务都限制在后台系统，不需要扩展到前台服务器。 

 

 避免 Hibernate 中“会话已关闭”的问题，消除成本巨大的“Open Session in View”模式的需要。 

在采用 JPA 或 Hibernate 作为持久化手段的系统中存在臭名昭著的“会话已关闭”问题，对付这一问题的主要

手段是 Open Session in View 这一存在潜在性能问题的方案。如果不采用门面层隔离后台数据结构，在前端展

现数据需要访问实体的延迟初始化属性时就会遇到“会话已关闭”问题，而采用 Open Session in View 模式处

理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事务不是在后端完成而是扩展到前端用户接口层，在大访问量的网站上会遭遇严重的性能

问题并降低吞吐量。采用门面模式的话，有关联关系的数据在后台拼装完毕再一次性返回给前端，事务局限在

后端范围，不再有“会话已关闭”和性能问题。 

 

门面层说明： 

 门面层特定于用户接口层，由用户接口层定义和控制（包括操作和数据的形式和内容），这意味着需要为不

同类型的用户接口层开发专门的门面层。 

 查询结果通常以数据传输对象（DTO）的形式表示。DTO 的结构由用户接口层而不是后端决定，代表前端

需要的数据形式，与底层数据结构脱耦。 

 通过门面层实现类访问后端的应用层。实现类将后端数据拼装为 DTO 并返回给前端，它可以将数据装配职

责委托给专门的 Assembler 工具类去执行。 

 在分布式系统中，可以在前端和后端分别部署门面层。前后端的门面层接口相同，但后端的门面层实现类

负责数据装配和发布，前端的门面层实现类负责通过某种通信机制（Web Service 等）与后端门面层通讯，

获取后者装配好的数据。传输过程中 DTO 可能序列化为 JSON 或 XML 等形式。 

 

11.1.4. 构造块 

 

总览图 



 
 

11.1.4.1. 关联 
关联本身不是一个模式，但它在领域建模的过程中非常重要，所以需要在探讨各种模式之前，先讨论一下对象之间的关联

该如何设计。我觉得对象的关联的设计可以遵循如下的一些原则： 

 

关联尽量少，对象之间的复杂的关联容易形成对象的关系网，这样对于我们理解和维护单个对象很不利，同时也很难划分

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边界；另外，同时减少关联有助于简化对象之间的遍历； 

对多的关联也许在业务上是很自然的，通常我们会用一个集合来表示 1 对多的关系。但我们往往也需要考虑到性能问题，

尤其是当集合内元素非常多的时候，此时往往需要通过单独查询来获取关联的集合信息； 

关联尽量保持单向的关联； 

在建立关联时，我们需要深入去挖掘是否存在关联的限制条件，如果存在，那么最好把这个限制条件加到这个关联上；往

往这样的限制条件能将关联化繁为简，即可以将多对多简化为 1 对多，或将 1 对多简化为 1 对 1； 

 

 

11.1.4.2. 实体（Entity） 

实体:具备唯一 ID，能够被持久化，具备业务逻辑，对应现实世界业务对象 。 

 因为我们有时需要区分是哪个实体。有两个实体，如果唯一标识不一样，那么即便实体的其他所有属性都一样，我们

也认为他们两个不同的实体；因为实体有生命周期，实体从被创建后可能会被持久化到数据库，然后某个时候又会被取出

来。所以，如果我们不为实体定义一种可以唯一区分的标识，那我们就无法区分到底是这个实体还是哪个实体。 

另外，不应该给实体定义太多的属性或行为，而应该寻找关联，发现其他一些实体或值对象，将属性或行为转移到其他关

联的实体或值对象上。比如 Customer 实体，他有一些地址信息，由于地址信息是一个完整的有业务含义的概念，所以，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Address 对象，然后把 Customer 的地址相关的信息转移到 Address 对象上。如果没有 Address 对象，

而把这些地址信息直接放在Customer对象上，并且如果对于一些其他的类似Address的信息也都直接放在Customer上，

会导致 Customer 对象很混乱，结构不清晰，最终导致它难以维护和理解； 

 

11.1.4.3. 值对象（Value Object） 

值对象：不具有唯一 ID，由对象的属性描述，一般为内存中的临时对象，可以用来传递参数或对实体进行补充

描述 

 在领域中，并不是没一个事物都必须有一个唯一标识，也就是说我们不关心对象是哪个，而只关心对象是什么。就以

上面的地址对象 Address 为例，如果有两个 Customer 的地址信息是一样的，我们就会认为这两个 Customer 的地址是同

一个。也就是说只要地址信息一样，我们就认为是同一个地址。用程序的方式来表达就是，如果两个对象的所有的属性的

值都相同我们会认为它们是同一个对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对象设计为值对象。因此，值对象没有唯一标识，这

是它和实体的最大不同。另外值对象在判断是否是同一个对象时是通过它们的所有属性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认为是同一

个值对象；而我们在区分是否是同一个实体时，只看实体的唯一标识是否相同，而不管实体的属性是否相同；值对象另外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不可变，即所有属性都是只读的。因为属性是只读的，所以可以被安全的共享；当共享值对象时，一般

有复制和共享两种做法，具体采用哪种做法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另外，我们应该给值对象设计的尽量简单，不要让它

引用很多其他的对象，因为他只是一个值，就像 int a = 3;那么”3”就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值，而值对象其实也

可以和这里的”3”一样理解，也是一个值，只不过是用对象来表示。所以，当我们在 C#语言中比较两个值对象是否相等

时，会重写 GetHashCode 和 Equals 这两个方法，目的就是为了比较对象的值；值对象虽然是只读的，但是可以被整个替

换掉。就像你把 a 的值修改为”4”(a = 4;)一样，直接把”3”这个值替换为”4”了。值对象也是一样，当你要修改

Customer 的 Address 对象引用时，不是通过 Customer.Address.Street 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因为值对象是只读的，它是

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可以这样做：Customer.Address = new Address(…); 

 

 

 

11.1.4.4. 领域服务（Domain Service） 

领域服务：为上层建筑提供可操作的接口，负责对领域对象进行调度和封装，同时可以对外提供各种形式的服

务 

 领域中的一些概念不太适合建模为对象，即归类到实体对象或值对象，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一些操作，一

些动作，而不是事物。这些操作或动作往往会涉及到多个领域对象，并且需要协调这些领域对象共同完成这个

操作或动作。如果强行将这些操作职责分配给任何一个对象，则被分配的对象就是承担一些不该承担的职责，

从而会导致对象的职责不明确很混乱。但是基于类的面向对象语言规定任何属性或行为都必须放在对象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模式来表示这种跨多个对象的操作，DDD 认为服务是一个很自然的范式用来对应这

种跨多个对象的操作，所以就有了领域服务这个模式。和领域对象不同，领域服务是以动词开头来命名的，比

如资金转帐服务可以命名为 MoneyTransferService。当然，你也可以把服务理解为一个对象，但这和一般意义

上的对象有些区别。因为一般的领域对象都是有状态和行为的，而领域服务没有状态只有行为。需要强调的是

领域服务是无状态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协调领域对象共完成某个操作，所有的状态还是都保存在相应的领域

对象中。我觉得模型（实体）与服务（场景）是对领域的一种划分，模型关注领域的个体行为，场景关注领域

的群体行为，模型关注领域的静态结构，场景关注领域的动态功能。这也符合了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有动

有静，有独立有协作。 

 领域服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避免领域逻辑泄露到应用层。因为如果没有领域服务，那么应用

层会直接调用领域对象完成本该是属于领域服务该做的操作，这样一来，领域层可能会把一部分领域知识泄露

到应用层。因为应用层需要了解每个领域对象的业务功能，具有哪些信息，以及它可能会与哪些其他领域对象



交互，怎么交互等一系列领域知识。因此，引入领域服务可以有效的防治领域层的逻辑泄露到应用层。对于应

用层来说，从可理解的角度来讲，通过调用领域服务提供的简单易懂但意义明确的接口肯定也要比直接操纵领

域对象容易的多。这里似乎也看到了领域服务具有 Façade 的功能。 

 说到领域服务，还需要提一下软件中一般有三种服务：应用层服务、领域服务、基础服务。 

 

11.1.4.5. 聚合及聚合根（Aggregate，Aggregate Root） 

聚合，它通过定义对象之间清晰的所属关系和边界来实现领域模型的内聚，并避免了错综复杂的难以维护的对

象关系网的形成。聚合定义了一组具有内聚关系的相关对象的集合，我们把聚合看作是一个修改数据的单元。 

 

 特点： 

1. 每个聚合有一个根和一个边界，边界定义了一个聚合内部有哪些实体或值对象，根是聚合内的某个实体； 

2. 聚合内部的对象之间可以相互引用，但是聚合外部如果要访问聚合内部的对象时，必须通过聚合根开始导

航，绝对不能绕过聚合根直接访问聚合内的对象，也就是说聚合根是外部可以保持 对它的引用的唯一元素； 

3. 聚合内除根以外的其他实体的唯一标识都是本地标识，也就是只要在聚合内部保持唯一即可，因为它们总

是从属于这个聚合的； 

 

 聚合根负责与外部其他对象打交道并维护自己内部的业务规则； 

1. 基于聚合的以上概念，我们可以推论出从数据库查询时的单元也是以聚合为一个单元，也就是说我们不能

直接查询聚合内部的某个非根的对象； 

2. 聚合内部的对象可以保持对其他聚合根的引用； 

3. 删除一个聚合根时必须同时删除该聚合内的所有相关对象，因为他们都同属于一个聚合，是一个完整的概

念； 

关于如何识别聚合以及聚合根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业务的角度深入思考，然后慢慢分析出有哪些对象是： 

1. 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即它是不依赖于其他对象的存在它才有意义的； 

2. 可以被独立访问的，还是必须通过某个其他对象导航得到的； 

 

 如何识别聚合？ 

 我觉得这个需要从业务的角度深入分析哪些对象它们的关系是内聚的，即我们会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整体来

考虑的；然后这些对象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聚合内。所谓关系是内聚的，是指这些对象之间必须保持一

个固定规则，固定规则是指在数据变化时必须保持不变的一致性规则。当我们在修改一个聚合时，我们必须在

事务级别确保整个聚合内的所有对象满足这个固定规则。作为一条建议，聚合尽量不要太大，否则即便能够做

到在事务级别保持聚合的业务规则完整性，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性能问题。有分析报告显示，通常在大部分领

域模型中，有 70%的聚合通常只有一个实体，即聚合根，该实体内部没有包含其他实体，只包含一些值对象；

另外 30%的聚合中，基本上也只包含两到三个实体。这意味着大部分的聚合都只是一个实体，该实体同时也是

聚合根。 

 

 如何识别聚合根？ 

如果一个聚合只有一个实体，那么这个实体就是聚合根；如果有多个实体，那么我们可以思考聚合内哪个对象

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并且可以和外部直接进行交互。 

 



11.1.4.6. 工厂（Factory） 

工厂：主要用来创建实体，目前架构实践中一般采用 IOC 容器来实现工厂的功能 

DDD 中的工厂也是一种体现封装思想的模式。DDD 中引入工厂模式的原因是：有时创建一个领域对象是一件

比较复杂的事情，不仅仅是简单的 new 操作。正如对象封装了内部实现一样（我们无需知道对象的内部实现就

可以使用对象的行为），工厂则是用来封装创建一个复杂对象尤其是聚合时所需的知识，工厂的作用是将创建对

象的细节隐藏起来。客户传递给工厂一些简单的参数，然后工厂可以在内部创建出一个复杂的领域对象然后返

回给客户。领域模型中其他元素都不适合做这个事情，所以需要引入这个新的模式，工厂。工厂在创建一个复

杂的领域对象时，通常会知道该满足什么业务规则（它知道先怎样实例化一个对象，然后在对这个对象做哪些

初始化操作，这些知识就是创建对象的细节），如果传递进来的参数符合创建对象的业务规则，则可以顺利创建

相应的对象；但是如果由于参数无效等原因不能创建出期望的对象时，应该抛出一个异常，以确保不会创建出

一个错误的对象。当然我们也并不总是需要通过工厂来创建对象，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领域对象的创建都不会

太复杂，所以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使用构造函数创建对象就可以了。隐藏创建对象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可

以不会让领域层的业务逻辑泄露到应用层，同时也减轻了应用层的负担，它只需要简单的调用领域工厂创建出

期望的对象即可。 

 

11.1.4.7. 仓储（Repository） 
1. 仓储被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基于这个原因：领域模型中的对象自从被创建出来后不会一直留在内存中活动的，当它不活动

时会被持久化到数据库中，然后当需要的时候我们会重建该对象；重建对象就是根据数据库中已存储的对象的状态重新创

建对象的过程；所以，可见重建对象是一个和数据库打交道的过程。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经常会像集合一样从某

个类似集合的地方根据某个条件获取一个或一些对象，往集合中添加对象或移除对象。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提供一种机制，

可以提供类似集合的接口来帮助我们管理对象。仓储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被设计出来的； 

2. 仓储里面存放的对象一定是聚合，原因是之前提到的领域模型中是以聚合的概念去划分边界的；聚合是我们更新对象的

一个边界，事实上我们把整个聚合看成是一个整体概念，要么一起被取出来，要么一起被删除。我们永远不会单独对某个

聚合内的子对象进行单独查询或做更新操作。因此，我们只对聚合设计仓储。 

3. 仓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分为仓储定义部分和仓储实现部分，在领域模型中我们定义仓储的接口，而在基础设施层

实现具体的仓储。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仓储背后的实现都是在和数据库打交道，但是我们又不希望客户（如应用层）把

重点放在如何从数据库获取数据的问题上，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客户（应用层）代码很混乱，很可能会因此而忽略了领域模

型的存在。所以我们需要提供一个简单明了的接口，供客户使用，确保客户能以最简单的方式获取领域对象，从而可以让

它专心的不会被什么数据访问代码打扰的情况下协调领域对象完成业务逻辑。这种通过接口来隔离封装变化的做法其实很

常见。由于客户面对的是抽象的接口并不是具体的实现，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替换仓储的真实实现，这很有助于我们做单元

测试。 

4. 尽管仓储可以像集合一样在内存中管理对象，但是仓储一般不负责事务处理。一般事务处理会交给一个叫“工作单元

（Unit Of Work）”的东西。关于工作单元的详细信息我在下面的讨论中会讲到。 

5. 另外，仓储在设计查询接口时，可能还会用到规格模式（Specification Pattern），我见过的最厉害的规格模式应该就是

LINQ 以及 DLINQ 查询了。一般我们会根据项目中查询的灵活度要求来选择适合的仓储查询接口设计。通常情况下只需要

定义简单明了的具有固定查询参数的查询接口就可以了。只有是在查询条件是动态指定的情况下才可能需要用到

Specification 等模式。 

 

11.1.5. 实践 

11.1.5.1. 综合说明 

 在四层架构中，领域层和应用层纯粹表达业务意图和机制，不包含任何技术逻辑；而基础设施层和用户接

口层纯粹提供技术实现，不包含任何业务逻辑。在业务和技术之间存在清晰的关注点分离。 



 应用层定义系统的全部业务功能，领域层具体实现这些功能。领域层“动于内”，应用层“形诸外”。 

 应用层和领域层合在一起代表了整个业务系统，具备概念上的完整性（包含了全部领域概念，实现了全部

的业务行为），但不具备实现上的完整性（没有基础设施层的技术支持，系统不具备可运行性；没有用户接

口层支持，系统不具备可访问性）。 

 所有业务逻辑都在领域层实现，业务逻辑泄漏到应用层是一个错误，泄露到基础设施层或用户接口层是严

重错误（在用户接口层中实现业务逻辑是采用 CRUD 模式的常犯的典型错误）。 

 领域层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如果需要技术支持，则在领域层中定义一个表达业务意图的领域服务接口，交

由基础设施层采用各种具体技术去实现这一接口。保证领域层（和应用层）不被各种具体技术污染是逻辑

分层的第一要务。 

 判断业务层（领域层和应用层）是否被具体技术污染一个方便的方式是检查它们是否有对具体技术框架（例

如 Spring 和 Hibernate）的编译时依赖。业务层代码应该只依赖于 JDK（java.*）、Java 规范（javax.*），

以及一些被广泛使用的类库如 commons-lang、Guava、SLF4J、JodaTime 等，这些类库本质上可视为对

JDK 的补充，不是一种具体技术框架。 

 应用层和门面层的区别：应用层属于后端，门面层属于前端。应用层方法的参数和返回值可以包含领域对

象，门面层方法的参数通常是字符串和数字等简单值，返回值是简单值或 DTO。以转账操作为例子，应用

层中的方法签名是这样的：void transferFund(Account from, Account to, Money amount, Date 

transferTime)，门面层中的方法签名是这样的：void transferFund(String fromAccountNumber, String 

toAccountNumber, BigDecimal amount, String currency, Date transferTime)。在门面层的实现类中，

负责根据账户号码从仓储中获取 Account 对象，将 amount 和 currency 拼装成 Money 对象，然后以这

些对象和 transferTime 为参数访问应用层中的相应方法。 

 领域层中的领域对象具有领域通用性或行业通用性，意味着可以在基本相同的领域层上建立不同的应用层

（就像三极管、二极管、电容、电阻等在电子工业领域具有通用性，可以用来组装收音机、录音机、电视

机等不同应用），应用层是应用特定或客户特定的，只为特定的应用或客户定制。相比应用层，领域层对象

具备高度的可重用性。例如一套完备的用户管理领域层模块可以被 OA、ERP、CRM、HRM、MES 等多个

应用重用。因为领域对象中封装了业务逻辑，这种重用是非常有价值的。 

 可以基于相同的应用层建立不同的用户接口层，例如 Web 页面，手机 App、BI 报表、RESTful Web Service

等等。 

 

11.1.5.2. 各层间的调用关系与依赖关系 

各层在运行时对象调用关系如下图所示： 



 
各层在编译时的类依赖关系如下图所示： 

http://static.oschina.net/uploads/space/2014/1010/162811_b5Lm_102877.jpg


 
图中 infrastructure 是基础设施层，domain 是领域层，application 是应用层，facade 和 facade-impl 是门

面层（前者是门面接口层，后者是门面实现层），webapp 是用户接口层（采用 web 形式）。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基础设施层和其他各层的编译时依赖关系和运行时调用关系是相反的：在运行时，其他各层中的对象调用

基础设施层中的对象实例，使用后者提供的服务；而在编译时，基础设施层中的类依赖于其他各层（主要

是领域层）中的类。这是通过运用面向对象原则中的依赖倒置原则达到的，在领域层中定义服务接口，而

http://static.oschina.net/uploads/space/2014/1010/161927_w7M8_102877.jpg


在基础设施层中实现领域层定义的接口。在运行时，通过 Spring 等 IoC 容器向领域层中服务接口的客户类

注入基础设施层中定义的实现类的实例。依赖倒置原则保证了领域层是主，基础设施层是仆。正如同建筑

工程建设中的甲方和乙方，虽然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乙方要完成的内容是由甲方指定和控

制的，是乙方依赖于甲方，而不是甲方依赖于乙方。 

 代表业务的层（领域层和应用层）不依赖于代表技术的层（基础设施层和用户接口层），代表技术的层依赖

于代表业务的层。这是天经地义的——业务提出需求，技术实现业务提出的需求。在保持业务层不变的前

提下，可以变更技术层，实现可替换性——例如原来的基础设施层采用 MyBatis 实现持久化，可以自由替

换为用 JPA 实现持久化；又例如原来的用户接口层基于 Swing，可以自由替换为 Web 界面——在两种情

况下，都不需要修改业务层。 

 领域层处于整个系统的核心位置，它在概念上不依赖于其他各层，其他各层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它。领域

层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引擎，直接实现业务目标，攸关业务正确性、可靠性、灵活性和扩展性。应该把最优

秀的人才和最大部分的精力放在领域建模和领域层开发上，这才是真正的“领域驱动设计”。 

 领域层应该是整个系统中最“胖”的一层，因为它实现了全部业务逻辑并且通过各种校验手段保证业务正

确性，其余各层相对都较“瘦”。如果你的代码中不是如此，你肯定走错了路。胖用户接口层是“以数据库

为中心的增删改查”模式的典型症状，胖应用层是事务脚本模式的典型症状。 

 通过定义门面接口（图中的 facade），前端和后端概念上互相独立，互不依赖，可以并行开发实现。等到

前后端系统都开发完毕，再开发门面实现（图中的 facade-impl），将前端和后端系统粘合起来，成为一体。

门面层接口的任务是“分”：将前台和后台在概念上分隔开来；门面层实现类的任务是“合”，将前台和后

台粘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完整系统。 

 

11.1.5.3. 设计领域模型的一般步骤 

1. 根据需求建立一个初步的领域模型，识别出一些明显的领域概念以及它们的关联，关联可以暂时没有方向

但需要有（1：1，1：N，M：N）这些关系；可以用文字精确的没有歧义的描述出每个领域概念的涵义以

及包含的主要信息； 

2. 分析主要的软件应用程序功能，识别出主要的应用层的类；这样有助于及早发现哪些是应用层的职责，哪

些是领域层的职责； 

3. 进一步分析领域模型，识别出哪些是实体，哪些是值对象，哪些是领域服务； 

4. 分析关联，通过对业务的更深入分析以及各种软件设计原则及性能方面的权衡，明确关联的方向或者去掉

一些不需要的关联； 

5. 找出聚合边界及聚合根，这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因为你在分析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很多模棱两可的难

以清晰判断的选择问题，所以，需要我们平时一些分析经验的积累才能找出正确的聚合根； 

6. 为聚合根配备仓储，一般情况下是为一个聚合分配一个仓储，此时只要设计好仓储的接口即可； 

7. 走查场景，确定我们设计的领域模型能够有效地解决业务需求； 

8. 考虑如何创建领域实体或值对象，是通过工厂还是直接通过构造函数； 

停下来重构模型。寻找模型中觉得有些疑问或者是蹩脚的地方，比如思考一些对象应该通过关联导航得到还是

应该从仓储获取？聚合设计的是否正确？考虑模型的性能怎样，等等； 

领域建模是一个不断重构，持续完善模型的过程，大家会在讨论中将变化的部分反映到模型中，从而是模型不

断细化并朝正确的方向走。领域建模是领域专家、设计人员、开发人员之间沟通交流的过程，是大家工作和思

考问题的基础。 

 

11.2. DDDLib 教程 



DDDLib 是一个领域驱动设计（Domain Driven Design，简称 DDD）类库，它的目的是： 

为基于 DDD 的开发范式提供基本的接口和抽象，实现一致性。 

支持业务代码和技术代码分离。使领域层代码纯粹表达业务概念和业务规则，将具体技术隔离出去。 

隔离业务代码对对 IoC 容器和持久化框架等等基础设施的依赖。可以自由切换 IoC 容器（Spring、Guice、

TapestryIoC 等）和持久化框架（JPA，Hibernate 等）的实现。 

减轻开发人员的工作负担，降低开发人员的“概念重量”。绝大多数开发人员只需要了解 dddlib-domain 模块，

而且只需要了解 dddlib-domain 中的几个类：Entity、EntityRepository、InstanceFactory 和四种查询对象。 

提供程序设计中经常用到的工具，例如 Excel 导入导出、系统配置、规则引擎封装，等等。 

 

11.2.1. 总体介绍 

11.2.1.1. 模块结构 

DDDLib 是一个多模块 Maven 项目，一共有十多个模块，可以粗略划分为核心模块、IoC 模块、持久化模块和

外围模块三大类。用户项目编码时需要直接依赖核心模块，在部署时选定一个 IoC 模块和一个持久化模块，如

果有必要时可以选用一些外围模块。对于项目中的大部分开发人员，都只需要了解核心模块 dddlib-domain，

甚至只是 dddlib-domain 中的少数的几个接口和类，所以可以大大降低“概念重量”。 

 

1.  核心模块 

dddlib-domain：整个 DDDLib 的核心。在用户项目中作为编译时依赖存在，就是说，用户项目在编码时要实

现、继承或使用 dddlib-domain 中的接口和类。 

 

2.  IoC 模块 

 dddlib-ioc-spring：实现对 Spring Ioc 容器的封装，为用户项目提供依赖注入能力。在用户项目中作为可

选的运行时依赖存在，用户项目在编码时不需要实现、继承或使用 dddlib-ioc-spring 中的接口和类。 

 dddlib-ioc-guice：实现 Google Guice IoC 容器的封装，为用户项目提供依赖注入能力。在用户项目中作

为可选的运行时依赖存在，用户项目在编码时不需要实现、继承或使用 dddlib-ioc-spring 中的接口和类。 

 dddlib-ioc-tapestry：实现 TapestryIoC 容器的封装，为用户项目提供依赖注入能力。在用户项目中作为

可选的运行时依赖存在，用户项目在编码时不需要实现、继承或使用 dddlib-ioc-tapestry 中的接口和类。 

 

3.  持久化模块 

 dddlib-persistence 是持久化模块。它包含下面三个子模块： 

 dddlib-persistence-jpa：使用 JPA 作为后端的持久化实现技术，为用户项目提供持久化能力。在用户项

目中作为可选的运行时依赖存在，用户项目在编码时不需要实现、继承或使用 dddlib-persistence-jpa 中

的接口和类。 

 dddlib-persistence-hibernate：使用 Hibernate 作为后端持久化技术，为用户项目提供持久化能力。在

用 户 项 目 中 作 为 可 选 的 运 行 时 依 赖 存 在 ， 用 户 项 目 在 编 码 时 不 需 要 实 现 、 继 承 或 使 用

dddlib-persistence-hibernate 中的接口和类。 

 dddlib-persistence-test：一个测试模块，为其余的持久化模块提供测试支持。 

下面的模块与持久化有关，但作为顶级的模块存在： 

dddlib-query-channel：查询通道模块，为分页查询提供扩展的功能。如果用户项目需要使用此功能，必须把

该模块添加为编译时依赖。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E6%A0%B8%E5%BF%83%E6%A8%A1%E5%9D%97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ioc%E6%A8%A1%E5%9D%97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E6%8C%81%E4%B9%85%E5%8C%96%E6%A8%A1%E5%9D%97


4.  外围模块 

 dddlib-utils：通用工具类模块。提供各种方便的工具类来操作 JavaBean、数组、集合、日期、日志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是断言类 Assert。可以使用 Assert 进行防御式编程，提高系统的健壮性和可靠性。本

模块为 dddlib-domain 所依赖，因此用户项目对该模块有编译时依赖。 

 dddlib-configuration：为从各种来源读取键值型配置信息提供统一的接口和实现类。目前提供了能够从

以下各种来源读取配置信息的实现类：文件系统文件、类路径文件、数据库、远程 url 等等。除了 URL 形

式的实现是只读的之外，其他实现都是可读写的，能够把修改后的配置数据写回其来源中。 

 dddlib-cache：缓存模块。为用户系统提供告诉缓存支持。目前采用 memcached 实现，将来将划分为一

个公共的 API 模块和几个实现模块，不同的实现模块采用不同的缓存技术实现，如 memcached、redis、

ehcache 等。 

 dddlib-datasource-monitor：数据源监控模块。可以监控数据源的运行状态。 

 dddlib-datasource-router：数据源路由模块。主要为 SaaS 应用服务，将不同的租户的数据库访问路由

到不同的服务器或数据库。本模块特别为 MySQL 进行了优化，除了实现数据库路由之外还实现了读写分

离。 

 dddlib-datasource-saas：新版本的 SaaS 数据源，将不同的租户的数据库访问路由到其专有的数据库。

可以采用多种路由策略（例如例如不同的租户的数据库拥有不同 ip、不同端口、不同的数据库名称、不同

的实例、不同的 jndi，等等）。支持各种各样的数据库服务器以及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连接池。 

 dddlib-db：为数据库访问提供专门的工具类，包括 BTM 事务管理器、DBUnit、MySQL 和 Oracle 数据

库管理器等等。本模块主要为数据库集成测试提供支持。 

 dddlib-excel：为读写 Excel 文件内容提供支持。采用 Apache POI 技术实现，支持.xls 和.xlsx 两种格式的

Excel 文件。 

 dddlib-i18n：为国际化和本地化提供支持。 

 dddlib-observer：在实体层面实现观察者模式实现。当一个实体发生某些事件时向注册的观察者实体发送

通知。 

 dddlib-rule-engine：为有状态和无状态规则服务提供接口和实现。实现是基于规则引擎规范 jsr94 的。 

 

11.2.1.2. 使用范例 

github 上的项目 hrm-demo 是一个使用 DDDLib 的范例项目。这个项目尚在开发中。 

 

11.2.2. DDDLib-Domain 

dddlib-domain 模块是 DDDLib 的核心模块。这是用户项目中所必须的唯一编译时 dddlib 依赖（由于

dddlib-domain 也依赖于 dddlib-utils，用户项目对 dddlib-utils 有传递性依赖）。IoC 模块和持久化模块只是

在集成时选择部署，用户项目不直接依赖于这些模块。 

 

11.2.2.1. 目标 

dddlib-domain 的主要目标是为基于领域驱动设计（Domain Driven Design, 简称 DDD）范式的开发提供支

持。在分层企业应用架构（表示层、应用层、领域层、基础设施层，其中应用层和领域层往往合称业务逻辑层）

中，dddlib-domain 直接为领域层服务，为领域对象提供统一的接口和基类，并通过依赖倒置（DI）的方式隔

离领域层对基础设施层的 IoC 容器和持久化技术的依赖。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E5%A4%96%E5%9B%B4%E6%A8%A1%E5%9D%97
https://github.com/dayatang/hrm-demo


11.2.2.2. API 概述 

dddlib-domain 的主要 API 集中在 org.dayatang.domain 包中，大概可分为五部分： 

1. 实体和值对象 

实体相关的接口和基类包括： 

 Domain 接口：代表 DDD 中的“实体”概念，等价于 JPA 中的 Entity。实体是领域模型中的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对应到业务领域中的业务实体，例如员工、机构、岗位、账户、商品、财产，等等。所有的实体

都必须实现 Entity 接口。同一种类型的实体通过唯一性的 id 属性相互区分。 

 BaseEntity 抽象类：BaseEntity 为实体类提供一个抽象基类，它提供了持久化的能力，使得实体能够通过

仓储（EntityRepository）接口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AbstractEntity 抽象类：AbstractEntity 抽象类继承 BaseEntity 抽象类，为实体类提供一个更具体的、功

能更多的基类。具体而言，它将 id 属性的数据类型限定为 Long 类型，提供 version 属性以支持持久化框

架进行乐观锁并发控制，并提供了将自身保存到仓储，从仓储中删除自身的实例方法，以及根据 id 获取实

体、查找本实体类型的所有实例、根据一个或多个属性查找实体等等静态方法。 

 ValueObject 接口：代表 DDD 中的“值对象”概念，等价于 JPA 中的 Embeddable。值对象于实体的根

本区别是：实体具有自己的标识（ID），可以独立存在，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周期；而值对象没有自己的标识，

不能独立存在，它是实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生命周期依附于其所属的实体。 

 之所以区分 BaseEntity 和 AbstractEntity 两个实体基类，是为了满足软件开发中的两种不同的需求。如果

严格遵循 DDD 的范式，那么只有聚合根实体才能够更改聚合内的实体的持久化状态，并不是每一个实体都能够

自由 save()和 remove()自身的，否则可能打破聚合的规则不变性。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实体类都从 BaseEntity

继承，由开发者精细定义实体类的持久化行为。 

 同时为了方便起见，也有很多开发者愿意在实体基类上实现很多公共行为，以最小化具体实体子类需要编

写的方法接口的数量。他们或者没有聚合的概念，或者不忌讳打破聚合业务规则不变性。这种情况下，让实体

类从 AbstractEntity 继承是个好的起点。 

 

2. 持久化 

 EntityRepository：这是持久化的核心接口，代表 DDD 中的“仓储”概念。实体以及从属于实体的值对象

通过仓储接口持久化到仓储（一般是数据库）里面，通过仓储接口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查找实体。仓储

接口功能上约等于 JPA 的 EntityManager 和 Hibernate 的 Session。dddlib-persistence-jpa 和

dddlib-persistence-hibernate 两个模块分别为该仓储接口提供了不同的实现。 

 dddlib 支持四种查询方式：条件查询、命名查询、JPQL 查询和原生 SQL 查询，可以分别用 EntityRepository

的 createCriteriaQuery()、createJpqlQuery()、createNamedQuery()和 createSqlQuery()方法创建。

这些查询分别由下面的类和接口支持： 

 CriteriaQuery：条件查询。条件查询是通过面向对象而不是面向查询语言的方式进行查询。为了构造条件

查询，我们提供了下面的接口和类：用 QueryCriterion 接口代表单个的查询条件（internal 子包中有它的

各种各样的实现类，分别代表不同的查询条件），用 CriterionBuilder 作为 QueryCriterion 的工厂来生成

各种查询条件，用 OrderSetting 代表单个的排序字段。 

 JpqlQuery：JPQL 查询。JPQL 查询支持通过 JPA 的对象查询语言 JPQL 进行查询。Hibernate 本身也支

持通过 JPQL 进行查询，JPA 是持久化的规范，因此我们可以采用 JPQL 作为通用的查询语言来使用。 

 NamedQuery：命名查询。根据预定义的查询的名称来进行查询。 

 SqlQuery：原生 SQL 查询。根据原生 SQL 语句进行查询。查询的结果可以是标量的，也可以映射到一个

实体类型。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tree/master/dddlib-domain#%E5%AE%9E%E4%BD%93%E5%92%8C%E5%80%BC%E5%AF%B9%E8%B1%A1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Entit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BaseEntit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EntityRepositor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AbstractEntit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BaseEntit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ValueObject.html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tree/master/dddlib-domain#%E6%8C%81%E4%B9%85%E5%8C%96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EntityRepositor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CriteriaQuer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QueryCriterion.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CriterionBuilder.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OrderSetting.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JpqlQuer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NamedQuer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SqlQuery.html


 除 CriteriaQuery 之外，其他三种查询往往需要指定查询参数。查询参数集由下面的接口和类代表： 

 QueryParameters：查询参数集接口，代表每个查询的一批参数。几种查询都支持两种形式的参数：定位

参数和命名参数，在 DDDLib 中分别用 QueryParameters 的两个实现类 PositionalParameters 和

NamedParameters 代表。注意：定位参数是落后的形式，建议统一采用命名参数的形式。 

 PositionalParameters：代表定位参数集，如"... where e.name = ?"。在对象的内部用一个数组来保存参

数。 

 NamedParameters：代表命名参数集，如"... where name = :name"。在对象内部用一个 Map 来保存参

数，Key 代表参数名，Value 代表参数值。 

每种查询都定义有下面两种方法： 

list()：返回一批结果，用 List 形式表示。 

singleResult()：返回单一结果。 

除 CriteriaQuery 之外，其余三种查询还定义有下面的方法： 

executeUpdate()：执行数据库批量更新操作，返回受到影响的记录的数量。 

 

3. IoC 依赖查找 

DDDLib 的依赖查找功能由 InstanceFactory 代表。它通过 InstanceProvider 策略接口将对象查找请求委托给

具体的后端 IoC 容器，如 Spring 或 Google Guice 等。 

 InstanceFactory：实例工厂，代表 DDD 中的“工厂”概念。它是 IoC 容器的门面，为系统中的其他类提

供所需的依赖对象的实例。 InstanceFactor 顺序通过三种途径获取 Bean 实例。（1）如果已经给

InstanceFactory 设 置 了 InstanceProvider ， 那 么 就 通 过 后 者  查 找 Bean ；（ 2 ） 如 果 没 有 设 置

InstanceProvider，或者通过 InstanceProvider 无法找到 Bean，就通过 JDK6 的 ServiceLoader 机制查

找（通 过在类路径或 jar 中的/META-INF/services/a.b.c.Abc 文件中设定内容为 x.y.z.Xyz，就表明类型

a.b.c.Abc 将通过类 x.y.z.Xyz 的实例提供）；（3）如果仍然没找到 Bean 实例，那么将返回那些通过 bind()

方法设置的 Bean 实例。（4）如果最终仍然找不到，就抛出 IocInstanceNotFoundException 异常。 

 InstanceProvider：实例提供者接口。这是一个策略接口，封装了 IoC 的功能。DDDLib 的另外三个模块

dddlib-ioc-spring，dddlib-ioc-guice 和 dddlib-ioc-tapestry 分别为该接口提供了不同的实现，将 Bean

实例请求适配到具体的 IoC 容器，如 SpringIoC、Google Guice 和 TapestryIoC 等。 

 

4. 值和数据类型 

在很多业务领域中(尤其是在 SaaS 的环境下)，为了适应不同类型租户的需要，除了定义实体类共同的静态属性

（即 JavaBean 属性）之外，每个租户或用户往往需要定义一批自己专用的动态属性，例如给员工 Employee

类加入 Date 类型的"转正日期"和 String 类型的“护照编号”属性。DDDLib 对此提供下面的 API 支持： 

 Value：代表一个值类型，可以用来代表一个动态属性值。它包括两部分：代表数据类型的 DataType 和代

表具体内容的字符串值。 

 DataType：数据类型枚举。代表值的数据类型。它负责将字符串形式的值转换为指定的数据类型。 

 

5. 领域规范 

org.dayatang.domain.specification 包中的接口和类代表 DDD 中“规范”的概念。每种规范都针对一种类型

的领域对象，用来判断该类型的对象实例是否满足此规范。例如在航运业务中判断某航线是否满足最低费用规

范或最短时间规范。规范之间可以执行与、或、非操作。 

 Specification：规范接口。所有的领域规范都必须实现此接口。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QueryParameters.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PositionalParameters.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NamedParameters.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PositionalParameters.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NamedParameters.html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tree/master/dddlib-domain#ioc%E4%BE%9D%E8%B5%96%E6%9F%A5%E6%89%BE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InstanceFactory.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InstanceProvider.html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tree/master/dddlib-domain#%E5%80%BC%E5%92%8C%E6%95%B0%E6%8D%AE%E7%B1%BB%E5%9E%8B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Value.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DataType.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DataType.html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tree/master/dddlib-domain#%E9%A2%86%E5%9F%9F%E8%A7%84%E8%8C%83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specification/Specification.html


 AbstractSpecification：抽象规范实现，用来实现规范间的与、或、非操作。 

 AndSpecification：“与”规范，代表两个规范的“与”操作的结果。 

 OrSpecification："或"规范，代表两个规范的“或”操作的结果。 

 NotSpecification：“非”规范，代表当前规范的“非”操作的结果。 

 

11.2.2.3. 其它内容 

org.dayatang.domain.internal 包 

internal 包主要包含代表各种查询条件的 QueryCriterion 接口的实现类，它们属于 DDDLib 的内部实现，

DDDLib 的使用者和扩展者既不需要了解、也不应该依赖于这个包中的内容。 

 

11.2.2.4. 设计说明 
1. 依赖倒置 

 DDDLIB-DOMAIN 的基本设计思想是：应用依赖倒置和面向接口编程原则，将技术性内容从领域层中剔除

出去，使得领域层只包含领域概念和实现业务规则，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技术实现。具体来说，领域层只应该

依赖于 JDK 和 JCP 规范中定义的类和接口，即那些以 java.或 javax.为包名前缀的类。Apache Commons Lang

是对 Java 语言的补充，slf4j-api 是最广为使用的日志，这两者也可以作为领域层的编译时依赖。除此之外，领

域层（和应用层）不应依赖于任何第三方类库和框架。 

 在 DDDLib 中，依赖倒置的原则表现在：在代表领域层的 dddlib-domain 模块中定义持久化接口

EntityRepository 和 IoC 接口 InstanceProvider，而将它们的技术实现推给属于基础设施层的其他模块。由领

域层定义和控制接口，由基础设施层实现接口，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在运行时是由领域层调用基础设施层的

对象实例来在技术上实现持久化和 IoC 等功能，但是在编译时却是基础设施层依赖于领域层，而不是领域层依

赖于基础设施层———编译时依赖的方向和运行时调用的方向反转了过来。是技术依赖于业务，而不是业务依

赖于技术。在保持业务逻辑不变的前提下，可以轻易替换技术实现，例如用 Guice 代替 Spring 作为 IoC 基础

设施。 

 

2. 仓储与 DAO 模式比较 

 领域驱动设计（DDD）范式与传统的“以数据库为中心的增删改查(CRUD)”范式的最大不同在于：DDD

是以对象模型（领域模型）为中心的，而 CRUD 是以关系模型（数据库表）为中心的。DDD 中的实体代表现实

世界（问题域）中的一个业务实体，具有问题域中业务实体相似的属性和行为；CRUD 中的实体代表数据库中

的一行记录，没有任何行为。DDD 认为软件是对现实的模拟，CRUD 认为软件就是数据的存储和展示。 

由于设计思想的不同，使得两种范式在持久化设计上有着巨大的分歧。DDD 认为软件开发最重要的活动是领域

建模，最重要的产物是领域模型。在确定领域模型之后再考虑如何将它持久化到数据库。Robert C. Martin 在

其经典名作《敏捷软件开发：原则、模式、实践》中说：“数据库是技术实现细节，应尽可能推迟数据库的设

计”。CRUD 范式则相反，认为数据库关系模型是软件开发的中心，应先设计数据库结构，然后才开发其余的

内容。 

采用以数据库为中心的开发范式的典型做法是：首先建立数据库结构，然后针对数据库设计 DAO 接口和实现。

业务逻辑层调用和依赖代表数据库的 DAO 接口，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依赖倒置原则，让业务逻辑层依赖于技术实

现。 

DDD 中的仓储接口（在 DDDLib 中是 EntityReposotory）在作用上是 DAO 接口的等价物，但是与 DAO 接口

有很大的不同：它位于领域层，属于领域对象的一种，由领域层定义和控制。而 DAO 接口属于基础设施层，由

基础设施层定义和控制。Robert C. Martin 在《敏捷软件开发：原则、模式、实践》中说：“接口属于客户，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specification/AbstractSpecification.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specification/AndSpecification.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specification/OrSpecification.html
http://www.dayatang.org/dddlib/apidocs/org/dayatang/domain/specification/NotSpecification.html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tree/master/dddlib-domain#%E4%BB%93%E5%82%A8%E4%B8%8Edao%E6%A8%A1%E5%BC%8F%E6%AF%94%E8%BE%83


不属于它所在的类层次结构……接口应该跟它的客户一起打包，而不是跟它的实现类一起打包”。Eric Evans 的

《领域驱动设计———软件核心复杂性的应对之道》一书以及后来的访谈中，也是将仓储视为领域对象的一种。

所以在 DDDLib 中，仓储接口位于代表领域层的 dddlib-domain 模块。 

另一个选择是：是像 DAO 模式那样，为每一个实体类单独提供一个 DAO；还是像 JPA 的 EntityManager 那样，

用一个统一的仓储应对所有实体的持久化需求？我决定采用单一仓储的形式。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如下两个： 

 通过采用单一仓储接口并为其提供实现类，用户项目中将不再需要做任何持久层的开发工作：既不需要定

义 DAO 接口，也不需要开发 DAO 实现类。开发人员完全节省掉了开发持久层的工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

开发业务逻辑层（领域层和应用层）上。 

 采用单一仓储接口的另一个好处更大。传统的 DAO 模式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是：由 DAO 实现类具体处理对

象查询语言来执行仓储查询，而对象查询语言与领域模型紧密相关，代表的是问题域的领域语义，因此属

于业务逻辑。这样做的结果是业务逻辑泄露到代表技术的基础设施层，没能做到业务逻辑和技术实现的彻

底分离。其后果是一旦领域模型发生了变动，必须在领域层和基础设施层两个地方同时修改代码，这直接

违反了单一职责原则，大大降低软件的可维护性。单一仓储接口的方式有效避免了这种问题：由领域层负

责定义查询语言的内容，并且当领域模型发生变动时，只需要在领域层一个地方修改代码。 

 

3. 依赖查找 vs 依赖注入 

DDDLib 中处理对象依赖的基本形式是依赖查找：通过 InstanceFactory 查找指定类型的对象实例。以依赖查

找的方式实现依赖管理的优点有下面这些： 

 不需要在 IoC 配置元数据（例如 Spring 的 ApplicationContext.xml）中定义详细的对象装配细节内容，

只需要定义每种类型的实现类即可。当对象 A 需要它的依赖对象 B 时再通过 InstanceFactory 向 IoC 容器

查找，如果对象 B 又需要依赖对象 C，那么它可以再次通过 InstanceFactory 像 IoC 容器请求。这样的传

递性依赖查找机制消除了需要定义详细的依赖注入装配信息的需要。 

 采用 SpringIoC 这样的依赖注入框架，如果要求对象 A 能够自动注入依赖对象 B，那么 A 和 B 都必须是 IoC

容器管理的 Bean。如果 A 不是容器托管的 Bean 就无法注入。由于领域对象一般都不是容器托管的 Bean，

所以基本上不能获得 IoC 的功能（后来 Spring 用一些不太自然的方式做到了领域对象能够注入依赖）。而

依赖查找的方式不要求对象 A 是 IoC 容器托管的。 

另外，DDDLib 通过 dddlib-ioc-spring、dddlib-ioc-guice 和 dddlib-ioc-tapestry 提供了 IoC 容器的实现。

这三种形式的后端技术 SpringIoC、Google Guice 和 TapestryIoC 都支持 JSR330 依赖注入规范，因此采用这

些模块作为持久化容器时，DDDLib 中的类也可以获得依赖注入的能力。通过 JSR330 的@Inject 注解可以注入

依赖对象的实例。不要采用 Spring 的@Autowire 这样的注解，以免将系统耦合到具体的实现技术。 

11.3. Maven 教程 

11.4. JPA 教程 

11.5. Groovy 教程 

 

 

https://github.com/dayatang/dddlib/tree/master/dddlib-domain#%E4%BE%9D%E8%B5%96%E6%9F%A5%E6%89%BE-vs-%E4%BE%9D%E8%B5%96%E6%B3%A8%E5%8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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