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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档是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的用户手册，详细介绍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的配置和管理。本手册的组织结构与集群管理中心的布局基本上对应，每

章都以概念性信息开头，随后的部分说明如何使用集群管理中心进行特定的操作。 

本手册适合的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生产环境中的系统管理员，部分内容同样适用于应用开发人员和应用

部署人员。 

本手册假定您已经具备如下技能： 

1. 基本系统管理任务。 

2. 安装软件。 

3. 使用 WEB浏览器。 

4. 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5. 在终端窗口中发布命令。 

约定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定义了一些变量来表示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目录等信息，本文档中涉及到的有： 

表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变量说明 

变量 说明 

BES_HOME 文档中借用该值表示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的安装目

录，该变量实际上并不存在。 

NODE_HOME 文档中借用该值表示节点的安装目录，该变量实际上并不存在。 

com.bes.instanceRoot 应用服务器实例的目录。 

产品文档集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为您提供的文档集中包含的文档有： 

1. 快速开始手册：简单介绍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的安装和基本使用。 

2. 安装手册：详细介绍如何在各个操作系统上安装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以及产品的注册过程。 

3. 用户手册：详细介绍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的配置和管理。 

技术支持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获得技术支持的方式有： 

网址：www.bessystem.com 

Support Email：support@bessystem.com 

http://www.bessystem.com/
mailto:support@bessyst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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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Tel：400 650 1976 

在取得技术支持时，请提供如下信息： 

1. 姓名 

2. 公司信息及联系方式 

3. 操作系统及其版本 

4.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版本 

5. 问题或错误相关的详细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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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产品介绍 

1.1 关于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是节点，集群，实例管理平台。实现了节点和实例

的跨平台管理。 

从大的功能来讲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功能主要包括： 

1) 集中的中央全系统可视化管理。 

2) 方便实用的日志下载功能。 

1.2 支持的平台环境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认证的平台环境如表 1-1所示： 

表 1-1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认证的平台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Windows10 

RedHat AS：6.1、7.5、8.0 

SUSE：12、15 

AIX：7.1 

HP-UX Itanium：B.11.31 

NeoKylin：6.9、7.4 

Kylin：4.0.2 

NeoKylin Loongson：6 

数据库 Oracle：12c 

MySQL：5.7 

MS SQL：2012 

Derby：10.11 

Informix：12.1 

达梦：7.0 

神通：7.0 

KingBaseDBCloud：3.0 

KingBase：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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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se8a：8.5 

GBase8t：8.3 

Java环境 HP平台：JDK1.7.0.20、JDK1.8.0.09 

AIX 平台：JDK7.0.0.601 SR10 FP1、JDK8.0.0.402 SR4 FP7 

其他平台：JDK1.7.0_80、JDK1.8.0_202、OpenJDK1.8.0_161 

浏览器 IE：10.0+ 

Chrome：73.0+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能支持但没有认证或者能轻易移植到的平台环境如

表 1-2所示： 

表 1-2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支持的平台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Windows2008、Windows2012、Windows8 

RedHat AS：6.0、6.2、6.3、6.4、6.5、7.0、7.2、7.4 

SUSE：9、10、11 

HP UX Itanium：11.11、11.23 / HP UX PA-RISC 11.11、11.23、11.31 

AIX：6.1.005+、7.1.0+、8.0.0+ 

NeoKylin：6.0、6.4、6.5、6.7、6.8、7.2 

数据库 Oracle：10、11g 

MySQL：5.6+ 

MS SQL：2005 

DB2：9 

Derby：10 

Sybase：12.5 

Java环境 JDK1.7、JDK1.8、OpenJDK的其他版本 

浏览器 IE、Chrome 的其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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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集群管理中心 

2.1 关于集群管理中心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集群管理中心是一个基于 WEB 浏览器的图形化管理

工具，用户通过集群管理中心对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提供的主机、节点、实

例，以及资源和应用进行配置、部署和管理。 

使用集群管理中心，必须先启动服务器。在服务器启动状态，集群管理中心访问方

式： 

启 动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之 后 ， 请 在 浏 览 器 中 键 入

http://hostName:port/console以访问集群管理中心。其中 hostName是服务器所在机器的

主机名，或是服务器所在机器的IP地址；port是集群管理中心的管理端口，默认为6900。 

集群管理中心同时支持使用安全模式和国密模式访问，用户只需要修改产品的

BES_HOME/conf下的 adminserver.properties文件中的 ssl.enabled为 true即可启用安全

模式，并使用如下 url 访问集群管理中心：https://hostName:port/console。 

如果用户要使用国密模式访问， 

1) 修改产品的 BES_HOME/conf 下的 adminserver.properties 文件中的 ssl.enabled

为 true，gmssl.enabled为 true，即可启用安全模式和国密模式。 

2) 在 BES_HOME/bin 下执行 initkeystore --gmssl --exportpem生成证书。新建一个

ctl.dat的文件，将证书内容复制到 ctl.dat文件中。 

3) 使用 360 浏览器，将 ctl.dat 文件放到 360 浏览器安装路径的 Application\User 

Data\Default\ctl目录下。（没有目录话，需要手动建立。） 

4) 使用如下 url 访问集群管理中心：https://hostName:port/console。 

除了集群管理中心，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还提供了一个命令行脚本工具

iastool，使用 iastool 脚本的相关命令完成集群管理中心中相同任务集，iastool 脚本命

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附录”。 

2.2 使用集群管理中心 

2.2.1  启动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集群管理中心使用数据库来存放资源信息，主要支

持 Derby和 MySQL5.7+数据库。 

https://hostName:port/console
https://hostName:port/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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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使用 Derby 数据库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默认使用 Derby数据库。 

1) BES_HOME/conf/adminserver.properties 文件中，修改 config.dbtype=derby，

表示使用 Derby数据库。 

2) BES_HOME/bin下执行 initstore/initstore.bat初始化 Derby数据库。 

3) BES_HOME/bin下执行 startManagement/startManagement.bat启动管理控制台。 

4) 备份或者还原 Derby数据库，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提供 derbytool/ 

derbytool.bat 工具，位于 BES_HOME/bin 目录下，备份或者还原的时候建议集群

管理控制台处于停止状态，以免造成数据丢失。 

derbytool.bat|derbytool --operation=backup|restore 

[--backuptype=online|offline] [--srcdir=value] [--destdir=value] 

[--user=value] [--password=value] 

各项参数解释如下： 

operation:备份或恢复操作。 

backuptype：备份类型，选择离线备份或在线备份，离线备份需要确保集群控制台处

于停止状态，默认在线备份。 

srcdir：源数据库路径，相对路径为 bin目录。 

operation=backup时，默认为../modules/db/system。 

operation=restore时，默认为../modules/db/backup/system。 

destdir：目的数据库路径，相对路径为 bin 目录。 

operation=backup时，默认为../modules/db/backup/system。 

operation=restore时，默认为../modules/db/system。 

User：Derby数据库用户名。 

Password：Derby 数据库密码。（注：默认数据库没有用户名和密码） 

示例: 

备份： 

[bes@test bin]$ ./derbytool --operation=backup 

Backup database ../modules/db/system to ../modules/db/backup/system 

completely. 

出现这个提示即代表备份成功，目录在 BES_HOME/modules/db/backup/system。 

还原： 

[bes@test bin]$ ./derbytool --operation=restore 

Restore database ../modules/db/system from ../modules/db/backup/system 

completely. 

出现这个提示即代表还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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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使用 MySQL 数据库 

1) BES_HOME/conf/adminserver.properties文件中，修改 config.dbtype=mysql，表

示使用 MySQL 数据库。 

2) 在数据库所在机器上创建 bes-appserver-admin数据库。 

3) 将数据库驱动放到 BES_HOME/lib目录下。 

4) BES_HOME/conf/adminserver.properties文件中，添加如下配置项： 

mysql.url=jdbc:mysql://IP:PORT/bes-appserver-admin?useUnicode=true&char

acterEncoding=UTF-8&autoReconnect=true&failOverReadOnly=false&allowMult

iQueries=true 

mysql.driver=com.mysql.jdbc.Driver 

mysql.user=root 

mysql.password=password 

mysql.maxTotal=10 

mysql.maxIdle=2 

mysql.maxWaitMillis=60000 

mysql.initialSize=2 

注意：用户名和密码修改成当前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5) BES_HOME/bin下执行 initstore/initstore.bat初始化 MySQL数据库。 

6) BES_HOME/bin 下执行 startManagement/startManagement.bat 启动集群管理中

心。启动之后，密码会自动加密，用户无需担心密码泄露。 

2.2.1.3  其他数据库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支持其他类型的数据库，此处以 Oracle为例作为说

明。 

1) 用户自己编写初始化 SQL 文件 common.sql，然后将此 SQL 文件放到产品的

BES_HOME/conf目录下，可以参考 MySQL。 

2) 在数据库所在机器上创建 bes-appserver-admin数据库。 

3) 将数据库驱动放到 BES_HOME/lib目录下。 

4) BES_HOME/conf/adminserver.properties 文件中，修改 config.dbtype=oracle，

表示使用 Oracle 数据库，然后添加如下配置项： 

oracle.url=jdbc:oracle:thin:@IP:PORT:bes-appserver-admin 

oracle.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oracle.user=system 

oracle.password=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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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maxTotal=10 

oracle.maxIdle=2 

oracle.maxWaitMillis=60000 

oracle.initialSize=2 

注意：用户名和密码修改成当前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5) BES_HOME/bin下执行 initstore/initstore.bat初始化 Oracle数据库。 

6) BES_HOME/bin 下执行 startManagement/startManagement.bat 启动集群管理中

心。启动之后，密码会自动加密，用户无需担心密码泄露。 

2.2.2  登录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集群管理中心提供用户登录，对用户身份进行验证。 

1)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提供的初始用户名和密码分别是 admin、

B#2008_2108#es。 

2) 建议在初次登录成功后及时修改密码，或是按需新建用户。 

3) 用户管理的具体操作请参看“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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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主机管理 

3.1 主机列表 

在集群管理中心查看主机列表：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主机管理”，操作区域显示“主机列表”页

面，显示所有已添加到集群管理中心的主机。 

主机可以是一台物理机，虚拟机或其他提供主机服务的设备。 

2) 点击“节点管理”按钮，在节点列表中显示主机所关联的所有节点信息。 

3.2 添加主机 

主机支持三种形式的远程登录方式： 

1) 用户名密码登录，适用于知道主机用户名和密码的机器。 

2) 证书登录，适用于不知道用户名密码，但可以获得允许访问主机的证书和密码，安

全性较高。 

3) 免登录（需手动安装节点）。 

在集群管理中心添加主机：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主机管理”，进入“主机列表”页面。 

2)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主机信息”页面，在当前页面录入主机的信息，包

括：主机名（或 IP），操作系统，SSH端口号，证书路径，证书密码，用户名和密

码。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添加成功。 

操作系统类型目前分为 Linux/Unix，Windows两大类。对于 Linux/ Unix类型的机器，

集群管理中心支持远程创建，编辑和删除节点。而对 Windows 类型的机器，需要管理员手

工创建节点，并将节点信息录入集群管理中心。这也是将主机分为这两大类的重要原因。 

3.3 编辑主机 

在集群管理中心编辑主机：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主机管理”，进入“主机列表”页面。 

2) 点击主机列表的“名称”超链接，进入“主机信息”页面。 

3) 可配置项： 

a) Linux/Unix 类型的主机：操作系统，SSH端口，证书路径，证书密码，用户名

和密码。 

b) Windows 类型的主机：操作系统。 

4) 修改主机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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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删除主机 

在集群管理中心删除主机：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主机管理”，进入“主机列表”页面。 

2) 勾选要删除的主机，点击“删除”按钮删除主机。 

注意：删除主机时，主机下不能包含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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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节点管理 

4.1 节点管理器 

每个应用服务器实例都需要托管到一台物理计算机上，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创建了一个轻量级的托管代理进程（即节点管理器）来管理应用服务器实例的生命

周期。 

节点管理器功能： 

1) 启动、停止、创建和删除应用服务器实例。 

2) 重新启动发生故障的应用服务器实例。 

节点管理器的体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节点

节点

独立实例

独立实例

集群实例

集群实例 集群实例

管理控制台

DMS

独立实例

 

图 4-1 节点管理器的体系结构 

4.2 节点列表 

在集群管理中心查看节点列表：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节点管理”，操作区域显示“节点列表”页

面，显示所有已添加到集群管理中心的节点。 

2) 点击“实例管理”按钮，在实例列表中显示节点所关联的所有实例信息。 

4.3 新建节点 

在集群管理中心新建节点：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节点管理”，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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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新建”按钮，进入“添加节点”页面，在当前页面录入节点的信息，包

括：节点名称，节点版本，主机，配置模板，管理端口和节点目录。点击“保

存”按钮即可新建成功。 

其中，安装路径是指安装节点所在主机的绝对路径。 

4.4 安装节点 

4.4.1  安装 Linux/Unix 类型的节点 

在集群管理中心安装节点：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节点管理”，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2) 勾选需要安装的节点，然后点击“安装”按钮安装节点，安装完成后会在节点目

录生成以节点名称命名的目录。 

4.4.2  安装 Windows 类型的节点 

Windows类型的节点不能在控制台安装，需要在 Windows机器上手动解压完成安装，可

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Windows 机器上创建节点目录，例如：C:\cluster\node\na，此处的 na 是节点

名称，控制台添加节点需要和这个名称保持一致。 

2) 手动将 BES_HOME/media/BES-NODE-9.5.1.zip解压到节点目录 na。 

3) 在C:\cluster\node\na\bin下执行config.bat命令，依次指定当前用户名，当前

用户密码，新用户名，新用户密码，管理中心地址，管理中心端口，节点监听地

址，节点管理端口来初始化节点以达到安装的目的。默认 bin 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名称为节点名称，上两级目录名称为节点目录。 

配置完成后，代表节点在 Windows系统的安装已经完成。 

注意： 

（1） 对于免登录类型创建的 Linux 类型节点，安装方式同 Windows。 

（2） 请勿使用 config/config.bat 命令来修改节点密码，修改节点密码使

用 iastool config --node 命令。 

4.5 启动/停止/重启节点 

4.5.1  启动/停止/重启 Linux/Unix 类型的节点 

在集群管理中心启动/停止/重启节点：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节点管理”。进入“节点列表”页面，选中节

点，点击“启动”、“停止”或“ 重启”按钮启动、停止、或重启 Linux/Unix

类型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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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节点的“基本属性”页面上点击“启动”、“停止”或“重启”按钮启动、停

止或重启节点。 

4.5.2  启动 Windows 类型的节点 

集群管理中心对于 Windows类型的节点，不支持在控制台和iastool中启动，需要在节

点的安装目录 C:\cluster\nodes\na\bin下，使用如下命令启动或停止： 

startNode.bat/stopNode.bat --user admin --password B#2008_2108#es  

注意：对于免登录类型创建的 Linux类型节点，启动/停止方式同 Windows。 

4.6 删除/强制删除节点 

在集群管理中心删除节点：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节点管理”，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2) 勾选要删除的节点，点击“删除”或者“强制删除”按钮删除节点 

4.7 日志服务 

日志服务用来配置节点的日志信息。 

在集群管理中心配置节点日志服务：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节点管理”节点，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2) 点击一个节点名称超链接，进入节点的编辑页面。 

基本属性可配置项如表 4-1所示：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启动所有实例 节点启动时，将会启动该节点下的所有实例。默认值：

不启用。 

禁用 

停止所有实例 节点停止时，将会停止该节点下的所有实例。默认值：

启用。 

启用 

重启所有实例 节点启动后，当实例非正常停止时，是否重新启动该

节点下的实例。默认值：启用。 

启用 

注意：这三个属性只在节点当前页面生效。 

日志服务可配置项如表 4-2所示： 

表 4-2 日志服务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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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的绝对路径。 ${com.bes.ins

tanceRoot}/lo

gs/server.log 

轮转 是否启用访问日志轮转。如果启用，将按照轮转策略

进行日志文件的轮转，原日志中的内容会保存到以轮

转后缀命名的文件中。 

禁用 

文件轮转大小限制 指定日志文件的最大容量，达到上限后创建新的日志

文件。“文件轮转时间限制”设置为 0 时有效。合法

值：524288-2147483647，单位：字节。 

2000000 

文件轮转时间限制 日志文件轮转的时间间隔。当文件轮转时间间隔为 0

时，按文件轮转大小限制进行轮转。合法值：不小于

0的整数，单位：分钟。 

0 

轮转文件最大下标 文件轮转名下标最大值。 10 

4.8 高级编辑 

在集群管理中心对节点进行高级编辑：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节点管理”，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2) 选择要编辑的节点，点击“高级编辑”。在“编辑节点模板”页面对节点配置进行

编辑。 

4.9 下载日志 

在集群管理中心下载节点日志：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节点管理”，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2) 选择要下载的节点日志，点击“下载日志”即可下载节点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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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集群管理 

5.1 集群概述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集群由多个应用服务器实例组成，所有实例同时运

行并一起工作以提高可伸缩性和可靠性。集群中的应用服务器实例具有以下特性，首先：

拥有相同的配置；其次：部署相同的应用；最后：拥有相同资源。 

集群中的服务器实例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运行，也可以位于不同的计算机上。用户

根据实际需求添加集群中的服务器实例来增加集群的容量，并向集群中添加服务器实例以

承载递增的服务器实例。 

每一个集群都具有唯一的名称；集群名称在服务器实例名称、集群名称和模板配置名

称中也必须是唯一。管理员在集群上执行的操作与在独立实例上执行的操作相同，如：部

署应用程序和创建资源等。 

5.2 集群列表 

在集群管理中心查看集群列表：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集群管理”，操作区域显示“集群列表”页面，显

示所有已添加到集群管理中心的集群。 

5.3 创建集群 

集群是一个虚拟的概念，集群中包括的实例都是有对应实体的，单纯创建一个空的集

群只是添加一个配置，不会在磁盘上建立目录结构，只有当创建集群实例并启动时，才会

在磁盘上建立相应实例的目录。 

在集群管理中心新建集群：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集群管理”，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2) 在“集群列表”页面，点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集群”页面，在当前页面

录入集群的信息，包括：集群名称和配置模板。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新建成

功。 

3) 创建集群，可配置项说明，如表 5-1所示： 

表 5-1 创建集群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集群名称 集群的唯一标识。 无 

配置模板 选择集群管理中心中已存在的配置模板，集群将在选择配置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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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基础上进行创建。 

可选值为“实例（集群）配置模板”的所有模板。 

5.4 启动集群 

启动集群就是启动集群中包含的所有集群实例。 

集群实例可以分布在不同的网络机器上，可以属于多个不同的节点管理器，从集群管

理中心启动集群时，会给所有的节点管理器发消息，通过节点管理器来启动集群实例。 

在集群管理中心控制台启动集群：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集群管理”，进入“集群列表”页面，选择要

启动的集群，点击“启动”按钮启动该集群。 

2) 在集群的“配置集群”页面上方点击“启动集群”按钮启动该集群。 

5.5 停止/强制停止集群 

停止/强制停止集群就是停止/强制停止集群中包含的所有集群实例。 

在集群管理中心控制台停止集群：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集群管理”，进入“集群列表”页面，选择要

停止/强制停止的集群，点击“停止”或者“强制停止”按钮停止/强制停止该集

群。 

2) 在集群的“配置集群”页面上方点击“停止集群”或者“强制停止集群”按钮停

止/强制停止该集群。 

5.6 重启集群 

重启集群就是停止集群中所有实例并重新启动集群中所有实例的过程。 

在集群管理中心控制台重启集群：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集群管理”，进入“集群列表”页面，选择要

重启的集群，点击“重启”按钮启动该集群。 

2) 在集群的“配置集群”页面上方点击“重启集群”按钮重启该集群。 

5.7 集群实例 

5.7.1  关于集群实例 

集群中的应用服务器实例将作为一个逻辑实体一起工作，并且集群中的实例共享相同

配置。集群实例间进行负载均衡、故障转移，提供高可用性。一个集群实例只能属于一个

集群，集群中的集群实例可以位于不同的计算机上，也可以位于同一台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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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中的应用服务器实例具有以下特性： 

1) 拥有相同的配置。 

2) 部署相同的应用。 

3) 拥有相同资源。 

5.7.2  新建集群实例 

在集群管理中心新建集群实例：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集群管理”，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2) 点击集群名称进入“配置集群”页面。 

3) 在“配置集群”页面下方集群实例模块，点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实例”

页面，在当前页面录入集群实例的信息，包括：实例名称、实例版本、集群名

称、节点和实例目录。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新建成功。 

4) 创建集群实例，可配置项说明，如表 5-2所示： 

表 5-2 创建集群实例配置项 

配置项名

称 

说明 默认值 

实例名称 实例的唯一标识。 无 

实例版本 集群实例的版本。 9.5.1 

集群 集群实例从属于哪个集群。 集群名称（不可编

辑） 

节点 集群实例从属于哪个节点管理器。 无 

实例目录 集群实例所在的目录。 nodedir/instances 

5.7.3  批量新建集群实例 

在集群集群管理中心新建集群实例：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集群管理”，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2) 点击集群名称进入“配置集群”页面。 

3) 在“配置集群页面”下方集群实例模块，点击“批量新建”按钮，进入“批量新

建”页面，在当前页面录入批量集群实例的信息，包括：实例名称前缀、实例版

本、集群名称、节点、实例目录和新建个数。 

4) 批量集群实例，可配置项说明，如表 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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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批量新建集群实例配置项 

配置项名

称 

说明 默认值 

实例名称

前缀 

批量新建集群实例时，实例名称为前缀+”_1”， 前缀

+”_2”…。 

无 

实例版本 集群实例的版本。 9.5.1 

集群 集群实例从属于哪个集群。 集群名称（不可编

辑） 

节点 集群实例从属于哪个节点管理器。 无 

实例目录 集群实例所在的目录。 nodedir/instances 

新建个数 新建集群实例的个数。 无 

5) 点击“新建”按钮，即将批量新建的集群实例列表会显示在下方。提供了“添

加”、“删除”按钮可对集群实例列表操作，可编辑集群实例的实例名称、节点

管理器。 

6) 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批量新建集群实例。 

5.8 删除集群 

删除集群前提条件：集群中的所有集群实例已经被删除。 

集群管理中心删除集群：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集群管理”，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2) 勾选要删除的集群，点击“删除”按钮删除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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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实例管理 

6.1 概述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存在两种实例类型：独立实例和集群实例。 

1) 独立实例--指配置不能被其他任何实例或集群共享的应用服务器实例。独立实例

单独向外提供服务、处理请求，不支持会话状态从一个实例转移到其他实例的功

能。 

2) 集群实例--集群中的应用服务器实例将作为一个逻辑实体一起工作，并且集群中

的实例共享相同配置。集群实例间进行负载均衡、故障转移，提供高可用性。一

个集群实例只能属于一个集群，集群中的集群实例可以位于不同的计算机上，也

可以位于同一台计算机上。集群中的应用服务器实例具有以下特性： 

a) 拥有相同的配置。 

b) 部署相同的应用。 

c) 拥有相同资源。 

6.2 实例列表 

在集群管理中心查看实例列表：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实例管理”，操作区域显示“实例列表”页

面，显示所有已添加到集群管理中心的实例。 

2) 集群管理中心在“实例列表”的“操作”栏里提供“下载日志”功能。 

6.3 创建实例 

6.3.1  创建独立实例 

在集群管理中心上新建独立实例：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实例管理”，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点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实例”页面。 

3) 在当前页面录入实例的信息，包括：实例名称、实例版本、实例类型、配置模

板、节点和实例目录。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新建成功。 

4) 创建独立实例，可配置项说明，如表 6-1所示： 

表 6-1 创建独立实例配置项 

配置项名

称 

说明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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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名称 实例的唯一标识。 无 

实例版本 实例的版本。 9.5.1 

实例类型 分为集群实例和独立实例两种类型，这里选择集群实例

类型。 

无 

配置模板 选择集群管理中心的配置文件中已存在的配置模板，实

例将在选择配置内容基础上进行创建。 

可选值为类型是“实例（集群）配置模板”的所有模板。 

default 

节点 独立实例从属于哪个节点管理器。 无 

实例目录 独立实例所在的目录。 nodedir/instances 

6.3.2  创建集群实例 

在集群管理中心上新建独立实例：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实例管理”，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点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实例”页面。 

3) 在当前页面录入实例的信息，包括：实例名称、实例版本、实例类型、集群、节

点和实例目录。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新建成功。 

4) 创建集群实例，可配置项说明，如表 6-2所示： 

表 6-2 创建集群实例配置项 

配置项名

称 

说明 默认值 

实例名称 实例的唯一标识。 无 

实例版本 集群实例的版本。 9.5.1 

实例类型 分为集群实例和独立实例两种类型，这里选择独立实例类

型。 

无 

集群 集群实例从属于哪个集群。 无 

节点 集群实例从属于哪个节点管理器。 无 

实例目录 集群实例所在的目录。 nodedir/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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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启动/停止/强制停止/重启实例 

在集群管理中心启动/停止/强制停止/重启实例：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实例管理”，进入“实例列表”页面，选择要

启动/停止/强制停止/重启的实例，点击“启动”、“停止”、“强制停止”、

“重启”按钮启动/停止/强制停止/重启选择的实例。 

2) 在实例的“编辑实例”页面上方点击“启动”、“停止”、“强制停止”、“重

启”按钮启动/停止/强制停止/重启选择的实例，在实例停止时，“停止”、“强

制停止”、“重启”按钮置灰。 

6.5 删除/强制删除实例 

在集群管理中心删除/强制删除实例： 

1) 删除实例的条件是实例已经停止，强制删除实例会先停止实例然后删除。 

2)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实例管理”，进入“实例列表”页面，选择要

删除/强制删除的实例，点击“删除”、“强制删除”按钮删除/强制删除选择的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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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应用管理 

7.1 应用管理和部署概述 

7.1.1  相关概念 

7.1.1.1  部署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提供集群管理中心和 iastool脚本工具 deploy命令

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对应的归档文件。 

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启动实例后就能访问应用程序或模块。 

7.1.1.2  重部署 

重部署的过程是自动解部署先前已部署的应用程序或模块，并用新的应用程序或模块

对其进行替换。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提供集群管理中心和 iastool脚本工具进行重部署，

其中 iastool用 deploy命令：设置--redeploy参数为 true进行重部署。 

7.1.1.3  解部署 

解部署是指从实例中移除应用程序或模块的过程。 

7.1.2  打包用于部署的文件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支持应用文件包的部署。 

应用文件包部署 

1) 应用文件包是包含应用程序或模块的所有类、静态文件、目录和部署描述符文件

的单个文件。 

2) 使用 jar实用工具打包的部署单元，其文件扩展名根据类型而不同： 

a) EJB 和客户端归档文件打包为 jar文件。 

b) Web 应用程序打包为 war文件。 

c) 企业应用程序打包为 ear文件，并且可以包含其他 Java模块，如 EJB、JDBC、

Web 应用程序。 

应用目录部署 

1) 展开的应用目录包含的“文件和文件夹”与应用文件包含的“文件和文件夹”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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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下列情况下，选择已展开的应用目录进行部署： 

a) 在部署后对应用程序进行部分更新。将应用部署为展开的应用目录，可以更轻

松地更新应用程序的各个模块，且不必重新创建应用目录文件。 

b) 部署的 Web应用或企业应用包含要定期更新的静态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不需要重部署而更新静态文件。 

c) 部署的应用程序通过上下文直接执行文件系统的 I/O操作（例如某 Web应用尝

试以动态方式编辑或更新自身的某些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执行 I/O 操作的

模块应该具有用于工作的物理文件系统目录。 

7.1.3  应用的命名要求 

1) 应用文件或文件夹中不允许包含空格和操作系统视为非法的字符。 

2) 所有的应用要求名字唯一。 

3) 在应用程序部署描述符文件中未指定应用前缀，则默认使用应用程序或模块的名

称。例如，部署 helloworld.war 文件，则 Web 应用的名称为 helloworld 并使用

helloworld 作为应用前缀。部署时修改应用名称，使用集群管理中心部署时修改

“应用名称”属性或者使用 iastool deploy命令指定--name选项。 

4) 在一个应用程序中，不同类型的模块可以具有相同的名称。相同类型的模块在应

用程序必须具有唯一的名称。此外，数据库 Schema 文件名在一个应用程序内必须

是唯一的。 

7.2 应用管理 

常用应用是指三种类型的应用：企业应用、Web 应用、EJB应用。 

7.2.1  查看应用管理与部署 

在集群管理中心查看应用管理与部署： 

应用管理与部署：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应用管理”，查看应用管理与部

署页面。 

7.2.2  部署应用 

在集群管理中心部署应用：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应用管理”，进入“应用管理与部署”页面，点

击“部署”按钮。 

2) 操作区出现部署向导，步骤说明： 

a) 选择部署文件位置 

分发模式部署 

1) 分发模式是将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上的应用分发到部署目

标上，如果应用已经上传至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则直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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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查找并勾选想要部署的应用，若未上传，则点击页面中“上传文

件”链接，选择要上传的文件，点击“确定”完成文件上传。 

2)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部署目标页面。 

本地模式部署 

1) 本地模式是部署实例本机上的应用，通过切换当前位置的链接来选择部

署目标本地目录。 

2)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部署目标页面。 

b) 选择部署目标 

选择要部署的目标，包括多个集群或者独立实例，然后点击“下一步”按

钮。 

c) 配置部署属性 

在第一步中指定应用后，部署属性相应变成指定应用类型的配置属性。各配

置项说明请见表 7-1，请注意每个属性的适用应用类型。 

表 7-1 部署属性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适用应用类型 

应用名称 默认为应用文件名称，如部署 TestWeb.war，

则为 TestWeb。 

应用包或应

用目录名称 

所有 

应用前缀 应用上下文根路径。 无 Web应用 

状态 应用部署状态：包括“启用”和“禁用”。 启用 所有 

JSP预编译 启用：在应用部署的过程中编译应用中包含

的所有 JSP文件。 

禁用：则在第一次访问 JSP时才会编译访问

的 JSP文件。 

注意：编译 JSP文件比较费时，生产环境下

建议启用此项。 

禁用 企业应用、Web

应用 

虚拟主机 指定应用所使用的虚拟主机。 server 企业应用、Web

应用 

Session 管

理器 

指定应用所使用的 Session管理器。 default 企业应用、Web

应用 

部署顺序 部署优先级，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合法值：

不小于 1的整数。 

100 所有 

部署超时 部署超时时间。合法值：不小于 1 的整数。 600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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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应用的描述信息。 无 所有 

WEB发布 EJB Web模块是否发布包含在 Web模块中的 EJB。 禁用 企业应用、Web

应用 

支持组件 是否启用BES自带的这些组件。有如下组件：

JSF, JPA, CDI, Bean Validation, JSONP, 

Restful。 

禁用 所有 

确认属性配置正确，点击“下一步”，进入摘要页面。 

d) 摘要页面点击“保存”按钮完成应用部署。 

7.2.3  下载应用 

集群管理中心提供应用的下载功能，方便用户下载已经部署的应用。 

在集群管理中心下载应用： 

1) 在应用列表界面，点击应用的“应用名称”链接，进入应用的编辑页面，即“常规”

标签页。 

2) 页面下方“应用操作”中点“下载应用”即可。 

7.2.4  解部署应用 

在集群管理中心解部署应用：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应用管理”，右侧显示“应用管理与部署”页面。 

2) 勾选要解部署的应用，点击“解部署”按钮解部署应用，即删除了应用的配置以及

应用的目录。 

7.2.5  启用/禁用应用 

1) 应用状态为启用：应用能成功响应用户的访问请求。 

2) 应用状态为禁用：应用拒绝用户的访问请求。 

3) 默认情况下，在部署应用程序时，状态为“启用”。 

7.2.6  重新部署 

在集群管理中心重新部署应用：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应用管理”，右侧查看应用管理与部署页面。 

2) 点击单个应用的“重新部署”链接，进入“重部署应用”页面，页面中除提供的

可配置项之外，其他配置属性和先前部署保持一致。 

3) 选择应用位置后，点击“完成”按钮重新部署应用，注意：所选应用的名称和类

型必须和原应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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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应用默认不提供编辑功能，可以通过重部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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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模板管理 

8.1 模板列表 

在集群管理中心查看模板列表：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模板管理”，操作区域显示“模板列表”页面，显

示所有已添加到集群管理中心的模板。 

8.2 创建模板 

在集群管理中心新建模板：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模板管理”，进入“模板列表”页面。 

2) 在“模板列表”页面，点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模板”页面，在当前页面

录入模板的信息，包括：模板名称、模板类型、参考模板和描述。点击“保存”

按钮即可新建成功。 

3) 创建模板，可配置项说明，如表 8-1所示： 

表 8-1 创建模板配置项 

配置项名

称 

说明 默认值 

模板名称 模板的唯一标识。 无 

模板类型 创建模板的类型。 

可选值为：实例（集群）配置模板、节点配置模板、NGINX

配置模板。 

无 

参考模板 选择集群管理中心的配置文件中已存在的配置模板，模板

将在选择配置内容基础上进行创建。 

可选值为： 

实例（集群）配置模板：集群管理中心存在的所有集群、

独立实例、“实例（集群）配置模板”类型模板。 

节点配置模板：集群管理中心存在的所有“节点配置模板”

类型模板。 

NGINX配置模板：集群管理中心存在的所有“NGINX配置模

板”类型模板。 

 

default（实例（集

群）配置模板） 

default_J9VM

（BES9.5实例（集

群）配置模板_J9VM

平台） 

defaultNodeConf

（节点配置模板） 

defaultNginxConf

（ NGINX 配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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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描述 模板的描述信息。  

8.3 高级编辑模板 

集群管理中心高级编辑模板：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模板管理”，进入“模板列表”页面。 

2) 点击模板的“高级编辑”链接，进入“编辑模板”页面，该页面是模板的基本配

置，在该页面可修改模板的配置信息。 

8.4 删除模板 

集群管理中心删除模板：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模板管理”，进入“模板列表”页面。 

2) 勾选要删除的模板，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模板，默认模板 default、

default_J9VM、defaultNodeConf、defaultNginxConf 不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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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负载均衡器 

9.1 概述 

Nginx 服务是 Nginx HTTP 服务器的实例，支持与集群绑定，使用 Nginx 服务作为集群

的负载均衡器。负载均衡器支持的功能有： 

1)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器可以向集群中的多个集群实例转发请求、分配工作负载，

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吞吐量。 

2) 会话亲和：当新的 HTTP 请求发送到负载均衡器时，系统将基于简单的负载均衡算

法将请求转发到某个集群实例；启用会话亲和：所有请求均“粘”到特定集群实

例上进行处理，除非集群实例出现故障，执行故障转移。 

3) 故障转移：当一个集群实例出现故障、变得不可用或无法响应时，负载均衡器会

将当前请求重定向到现有的可用集群实例上。 

4) 每个负载均衡器可以绑定多个集群。 

9.2 创建 Nginx 服务 

在集群管理中心新建负载均衡器：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负载均衡器”，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

面。 

2) 点击“新建”，在当前页面录入基本配置，点击“下一步”，录入 HTTP 配置，点

击“下一步”，录入 events 配置，点击“下一步”，录入负载均衡配置，可配置

项如表 9-1、表 9-2、表 9-3、表 9-4、表 9-5，点击“保存”按钮完成 Nginx服务

的创建。 

表 9-1 Nginx 基本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负载均衡器

名称 

Nginx服务的唯一标识。 无 

负载均衡器

版本 

负载均衡器的版本。 1.14.2 

配置模板 选择管理服务器（DMS）的配置文件中已存在的配置模板，负载

均衡器将在选择配置内容基础上进行创建。 

可选值为类型是“NGINX配置模板”的所有模板。 

无 

节点 Nginx服务从属于哪个节点管理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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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地址 Nginx服务监听地址。监听服务器上所有 IP地址输入 0.0.0.0；

否则键入服务器的有效 IP地址或者主机名。 

无 

监听端口 Nginx服务监听端口。输入正整数。 无 

工作进程数 工作进程的数目，合法值：-1，1-2147483647。当设置成-1时，

将会启动与 CPU数量相同的工作进程。 

-1 

负载均衡器

目录 

Nginx所在的目录。 节 点 路 径

/webserve

rs 

错误日志位

置 

指定日志存储文件位置。 logs/erro

r.log 

错误日志级

别 

指定日志级别。可选值有 DEBUG、INFO、NOTICE、WARN、ERROR、

CRIT、ALERT、EMERG。日志中将会输出指定级别的或者更高级

别的日志。 

INFO 

表 9-2 HTTP 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默认 MIME类

型 

默认的 MIME响应类型。 applicati

on/octet-

stream 

连接超时时

间 

Keep-alive 连接超时时间，超过这个时间，服务端将关闭连接。

当设置成 0时，将禁用在服务端保持活跃的客户端连接。单位：

秒。 

65 

访问日志位

置 

访问日志文件的路径。 logs/acce

ss.log 

访问日志格

式 

访问日志文件的格式。格式中可以使用变量，包括一些在写入

文件过程中定义的变量： 

(一) $bytes_sent：发送到客户端的字节数。 

(二) $connection：连接序号。 

(三) $connection_requests：通过连接发出的请求。 

(四) $msec：正在写入日志条目的当前时间，单位毫秒。 

(五) $pipe：如果请求时 pipelined，则为“p”，其他则为

“.” 

'$remote_

addr - 

$remote_u

ser 

[$time_lo

cal] 

"$request

" ' 

'$status 

$body_b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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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request_length：请求长度（请求行，标题，请求体）。 

(七) $request_time：从一个请求发出到使 nginx工作的时

间，单位毫秒。 

(八) $status：响应状态。 

(九) $time_iso8601：在 ISO 8601 标准格式下的本地时间。 

(十) $time_local：通用日志格式的本地时间。 

es_sent 

"$http_re

ferer" ' 

'"$http_u

ser_agent

" 

"$http_x_

forwarded

_for"' 

表 9-3 Events 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工作模式 Nginx处理连接的工作模式，根据自身平台选择。 

可选值有：空、epoll、kqueue、select、poll、eventport、

/dev/poll 

(一) 空：由 Nginx自动选择。 

(二) select：标准方法。此模块在缺乏更有效的方法平台

下会自动编译。也可以在编译时使--with-select_module

和--with-select_module强制启用或禁用此模块的编译。 

(三) poll：标准方法。此模块在缺乏更有效的方法平台下

会自动编译。也可以在编译时使用--with-poll_module和

--with-poll_module强制启用或禁用此模块的编译。 

(四) kqueue：在 FreeBSD 4.1+，OpenBSD 2.9+，NetBSD 2.0，

Mac OS X中使用的有效方法。 

(五) epoll：在 Linux 2.6+中使用的有效方法。 

(六) /dev/poll：在 Solaris7 11/99+，HP/UX 11.22+

（eventport），IRIX6.5.15+，Tru64 UNIX5.1A+中使用的

有效方法。 

(七) eventport：在 Solaris10中使用的有效方法。 

无 

最大连接数 单个 Nginx后台进程允许的最大并发连接数。 10240 

表 9-4 负载均衡配置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名称 负载均衡策略唯一标识。 无 

允许访问资 映射 url 资源列表，如果有多个用逗号分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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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负载均衡策

略 

Nginx 集成的负载均衡策略取值有四种：RR、WRR、IP_HASH、

URL_HASH。 

(一) RR(Round-Robin)：即轮询，每个请求按时间均匀分配

到不同的后端服务器。 

(二) WRR(Weighted Round-Robin)：即加权轮询，按照权重

分配到后端服务器。权重越大，被分配的概率越大。 

(三) IP_HASH：每个请求按访问 ip的 hash结果分配请求。

这样每个访客固定访问一个后端服务器，可以解决 session

的问题。 

(四) URL_HASH：按访问 url的 hash结果来分配请求。使每

个 url 定向到同一个后端服务器，后端服务器为缓存时比

较有效。 

(五) STICKY：即会话亲和，同一个客户端请求会分配到同

一个后端服务器。 

RR 

后端目标 提供“配置”按钮，可以配置后端服务器。  

表 9-5 配置后端服务器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名称 独立实例、集群、集群实例的名称。需要勾选集群前面的勾选

框，才能显示对应的集群实例。 

无 

类型 有独立实例、集群、集群实例三种类型。 无 

服务器类型 可选值有：空、备用服务器、禁用服务器。 无 

最大失败次

数 

若在失败超时时间内连接失败的次数达到最大失败次数，则

Nginx认为该后端服务器不可用。 

无 

失败超时时

间 

若 Nginx 判断该后端服务器不可用，则在接下来的失败超时时

间内不再将请求分发给该后端服务器。单位：秒。 

无 

 

9.3 启动/停止/重启/重加载/重建 Nginx 服务 

在集群管理中心启动/停止/重启/重加载/重建 Nginx服务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负载均衡器”，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

面，选择要启动、停止、重启、重加载或重建的 Nginx 服务进行启动、停止、重

启、重加载以及重建操作。 

2)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负载均衡器”，点击要操作的负载均衡器，进

入“编辑负载均衡器”页面，点击“启动”、“停止”、“重启”或“重加载”

按钮启动、停止、重启或重加载 Nginx服务，Nginx停止时，“停止”、“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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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加载”按钮置灰。 

9.4 删除/强制删除 Nginx 服务 

在集群管理中心删除/强制删除负载均衡器： 

1) 删除 Nginx 服务的条件是 Nginx 服务已经停止，强制删除 Nginx 服务会先停止

Nginx服务然后删除。 

2)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负载均衡器”，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

面，选择要删除/强制删除/重建的实例，点击“删除”、“强制删除”按钮删除/

强制删除选择的 Nginx服务。 

9.5 高级编辑 

在集群管理中心对 Nginx服务高级编辑：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负载均衡器”，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2) 选择要编辑的 Nginx 服务，点击“高级编辑”。在“编辑负载均衡器模板”页面对

Nginx服务进行编辑。 

9.6 下载日志 

在集群管理中心下载 Nginx服务日志：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负载均衡器”，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2) 选择要下载的 Nginx服务日志，点击“下载日志”即可下载 Nginx服务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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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用户管理 

10.1 概述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用户角色分为三类：超级管理员、管理员和普通用

户，用户管理页面仅对超级管理员可见。 

1) 超级管理员：顾名思义，具有所有操作权限。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默认只提供一个超级管理员。默认用户 admin，密码 B#2008_2108#es。 

2) 管理员：对集群管理中心有操作权限，但没有管理用户权限。 

3) 普通用户：只有查看权限。 

10.2 用户列表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用户管理”，操作区域显示“用户列表”页面，显

示所有已添加到集群管理中心的用户。 

10.3 新建用户 

超级管理员在集群管理中心新建管理用户：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2) 在“用户列表”页面，点击“新建”按钮，进入“创建新用户”页面，可配置项

说明： 

表 10-1 创建新用户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用户名称 有权访问所属安全域的用户名。 

密码 用户密码。 

确认密码 再次输入用户密码。 

角色 用户的角色，有管理员和普通用户两种。 

3) 配置上用户的所有属性，点击“保存”按钮完成管理用户的创建。 

10.4 编辑用户 

超级管理员在集群管理中心编辑用户：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2) 在“用户列表”页面， 点击“用户名”链接，进入“更新用户”页面，勾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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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密码”单选框，可编辑的属性同“新建用户”中的说明，其中“用户名”为显

示项。 

3) 修改用户的属性，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的属性。 

修改密码： 

1) 用户登录集群管理中心。 

2) 在集群管理中心的右上角，点击当前用户名称超链接，弹出的框中选择“个人信息”。 

3) 在“个人信息”页面，点击“修改密码”按钮，可编辑的属性除角色外，其他同“新

建用户”中的说明，其中“用户名”为显示项。 

4) 修改用户的属性，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的属性。 

10.5 删除用户 

超级管理员在集群管理中心删除用户：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2) 勾选要删除的用户，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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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配置管理 

11.1 配置分类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配置分为节点配置，实例配置，集群配置和模板配

置。 

11.2 配置项参考 

配置项的含义与使用方法，请参考 BES9.5用户手册，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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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Jar 包管理 

12.1 概述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管理中心为独立实例和集群实例提供 Jar 包部署的

功能，由于直接在实例目录下部署Jar包操作不便，并且多个实例需要同时部署 Jar时，会

出现重复性的操作，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方便用户操作，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管理中心提供 Jar包管理的功能，用于实现对 Jar的部署和解部署操作。 

Jar包管理功能主要针对于后缀是.jar的应用。 

12.2 Jar 包管理与部署 

在集群管理中心查看 Jar包管理与部署： 

Jar包管理与部署：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Jar包管理”，查看 Jar包管理与部署页面。显示当

前已经部署的 Jar包名称和部署目标状态。 

12.2.1  部署 Jar 包 

在集群管理中心部署 Jar包：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Jar包管理”，进入“Jar包管理与部署”页面，

点击“部署 Jar包”按钮。 

2) 操作区出现部署向导，步骤说明： 

a) 选择部署 Jar包位置 

分发模式部署 

1) 分发模式是将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上的 Jar 包分发到部署

目标上，如果 Jar包已经上传至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则直

接在页面查找并勾选想要部署的应用，若未上传，则点击页面中“上传

文件”链接，选择要上传的文件，点击“确定”完成文件上传。 

2)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部署目标页面。 

b) 选择部署目标 

选择要部署的目标，包括多个集群或者独立实例，然后点击“下一步”按

钮。 

c) 配置部署属性 

各配置项说明请见表 12-1：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用户手册  第 12 章 Jar 包管理 

Beijing Baolande Software Corporation  36 

表 12-1 部署 Jar 包属性配置项 

配置项名称 说明 默认值 

Jar包名字 默认为 Jar包名称，如部署 TestEJB.jar，

则为 TestEJB。 

Jar包名称 

Jar 包存放

位置 

Jar 包部署到目标的相对路径，相对于

${com.bes.instanceRoot}。默认值：lib。 

lib 

确认属性配置正确，点击“保存”按钮完成 Jar包部署。 

12.2.2  解部署 Jar 包 

在集群管理中心解部署 Jar包： 

1)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Jar包管理”，右侧显示“Jar包管理与部署”页

面。 

2) 勾选要解部署的 Jar包，点击“解部署 Jar包”按钮解部署 Jar包，即删除了 Jar

包的配置以及 Jar包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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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组件升级 

13.1 概述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管理平台对于 Nginx 打补丁的方式采取重建方式，

如果需要更新 Nginx，只需要替换或者添加产品的 BES_HOME/media/中相关的包即可。 

13.2 Nginx 升级 

按照如下步骤对 Nginx进行升级： 

1) 替 换 当 前 BES_HOME/media/ 下 的 Nginx 介 质 ， 命 名 规 则 参 考

NGINX-1.14.0-64.tar.gz。 

2) 重启集群控制台。 

3) 停止 Nginx，然后在“负载均衡器”-->“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勾选想要升级

的负载均衡器，点击“重建”按钮即可，重建时选择相应的负载均衡器版本号。 

用户可以自行选择部分升级还是全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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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实例升级 

14.1 关于补丁包 

当实例发布新的特性时，有时会以补丁包的形式发布，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提供了补丁的升级命令 patch --instance、回滚命令 revert --instance和管理控

制台实例补丁管理。 

实 例 补 丁 包 都 以 zip 文 件 形 式 存 在 ， 并 符 合 固 定 的 命 名 规 则 ， 如

BES9.5.1.5590.001.zip。 

补丁的命名规则与补丁包基本一致，但以 jar 文件形式存在，并以 V 开头，如

V9.5.1.5590.001.jar。详细规则请参考实例的用户手册。 

14.2 补丁管理 

14.2.1  控制台升级/回滚补丁 

1) 将实例补丁文件放到 BES_HOME/media/instancepatch 目录中。 

2) 启动要升级/回滚的实例所在节点，停止实例。（节点必须启动，否则无法升级/回

滚补丁。） 

3)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实例升级”，操作区域显示“实例补丁管理列

表”页面，显示所有实例名称、类型、实例状态、实例版本和实例位置。 

4) 勾选要升级的实例单选框，点击“应用补丁”按钮，弹出“应用补丁”操作页面。 

5) 在“应用补丁”操作页面，可以看到刚才放到 instancepatch目录中的补丁，选择

要升级的补丁文件，点击“应用”按钮。待页面提示：“应用补丁实例 XX成功！”，

即代表升级补丁成功。 

6) 如果要回滚补丁，则只需点击“回滚补丁”按钮，在弹出的“回滚补丁”操作页面，

选择要回滚的版本，点击“回滚”按钮即可。 

注意：回滚补丁页面的“无补丁”代表回滚所有已升级的补丁。 

14.2.2  CLI 升级/回滚补丁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的 iastool 工具提供了 patch --instance 和

revert --instance命令来升级/回滚实例补丁。 

1) 将实例补丁文件放到 BES_HOME/media/instancepatch 目录中。 

2) 启动要升级/回滚的实例所在节点，停止实例。（节点必须启动，否则无法升级/回

滚补丁。） 

3) 使用如下命令升级补丁： 

Windows： 

BES_HOME/bin/iastool.bat patch --instance --patch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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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9.5.1.5590.001.zip ins1,ins2... 

Linux/Unix： 

BES_HOME/bin/iastool patch --instance --patchnames BES9.5.1.5590.001.zip 

ins1,ins2... 

注意：如果不指定--patchnames 参数，则默认升级 instancepatch 目录下的所有

补丁。 

4) 使用如下命令回滚补丁： 

 Windows： 

BES_HOME/bin/iastool.bat revert --instance --patchversionname 

BES9.5.1.5590.001 ins1,ins2... 

Linux/Unix： 

BES_HOME/bin/iastool revert --instance --patchversionname 

BES9.5.1.5590.001 ins1,ins2...   

注意：如果不指定--patchversionname 参数，则默认回滚所有已升级的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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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节点升级 

15.1 关于补丁包 

当节点发布新的特性时，有时会以补丁包的形式发布，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提供了补丁包的升级命令 patch --node和回滚命令 revert --node，节点补丁工具

patch和管理控制台节点补丁管理。 

节 点 补 丁 包 都 以 zip 文 件 形 式 存 在 ， 并 符 合 固 定 的 命 名 规 则 ， 如

BESNODE9.5.1.5590.001.zip。 

补丁的命名规则与补丁包基本一致，但以 jar 文件形式存在，并以 V 开头，如

V9.5.1.5590.001.jar。 

15.2 补丁管理 

15.2.1  控制台升级/回滚 

1) 将节点补丁文件放到 BES_HOME/media/nodepatch目录中。 

2) 停止要升级/回滚的节点。 

3) 在集群管理中心左侧导航区点击“节点升级”，操作区域显示“节点补丁管理列

表”页面，显示所有节点名称、节点状态、节点版本和节点位置。 

4) 勾选要升级的节点单选框，点击“应用补丁”按钮，弹出“应用补丁”操作页面。 

5) 在“应用补丁”操作页面，可以看到刚才放到 nodepatch目录中的补丁，选择要升

级的补丁名称，点击“应用”按钮。待页面提示：“应用补丁节点 XX 成功！”，即代

表升级补丁成功。 

6) 如果要回滚补丁，则只需点击“回滚补丁”按钮，在弹出的“回滚补丁”操作页面，

选择要回滚的版本，点击“回滚”按钮即可。 

注意：回滚补丁页面的“无补丁”代表回滚所有已升级的补丁。 

15.2.2  CLI 升级/回滚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的 iastoo 工具提供了 patch --node 和 revert 

--node命令来升级/回滚补丁。 

1) 将节点补丁文件放到 BES_HOME/media/nodepatch目录中。 

2) 停止要升级/回滚的节点。 

3) 使用如下命令升级补丁： 

Windows： 

BES_HOME/bin/iastool.bat patch --node --patchnames 

BESNODE9.5.1.5590.001.zip node1,node2... 

Linux/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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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_HOME/bin/iastool patch --node --patchnames BESNODE9.5.1.5590.001.zip 

node1,node2... 

注意：如果不指定--patchnames参数，则默认升级 nodepatch目录下的所有补丁。 

4) 使用如下命令回滚补丁： 

Windows: 

BES_HOME/bin/iastool.bat revert --node --patchversionname 

BESNODE9.5.1.5590.001 node1,node2... 

Linux/Unix 

BES_HOME/bin/iastool revert --node --patchversionname 

BESNODE9.5.1.5590.001 node1,node2... 

注意：如果不指定--patchversionname 参数，则默认回滚所有已升级的补丁。 

15.2.3  节点补丁工具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提供了节点补丁工具 patch来升级节点。 

使用方式参考 PATCH 命令章节，唯一不同的是 patch 命令在节点的 NODE_HOME/bin 目

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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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控制台补丁管理 

16.1 关于补丁包 

当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发布新的特性时，有时会以补丁包的形式发布，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提供了补丁包的安装工具 BES Patch，将补丁包安装到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上。 

16.2 命名规则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补丁包都以 zip 文件形式存在，并符合固定的命名

规则，如 BESCLUSTER-9.5.1.5590.001.zip。 

补丁的命名规则与补丁包基本一致，但以 jar 文件形式存在，并以 V 开头，如

V9.5.1.5590.001.jar。 

具体命名规则如下： 

表 16-1 补丁命名规则  

版本号 说明 示例 

第一位版本号 代表软件更新换代。 如 V9.5.1.5590 

第二位版本号 软件有计划的大的功能升级。 如 V9.5.1.5590 

第三位版本号 软件有计划的小的功能升级。 如 V9.5.2.5590 

第四位版本号 发布的 ID编号。 如 V9.5.1.5590 

在版本号后加小

版本加 T 

临时紧急客户补丁编号。 如

V9.5.1.5590.001.T001 

在版本号后加小

版本 

正式紧急客户补丁编号。 如 V9.5.1.5590.001 

16.3 PATCH 命令 

在 BES_HOME/bin 目录下，运行 patch.bat(Windows)或./patch(Linux/Unix)命令： 

1) 多个指定的 jar 包一起打补丁，多个 jar 文件之间使用操作系统的系统分隔符分

隔： 

Windows：输入 patch.bat -jar file1[;fi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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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Unix：输入./patch -jar file1[:file2…] 

2) 多个指定的目录下的文件一起打补丁，多个目录之间使用操作系统的系统分隔符

分隔： 

Windows：输入 patch.bat -path path1[;path2…] 

Linux/Unix：输入./patch -path path1[:path2…] 

3) 列出所有已经安装的补丁： 

Windows：输入 patch.bat -list 

Linux/Unix：输入./patch -list 

4) 回退到某个生效的补丁，可以通过 patch -list命令查看已经安装的补丁： 

Windows：输入 patch.bat -revert patchVersion 

Linux/Unix：输入./patch -revert patchVersion 

如：回退到 1号正式补丁，1号补丁之后的补丁所作的修改将被回退： 

patch.bat -revert BESCLUSTER-9.5.1.5590.001 

5) 回退掉所有已经安装的补丁： 

Windows：输入 patch.bat -revert 

Linux/Unix：输入./patch -revert 

6) 补丁进程如果被意外终止，如：断电、内存溢出等情况，下次运行 patch命令时程

序会自动检测备份信息，并回退掉上次安装过程被异常中断的补丁。 

7) 如果执行 patch命令安装补丁过程中，需要安装的补丁包的优先级小于最大已安装

的补丁优先级，则该补丁将被过滤而不会被安装。如： 

>> patch.bat -jar BESCLUSTER-9.5.1.5590.002.zip 

Patch D:\patch\ BESCLUSTER-9.5.1.5590.002.zip is applied successfully. 

>> patch.bat -jar BESCLUSTER-9.5.1.5590.001.zip 

BESCLUSTER-9.5.1.5590.001.zip has been applied already, which will be 

ignore. 

16.3.1  补丁种类 

补丁分以下几种： 

1) 临时紧急客户补丁：如 V9.5.1.5590.001.T001。 

2) 正式紧急客户补丁：如 V9.5.1.5590.001。 

16.3.2  过滤和排序 

未来可能会出现很多临时和正式补丁，这些补丁并不需要用户关心和整理，补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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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行判断哪些补丁应该生效。 

具体过滤和排序机制如下：(示例中 <= 表示共存但有序 >> 表示过滤) 

1) 基于同一个正式版本的多个补丁，只有一个补丁生效。 

2) 生效序列为：正式补丁 >> 高版本临时补丁 >> 低版本临时补丁。 

如：Vxxx.001 >> Vxxx.001.T002 >> Vxxx.001.T001 

3) 基于不同正式版本的非累计补丁，不互相影响，但要按照正式版本由小到大的顺

序应用补丁。 

如：Vxxx.003.T001 <= Vxxx.002.T002 <= Vxxx.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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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提供命令行脚本管理工具 iastool，本工具提供了集

群管理中心的部分功能。iastool 工具的命令带有一系列的参数，参数包括可选参数和必

选参数。 

使用 iastool工具执行命令有两种方式： 

1) 命令行执行：在命令行上直接输入命令，格式说明： 

iastool 命令名 [可选参数 1] [可选参数 2]…必选参数 1… 

2) iastool 交互式界面执行：在命令行上直接输入命令，先进入 iastool 的交互界

面，然后在 iastool的交互界面上输入命令和参数，格式说明： 

iastool> 命令名 [可选参数 1] [可选参数 2] …必选参数 1…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提供的所有命令列表： 

使用 help 可以查看各个命令的具体用法。命令用法中，用方括号括起来的参数为可选

参数，未设定可选参数的值，则使用其缺省值。 

表 所有命令列表 

命令名称 命令说明 

list --commands 列出所有可用的命令。 

create --password-file 创建密码文件。 

create --instance 创建实例。 

create --batch-instance 批量新建实例。 

list --instances 列出所有实例。 

delete --instance 删除实例。 

start --instance 启动实例。 

restart --instance 重启实例。 

stop --instance 停止实例。 

create --cluster 创建集群。 

list --clusters 列出所有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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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cluster 删除集群。 

start --cluster 启动集群。 

restart --cluster 重启集群。 

stop --cluster 停止集群。 

create --node 创建节点。 

install --node 安装节点。 

update --node 修改节点信息。 

list --nodes 列出所有节点。 

delete --node 删除节点。 

start --node 启动节点。 

stop --node 停止节点。 

create --nginx 创建负载均衡器。 

update --nginx 修改负载均衡器信息。 

list --nginxs 列出所有负载均衡器。 

delete --nginx 删除负载均衡器。 

rebuild --nginx 重建负载均衡器。 

reload --nginx 重加载负载均衡器。 

restart --nginx 重启负载均衡器。 

start --nginx 启动负载均衡器。 

stop --nginx 停止负载均衡器。 

create --template 创建模板。 

update --template 修改模板信息。 

list --templates 列出所有模板。 

delete --template 删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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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machine 创建主机。 

update --machine 修改主机信息。 

list --machines 列出所有主机。 

delete --machine 删除主机。 

create --user 创建用户。 

update --user 更新用户。 

list --users 列出所有用户。 

delete --user 删除用户。 

stop --manager 停止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list --managers 显示服务器的状态。 

help BES应用服务器管理任务的帮助说明。 

get 获取属性值。 

set 设置属性值。 

version 显示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的版本，

包括主版本和构建版本，如果打了补丁，则还会显

示打补丁的时间，补丁的版本号。 

deploy 部署应用程序包到集群和独立实例上。 

undeploy 解部署系统中的应用。 

create --application-ref 创建部署目标。 

delete --application-ref 删除部署目标。 

enable --application 启用已经部署的应用。 

disable --application 禁用已经部署的应用。 

list --applications 列出已部署应用的配置信息。 

upload 上传应用至 BES Application Server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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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system-properties 新建系统属性。 

update --system-properties 更新系统属性。 

delete --system-properties 删除系统属性。 

list --system-properties 列出已有系统属性。 

create 

--encrypted-system-properties 

新建加密系统属性。 

update 

--encrypted-system-properties 

更新加密系统属性。 

delete 

--encrypted-system-properties 

删除加密系统属性。 

list --encrypted-system-properties 列出已有加密系统属性。 

update --java-config 修改 JAVA配置参数。 

list --java-configs 列出 JAVA配置参数。 

create --jvm-options 新建 JVM 启动时参数。 

update --jvm-options 修改 JVM启动时参数。 

list --jvm-options 列出已有 JVM启动时参数。 

delete --jvm-options 删除 JVM 启动时参数。 

update --jmx-connector 修改 JMX 监听器配置。 

list --jmx-connectors 列出 JMX 监听器配置。 

list --jndi-entries 查看 JNDI树。 

update --auto-deploy 修改自动部署配置。 

list --auto-deploys 列出自动部署配置。 

update --http-service 修改 HTTP服务配置。 

list --http-services 列出 HTTP服务配置。 

update --access-log 修改 HTTP服务的访问日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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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access-logs 列出 HTTP服务的访问日志配置。 

update --cookie-processor 修改 HTTP服务的 cookie-processor元素配置。 

list --cookie-processors 列出 HTTP服务的 cookie-processor元素配置。 

update --jar-scanner 修改 HTTP服务的 jar-scanner元素配置。 

list --jar-scanners 列出 HTTP服务的 jar-scanner元素配置。 

update --jar-scan-filter 修改 HTTP服务的 jar-scan-filter元素配置。 

list --jar-scan-filters 列出 HTTP服务的 jar-scan-filter元素配置。 

create --http-listener 新建 HTTP监听器。 

update --http-listener 修改 HTTP监听器配置。 

delete --http-listener 删除 HTTP监听器。 

list --http-listeners 列出 HTTP监听器配置。 

update --http-protocol 修改 HTTP监听器的 HTTP属性配置。 

list --http-protocols 列出 HTTP监听器的 HTTP属性配置。 

update --ssl 修改 HTTP监听器或者 JMX监听器的 SSL配置。 

update --gmssl 修改 HTTP监听器的国密通道配置。 

list --ssls 列出 HTTP监听器或者 JMX监听器的 SSL配置。 

list --gmssls 列出 HTTP监听器的国密通道配置。 

update --keep-alive 修改 HTTP监听器的 Keep-Alive属性。 

list --keep-alives 列出 HTTP监听器的 Keep-Alive属性。 

create --virtual-server 新建虚拟主机。 

update --virtual-server 修改虚拟主机配置。 

delete --virtual-server 删除虚拟主机。 

list --virtual-servers 列出虚拟主机配置。 

update --single-sign-on 修改虚拟主机单点登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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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single-sign-ons 列出虚拟主机单点登录配置。 

create --session-manager 新建 Session 管理器。 

update --session-manager 修改 Session 管理器配置。 

list --session-managers 列出 Session 管理器配置。 

delete --session-manager 删除 Session管理器。 

create --jdbc-resource 新建 JDBC资源。 

update --jdbc-resource 修改 JDBC资源配置。 

delete --jdbc-resource 删除 JDBC资源。 

list --jdbc-resources 列出 JDBC资源配置。 

ping --jdbc-resource 判断 JDBC资源是否可用。 

create --mail-resource 新建 JavaMail资源。 

update --mail-resource 修改 JavaMail资源配置。 

delete --mail-resource 删除 JavaMail资源。 

list --mail-resources 列出 JavaMail资源配置。 

create --thread-pool 新建线程池。 

update --thread--pool 修改线程池。 

delete --thread-pool 删除线程池。 

list --thread-pools 列出线程池配置。 

create --auth-realm 新建安全域。 

update --auth-realm 修改安全域配置。 

delete --auth-realm 删除安全域。 

list --auth-realms 列出安全域配置。 

update --credential-handler 修改安全域 credential-handler元素配置。 

list --credential-handlers 列出安全域 credential-handler元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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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file-user 新建文件用户。 

update --file-user 修改文件用户。 

delete --file-user 删除文件用户。 

list --file-users 列出文件用户。 

update --log-service 修改日志服务配置。 

list --log-services 列出日志服务配置。 

create --log-level 新建日志模块。 

update --log-level 修改日志模块配置。 

delete --log-level 删除日志模块。 

list --log-levels 列出日志模块配置。 

get --config-content 获取指定目标的配置信息。 

update --config-content 修改指定目标的配置信息。 

patch --instance 升级实例补丁。 

revert --instance 回退实例补丁。 

patch --node 升级节点补丁。 

revert --node 回退节点补丁。 

deploy --jar 上传 jar 包到实例。 

create --jar-ref 创建 jar 包引用。 

delete --jar-ref 删除 jar 包引用。 

config --node 修改节点密码。 

update --session-id-generator 修改 session-id-generator元素配置。 

list --session-id-generators 列出 session-id-generator元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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