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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I. 快速开始指南 

第一章 关于本快速入门指南 

本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简称 AAS）V10 产品

安装、启动、卸载、管理与使用等基本操作，为用户快速使用本产品提供指

导。 

1.1. 基本介绍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为复杂应用提供了一个简便、快速的开发和运行平

台，对于分布式的企业级应用，提供了易扩展、可伸缩和高安全性等特性。下

面将介绍 Apusic 应用服务器的体系结构及其提供的服务和功能，从而展示

Apusic 应用服务器对开发大型应用系统的支持能力。 

1.2. 相关资源 

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提供不同的安装包，也提供

适合各个操作系统解压即用的 zip 格式的产品包。 

更多信息，可以访问金蝶天燕官方网站 http://www.apusic.com 获取。 

1.3. 基本概念 

在正确使用应用服务器来部署、管理应用之前，需要先理解以下几个基本

概念： 

1.服务器 

服务器是应用服务器的物理部署单元。直观的来说，是应用服务器在一台

用户机器上的一个物理安装。 

2.域（domain） 

http://www.ap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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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是指作为一个单元来管理的并相互关联的一组服务器资源。一个域可以

包含一个或多个独立服务器，还可包含服务器集群，它们共享一套公用配置，

并使用扩展标记语言 XML 定义，配置文件名为 domain.xml，存放在

DOMAIN_HOME/config/目录中。域是一个完整的管理单元，当向域里部署应

用时，该应用只能部署到域之内的服务器上。如果域中包含集群，那么集群中

的所有服务器都必须属于同一个域。 

通过域，部署在不同物理位置上的服务器实例，可以共享一套公用配置，

同时，可以在一个节点上统一管理多个服务器实例，这使得应用服务器的部署

和管理变得简单和灵活。 

3.服务器实例（instance） 

一个服务器实例是 Java 平台上（Java 虚拟机或 JVM 机器）的单个虚拟

机，它运行在服务器的单个节点上。服务器实例构成了应用部署的基础。实例

是构建集群、负载均衡和服务器会话持久性中的重要构件。每个实例属于单个

域并且有自己的目录结构、配置和部署的应用。每个实例包含了一个到节点的

引用。 

4.节点（node） 

每个节点对应一台装有应用服务器软件的主机，应用服务器实例所在的主

机上必须存在一个对应的节点。节点配置信息包含主机名称，以及应用服务器

安装在主机上的位置。 

5.集群（cluster） 

集群是多个服务器实例的一个逻辑实体的集合，它们共享相同的应用程

序、资源以及配置信息。不管服务器实例是在同一台主机或不同的主机上，应

用服务器都可以在单个主机上将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管理。 

1.4. 默认路径和文件名 

下表介绍了在本书中使用的默认路径和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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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默认值 

JAVA_HOME Java 环境变量   

APUSIC_HOME 

Apusic 服务

器的安装目录

名 

Linux 安装： 

安装包解压路径/ApusicAS/aas 

Windows 的安装： 

安装包解压路径\ApusicAS\aas 

DOMAIN_HOME 域主目录 APUSIC_HOME/domains/[domainname] 

1.4.1. 默认管理值以及端口 

下表列出了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 V10 的默认管理值和各端口的默认值。 

默认管理值： 

名称 默认值 

域名 mydomian 

asadmin 命令行实用程序 APUSIC_HOME/bin 

配置文件 DOMAIN_HOME/config 

日志文件 DOMAIN_HOME/logs 

默认端口： 

功能模块 端口 

管控端口 6848 

HTTP 端口 6888 

HTTP SSL 端口 6887 

IIOP SSL 端口 6838 

IIOP MUTUALAUTH 端口 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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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S 端口 6876 

IIOP 端口 6837 

JMX 端口 6886 

OSGI SHELL 端口 6866 

JAVA DEBUGGER 端口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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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与使用 

2.1. 安装前准备 

2.1.1. 获取安装包 

从 http://www.apusic.com 下载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 安装包，或

从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 产品光盘中获得相应的安装包文件。 

2.1.2. 支持的操作系统 

平台类型 系统类型 

Linux 

国产操作系统:如银河麒麟系列、中标麒麟系列、

普华、中科红旗、深度等 

RedHat 系列 

CentOS 

Suse Linux 系列 

Windows 

Windows 7 系列 

Windows 8 系列 

Windows 10 系列 

Windows 2003 系列 

Windows 2008 系列 

Windows 2012 系列 

Unix 

HP Unix 系列 

IBM AIX 系列 

Solaris 系列 

http://www.apusic.com/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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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支持的 JDK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所支持的 JDK 及版本： 

• Oracle JDK 8+ 

• Open JDK 8+ 

• IBM JDK 8+ 

2.1.4. 系统要求 

系统/组件 系统要求 

JDK JDK1.8 及以上版本 

内存 2GB+ 

硬盘空间 10GB+ 

浏览器 IE9 及以上，FireFox,Chrome 

2.2. 开始安装 

安装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之前，需确保 Java 运行环境已安装并配置好

了。 

2.2.1.  Windows 下安装 

方式一：直接解压安装包 AAS-V10.zip  

方式二：执行 AAS-V10.exe 开启图形化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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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Linux 下安装 

方式一： 

1）将 AAS-V10.zip 放置服务器某一位置，如/opt/AAS 

2）进入目录，如/opt/AAS，执行命令 unzip AAS-V10.zip，解压安装包，得

到有目录 ApusicAS/ 表示完成安装。 

方式二: 

在图形化界面进行图形化安装 

       Chmod 755 AAS-V10.bin 

       执行 AAS-V10.bin 文件开启图形化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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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启动和停止默认域 

安装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 V10 时，自带默认域 mydomain。以下过程描

述了 mydomain 当它是唯一的域时如何启动和停止。 

2.3.1. 启动默认域 

必须在启动域之前确保已安装了 Apusic 应用服务器 V10。 

执行 asadmin start-domain 命令启动默认域 mydomain： 

在 APUSIC_HOME/bin 路径下执行（如果存在多个域，则需要输入域的名

称，如 mydomain） 

asadmin start-domain 

该命令启动默认域 mydomain。 

◼ 注：首次启动时需要设置 3 个管理员密码 

 

2.3.2. 停止默认域 

执行 asadmin stop-domain 命令停止默认域 my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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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USIC_HOME/bin 路径下执行 

asadmin stop-domain 

该命令停止默认域 mydomain。 

tips：要确定域是否正在运行，请使用以下 asadmin list-domains 命令： 

APUSIC_HOME/bin/asadmin list-domains 

 

2.4. 启动管理控制台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管理控制台提供用于配置，管理和监视的界面化统

一管理配置平台，支持本地及远程访问管理控制台。 

在开始之前必须至少启动一个 Apusic 应用服务器域，并且设置管理员密

码。 

1、在浏览器中键入 URL： 

https://ip:6848 

2、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admin）,密码（启动时设置的）进行登录 

 

2.5. 应用部署访问与取消部署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 V10 提供 3 种部署应用的方式：命令行部署、自

动部署以及管控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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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命令方式部署与取消部署 

2.5.1.1. 命令行命令方式部署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 V10 提供 asadmin 命令用于执行以下与部署相关

的任务的命令。 

在开始此任务之前，必须至少启动一个域。 

1、运行 asadmin deploy 命令。 

2、在 APUSIC_HOME/bin 路径下执行 

asadmin deploy war-name 

如部署 testweb.war 示例，命令如下： 

APUSIC_HOME/bin/asadmin deploy dir/testweb.war 

3、从命令行列出已部署的应用程序 

运行 asadmin list-applications 命令： 

APUSIC_HOME/bin/asadmin list-applications 

4、访问应用 

本地访问：http://localhost:6888/应用上下文路径 

远程访问：https://ip:6887/应用上下文路径  

2.5.1.2. 命令行方式取消部署 

运行 asadmin undeploy 命令。 

在 APUSIC_HOME/bin 路径下执行 

asadmin undeploy war-name 

对于 war-name，请使用文字 testweb，而不是全 testweb.war 名。 

如取消部署 testweb.war 示例，命令如下： 

APUSIC_HOME/bin/asadmin undeploy testweb 

https://ip:6887/contextpath
https://ip:6887/context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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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自动部署与取消部署 

2.5.2.1. 自动部署应用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 V10 的每个域下面提供自动部署路径 autodeploy，

服务器会检测该路径下的应用文件，进行实时自动部署。 

1、在开始此任务之前，必须至少启动一个域。 

将应用程序如 testweb.war 拷贝到 DOMAIN_HOME/autodeploy 目录下即可

进行部署 

2、从命令行列出已部署的应用程序情况 

运行 asadmin list-applications 命令： 

APUSIC_HOME/bin/asadmin list-applications 

3、访问应用 

本地访问：http://localhost:6888/应用上下文路径 

远程访问：https://ip:6887/应用上下文路径  

2.5.2.2. 自动取消部署应用 

切换到域的 autodeploy 目录。 

cd  DOMAIN_HOME\ autodeploy 

删除示例应用程序文件,取消部署并删除该应用程序,取消部署后应用状态会

变成 undeployed。 

在 UNIX，Linux 和 Mac OS X 系统上，键入以下命令： 

rm testweb.war 

在 Windows 系统上，键入以下命令： 

del testweb.war 

2.5.3. 管控上部署与取消部署 

2.5.3.1. 管控上部署应用 

https://ip:6887/contextpath
https://ip:6887/context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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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 V10 管理控制台提供应用部署功能。 

在开始此任务之前，必须至少启动一个域，并且需要能够访问管控。 

1.访问并登陆管控，在应用程序界面进行应用的部署，压缩文件和文件夹

的形式部署。 

 

通过管理应用列表可以查看到部署的应用以及应用的信息和状态等。 

 

2.5.3.2. 访问应用 

在部署了应用程序之后，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应用程序，操作步骤如下： 

1、在应用程序列表中的操作列中点击【访问】； 

2、在弹出页面中，选择【链接】栏目中任一 URL 地址均可访问应用。访

问页面如下图： 

 

2.5.3.3. 管控上取消部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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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管控，单击左侧树中的“应用程序”节点。将显示“应用程序”页

面。 

1、选中需要取消部署的应用程序旁边的复选框。 

2、删除或禁用该应用程序。 

➢ 要删除该应用程序，请单击“取消部署”按钮。 

➢ 要禁用该应用程序，请单击“禁用”按钮。 

2.6. 数据源管理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数据源遵循 JDBC 规范，支持多种数据库，不仅支

持 Oracle、MySQL、DB2、Derby、Sybase、SQL Server、PostgreSQL 等主流数

据库，还支持达梦、神州通用、人大金仓等国产数据库。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中 JDBC 连接池功能用于创建数据库连接，JDBC

资源功能将 JDBC 连接池配置成应用程序可调用的资源。在这里我们以 mysql

数据库、资源类型为 java.sql.Driver 为例，演示数据源的创建管理。 

2.6.1. 创建 JDBC 连接池 

创建 JDBC 连接池的操作步骤如下： 

1、登录管理控制台，访问资源->JDBC->JDBC 连接池，进入 JDBC 连接池

列表页面。 

点击【新建】按钮进行新建数据库连接池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14页 

2、填写数据库连接池相应信息  

在第一步【常规设置】中： 

➢ 连接池名称：mysql（在创建 JDBC 资源时需要根据此属性进行绑定，

名称自定义） 

➢ 资源类型：java.sql.Driver（根据连接驱动方式选择） 

➢ 数据库驱动程序提供商：MySql（可以不选择，不选择时下一步的“驱

动程序类名称”需要手动填写） 

 

在第二步页面下方【其他属性】中，上传数据库驱动,填入数据库属性参

数， 

数据库驱动包上次到${APUSIC_HOME}/domains/mydomain/lib/ext 目录

下，如果数据源被其他的独立实例和集群使用，会自动拷贝数据源驱动到独立

实例和集群实例的相应的目录下。 

填写带*的必填信息 

➢ URL：根据数据库填写，如 mysql 的是：jdbc:mysql://ip:port/database 

➢ 用户名：访问数据库的用户名，如 root 

➢ 口令：访问数据库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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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JDBC 驱动包：选择数据库的驱动包，点击“上传”。首次连接该

类型的数据库必须要上传驱动包 

 

如果在第一步选择了“数据库驱动程序供应商”，第二步会自动显示个别

默认信息 

➢ 驱动程序类名称：mysql 默认是 com.mysql.cj.jdbc.Driver（mysql 的驱动

包版本为 8 以上选择该项），可以点击下拉框选择其他驱动程序类名称，

如 com.mysql.jdbc.Driver 

➢ 主机：数据库所在的 ip 地址 

➢ 端口：数据库的端口 

➢ 数据库名：连接的数据库名称 

 

◼ 注：访问数据库的用户需要开启远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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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库连接池填写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进行保存，可以在列表中查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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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创建 JDBC 资源 

创建成功 JDBC 连接池以后，按照以下步骤创建 JDBC 资源。 

登录管理，访问资源->JDBC->JDBC 资源，点击【新建】按钮  

 

新建 JDBC 资源页面进行配置 

➢ JNDI 名称：应用程序对应的 JNDI 名称 

➢ 连接池名称：选择对应的连接池 

➢ 目标：选择 jndi 资源应用在的目标，如果没有集群或独立实例，默认应

用在 server 中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保存，保存成功后可以在列表中查

看。部署应用程序后，应用程序会自动匹配对应的 jndi 资源名称连接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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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常用主要参数调整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管控提供常见参数的统一配置，如 JVM 参数、线

程池设置、JDBC 连接池、http 连接池设置、日志相关参数等设置，可以对集

群、服务实例等做统一的配置，配置路径为：配置->server-config（或集群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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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删除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在删除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之前，请停止以下过程： 

➢ 所有域名和其他相关流程 

➢ 命令提示使用安装目录或其子目录 

 

使用属于 Java 平台标准版（Java SE）的文件的任何应用程序 

方式一：删除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安装包解压安装目录。 

方式二：Windows 下执行 Uninstall_ApusicAS.exe 开启图形化卸载 

Linux 下执行 UnInstall_AAS-V10 开启图形化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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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II. 管理控制台使用指南 

摘要： 

Apusic 应用服务器是符合企业级规范的应用服务器，提供了诸如集群、负

载均衡，独立实例，数据库连接池，事务处理服务以及相关资源如数据资源、

应用资源等功能。Apusic 提供了基于 Web 界面形式的管理控制台，管理和配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一般通过 Apusic 管理控制台来进行，本部分文档将描述如

何通过 web 管理控制台对 Apusic 应用服务器进行集中管理，配置和调控。  

本文档假定用户熟悉基本的 XML 知识。对于 JavaEE8 规范中的事务、命

名服务、消息和 JDBC 等服务和规范有基本了解。 

Apusic 应用服务器采用三员分立的管理功能，达到不同角色用户之间的分

工合作以及制衡约束： 

1.系统管理员（sysadmin）：主要负责账户的建立、删除及系统的日常维护

工作，建立的系统账户应确保在系统中的惟一性，账户列表不被非授权访问,系

统默认自带一个系统管理员用户 admin。 

2.安全保密管理员(security)：主要负责系统的日常安全保密管理工作，包括

用户账户授权以及应用系统所产生日志的审查分析，系统默认自带一个安全保

密管理员用户 secure。 

3.安全审计员(auditor)：主要负责对系统管理员、安全管理员的操作行为进

行审计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以及时发现违规行为，并定期向系统安全保密管

理机构汇报相关情况,系统默认自带一个安全审计员员用户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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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进入 Apusic 管理监控台 

4.1. 进入到登录界面 

首先，打开一个浏览器，推荐 Chrome、IE 或者 firefox。  

浏览器要求：IE9+、FireFox4+、Chrome12+，建议使用 Chrome15 以上版

本。 

浏览器上输入以下 URL：https://serverIP:serverPort/。其中 ServerIP 和

ServerPort（默认为 6848）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如 https://172.20.51.145:6848 进

入到管理监控台登录页面： 

 

4.2. 登录到管理监控首页 

输入用户名、初始密码，点击“登录”，进入首页。 

此界面显示的信息有监视数据、部署、资源、管理的快捷调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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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域管理 

使用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对域管理相关属性进行设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安装完成后自带了一个域管理服务器(DAS),可以单独作

为 web 应用容器管理资源，也可以用于管理本地以及远程服务器上的的 web 容

器实例。 

 

5.1. 域属性 

使用“域属性”页面为 Apusic 应用服务器设置高级域属性。 

“域属性”页面包含以下选项： 

启动 DAS 之后加载控制台：启动服务器后加载管理控制台。这可能影响服

务器使用的资源, 但是, 这会缩短管理控制台的访问时间。 

➢ 宕机重启开关：开启后，如果有实例宕机，会自动重启。默认不开启 

➢ 检测时间间隔：进行实例宕机检测的时间间隔，如设置为 60s，表示每

60 秒检测一次 

➢ domain.xml 文件的修改位置为：<domain check-instance-time="60"> 

</domain> 

➢ 应用程序根路径：已部署应用程序所在目录的完整路径。 

➢ 默认值为${com.apusic.aas.instanceRoot}/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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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志文件根路径：标识服务器日志文件的保存位置。默认值为

${com.apusic.aas.instanceRoot}/logs。 

➢ 区域设置：是指定语言和区域的特定组合的标识符。例如，中国语言环

境是 zh-CN，美国英语的语言环境是 en_US。  

 

5.2. 应用程序配置 

使用“应用程序配置”页面设置属性，以帮助确保检测到已部署应用程序

的更改并重新加载已修改的类。 

 

“应用程序配置”页面包含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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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载默认：用于将默认值恢复为默认值的设置的按钮。没有更改默认值

的设置。 

➢ 重新加载：如果启用此选项，则会动态重新加载已修改的类。服务器会

定期检查部署目录中的更改，并自动，动态地重新部署应用程序。这在开

发环境中很有用，因为它允许快速测试代码更改。但是，在生产环境中，

动态重新加载可能会降低性能。此外，每当重新加载完成时，该传输时间

的会话将变为无效。客户端必须重新启动会话。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项。 

➢ 重新加载轮询间隔：标识服务器检查已部署的应用程序和模块中的代码

更改的频率。默认值为 2。 

➢ 管理会话超时：标识管理控制台超时之前不活动的分钟数，您必须再次

登录。默认值为 60。 

➢ 自动部署：如果启用此选项，则会自动部署 auto-deploy 目录中的应用

程序。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项。 

➢ 自动部署轮询时间间隔：指定服务器检查自动部署目录以查找应用程序

或模块更改的频率。更改轮询间隔不会影响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所需的时

间。默认值为 2。 

➢ 自动部署重试超时：指定在发生错误之前，部分复制的文件的大小可以

保持不变的秒数。默认值为 4。 

➢ 自动部署目录：标识要监视的目录以自动部署应用程序。默认值为

domain-dir/autodeploy。 

➢ XML 验证：指定要在标准和 Apusic 应用服务器部署描述符上执行的

XML 验证的类型。类型可以是以下任何一种： 

✓ 完全：如果 XML 验证失败，则部署失败。该值是默认值。 

✓ 解析：报告 XML 验证错误，但继续部署。 

✓ 无：不执行 XML 验证。 

➢ 验证器：如果启用此选项，则在自动部署之前运行验证程序。如果验证

失败，则不执行部署。验证程序检查文件的结构和内容。验证大型应用程

序通常非常耗时。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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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编译：如果启用此选项，则会预编译 JavaServer Pages（JSP）文件。

如果禁用此选项，JSP 文件将在首次访问时在运行时进行编译。默认情况下

禁用此选项。 

➢ 其他属性：应用程序的其他属性。 

5.3. 管理员口令 

使用“管理员口令”页面更改当前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如果开启了邮箱验证功能，该页面会显示设置“邮箱”值。 

 

注意：密码不能设置为空 

“管理员口令”页面包含以下选项: 

➢ 用户 ID：当前管理员的用户标识。这是一个只读字段。 

➢ 组列表：管理员所属的组。这是一个只读字段。值是 asadmin。 

➢ 邮箱：用于接收邮箱验证码的邮箱。只有开启了“邮箱验证配置”功能

才能看到“邮箱”设置及收到验证码 

➢ 旧口令：原密码 

➢ 新口令：管理员的新密码。 

➢ 确认新口令：管理员的新密码。 

5.4. 口令别名 

使用“口令别名”页面可以创建和管理密码别名。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26页 

 

“口令别名”页面显示域中的密码别名列表。对于每个别名，将显示以下

信息： 

➢ 名称：创建密码别名时分配的名称。单击该名称将打开别名的“编辑密

码别名”页面。 

➢ 密码别名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密码别名。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密码别名。 

 

新建密码别名 

使用“新建密码别名”页面可以创建新密码别名，以便在密码文件或域配

置文件中使用。 

“新密码别名”页面包含以下选项： 

➢ 别名：别名的名称。此名称在域中的所有密码别名中必须是唯一的。 

➢ 口令：密码别名以加密形式存储的密码。 

➢ 确认口令：密码别名以加密形式存储的密码。比较密码和确认密码值以

确保输入密码而不输入错误。 

 

编辑密码别名 

使用“编辑密码别名”页面更改与现有密码别名关联的密码。 

“编辑密码别名”页面包含以下选项： 

➢ 别名：别名的名称。此选项不可编辑。 

➢ 密码：密码别名以加密形式存储的密码。 

https://localhost: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pswdaliasedit.html
https://localhost: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pswdaliasedit.html
https://localhost: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pswdaliased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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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密码：密码别名以加密形式存储的密码。比较密码和确认密码值以

确保输入密码而不输入错误。 

5.5. 域日志 

使用“域日志”页面收集和下载指定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或集群的日志

文件，并将日志编译为单个 ZIP 存档。 

 

注意：如果指定群集，则 ZIP 存档还包括域管理服务器（DAS）的日志文

件。 

➢ 收集日志：用于将日志收集到 log-files-name.zip 文件中的，其中 name

是集群或实例的名称。 

5.6. 配置备份 

使用“配置备份”页签可以对指定的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和集群的配置

文件做备份和还原操作，备份的文件存放在${DOMAIN_HOME}/config-backup

目录下。 

可以对备份的配置文件点击【还原】按钮进行配置还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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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生成快照 

生成线程快照、堆内存快照和进程快照 

“线程快照”以.txt 文件生成；“堆内存快照”以.hprof 文件生成；“进程

快照”以压缩包生成；点击操作中的“下载”可以下载文件并查看。 

 

 

5.8. 类冲突检测 

上传 war/jar/ear 等包进行类冲突检测，上传的包文件将与 AAS 的类进行对

比，有冲突时显示在“类冲突列表”中。可通过上传到服务器的 jar/war/ear 等

包、从 Apusic Server 访问的本地 jar/war/ear 等包、选择部署应用三种方式进行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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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服务器（管理服务器） 

使用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对服务器实例进行相关的配置和数据监控。 

 

 

6.1. 一般信息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安装后，自带了一个应用程序服务器实例 server，用作

单机的实例或者作为 DAS 管理服务用于管理其他独立实例和集群实例。 

每个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都有自己的 Java 配置，Java 资源，应用程序

部署区域和服务器配置设置。对一个应用程序服务器实例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

应用程序服 。 

对于许多用户，一个应用服务器实例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根据您的环

境，您可能希望创建一个或多个其他应用程序服务器实例。例如，在开发环境

中，您可以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序服务器实例来测试不同的 Apusic 应用服务器配

置，或者比较和测试不同的应用程序部署 

此外，对于每个应用程序服务器实例，您还可以创建虚拟服务器。在单个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服务器实例中，您可以为公司或个人提供域名，IP 地址和一

些管理功能。对于用户来说，几乎就像他们拥有自己的 Web 服务器一样，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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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和基本的服务器维护。这些虚拟服务器不跨越应用程序服务器实例。有关

虚拟服务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虚拟服务器配置。 

在操作部署中，出于多种目的，您可以使用虚拟服务器而不是多个应用程

序服务器实例。但是，如果虚拟服务器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您还可以使用多个

应用程序服务器实例。 

使用“一般信息”页可以验证 Apusic 应用服务器设置以及查看 Java 虚拟

机数据。 

“一般信息”页包含以下信息： 

➢ “停止”按钮: 用于停止 Apusic 应用服务器 

➢ “重新启动”按钮：单击“重新启动”按钮，重新启动 Apusic 应用服

务器。 

➢ “查看日志文件”按钮：单击“查看日志文件”按钮可查看 Apusic 应

用服务器 实例或集群的日志文件。 

➢ “查看原始日志”按钮：单击“查看原始日志”按钮可查看管理服务器 

(名为 server) 的原始日志文件。 

➢ “安全管理”按钮：单击“安全管理”按钮可在“安全管理”页上启用

或禁用安全管理。 

➢ 名称：服务器的名称。 

➢ 状态：服务器实例的当前状态。服务器可能已停止、已启动或正在运

行。 

➢ 运行时间：服务器实例已连续运行的小时和分钟数。这是只读信息。 

➢ JVM：如果单击“JVM 报告”，则会打开一个单独的窗口，此窗口显

示有关 Java 虚拟机的报告，包括概要报告、内存管理和垃圾收集报告、类

加载报告和当前线程转储。 

➢ 配置目录：主机上包含配置文件 (例如 domain.xml) 的目录。 

➢ 已安装的版本：产品版本标识符。 

➢ 安全管理：安全管理的当前状态。可能的值为“已启用”或“未启

用”。 

https://localhost:6848/resource/common/zh_CN/help/ref-securityadm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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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试：标识是否已启用调试。如果已启用调试，则还会显示端口号。 

➢ HTTP 端口：当前配置的用于 HTTP 请求和响应的端口。 

➢ IIOP 端口：当前配置的用于 IIOP 请求和响应的端口。 

 

6.1.1. 查看日志文件 

使用“查看日志文件”页面查看所选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和群集的日志

文件内容，并自定义日志显示以及过滤搜索。 

 

日志查看器页面包含四个区域： 

➢ 搜索标准 

➢ 高级搜索 

➢ 修改搜索 

➢ 搜索结果 

1. “搜索标准”区域包含以下选项： 

➢ 高级搜索：单击此链接将打开一个区域，允许您对日志查看器进行其他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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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戳：“最近”单选按钮显示最新消息。“特定范围”单选按钮可打

开“从”和“到”字段，这些字段仅允许您在特定时间段内查看消息。 

➢ 日志级别：用于筛选的所选日志级别。默认情况下，显示内容包括在所

选日志级别和更严重级别的服务器日志中显示的所有消息。选中标记为

“不包括更高级别的日志信息”的复选框，以仅显示所选级别的日志。 

要确保要查看的消息显示在服务器日志中，请首先在“模块日志级别”页

面上设置相应的日志级别。请参阅配置日志级别。 

2. “高级搜索”区域包含以下选项 

日志文件界面点击【高级搜索】链接，会出现高级搜索条件。 

 

➢ 日志记录程序：通过日志记录程序模块过滤。使用 shift 或 Ctrl 选择多

个日志记录程序。 

➢ 在更高级别选择日志记录程序会查询选择的日志记录程序以及下级的日

志记录程序的日志信息。例如，选择 javax.enterprise.system 还为该日志记

录程序下的所有模块选择记录器：javax.enterprise.system.core，

javax.enterprise.system.tools.admin 等等。 

➢ 定制日志记录程序：特定于特定应用程序的记录器，每行一个。 

如果应用程序有多个模块，您可以查看其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例如，假

设应用程序具有以下名称的记录器： 

https://localhost:6848/resource/common/en/help/task-eeloggingleve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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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ycompany.myapp.module1 

✓ com.mycompany.myapp.module2 

✓ com.mycompany.myapp.module3 

要查看应用程序中所有模块的消息，请键入 com.mycompany.myapp。要

module2 仅查看消息，请键入 com.mycompany.myapp.module2。 

指定一个或多个自定义记录器时，仅当您在“记录器”区域中明确指定消

息时，才会显示来自 Apusic 应用服务器模块的消息。 

➢ 显示： 

✓ 一次查看的消息数。显示的默认消息数为 40.其他选项为 100,250 和

1000。 

✓  要查看堆栈跟踪，请取消选中“限制过长消息”复选框。默认情

况下，堆栈跟踪不会出现在查看器中；要查看它们，请单击(详细信息)消息

的链接。 

3. “修改搜索”区域允许您指定服务器实例或群集以及要查看的关联日志

文件的名称。 

➢ 实例：将显示日志记录的服务器实例或集群。默认为服务器。其他选择

取决于可以为域定义和启用的集群和实例。 

➢ ·日志文件：要显示的日志文件的名称。默认是 server.log。其他选择

取决于所选目标的日志设置。 

➢ “日志查看器结果”表显示服务器日志消息。使用表格顶部的“记录之

前”和“记录之后”按钮选择要查看的记录范围。 

4. 对于每条消息，“日志查看器结果”表包含以下信息: 

➢ 记录编号：服务器日志中的消息编号。 

➢ 日志级别：消息的日志级别。 

➢ 消息：日志消息的简短文本。单击(详细信息)链接以查看日志详细信

息。 

➢ 日志记录程序：生成日志消息的记录器模块。 

➢ 时间戳：发出日志消息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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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值对：levelValue:日志级别的在程序中对应的值，如 SEVERE 对应

的是 1000，INFO 对应的是 800 

➢ timeMillis:日志记录的时间戳值 

6.1.2. 查看原始日志 

查看原始日志界面，可以查看 server，独立实例以及集群实例实时生成的

日志信息，实时生成的日志在该界面底部显示，并且会统计信息及以上级别的

日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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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滚动日志 

点击滚动日志按钮，会将当前的日志文件打包（日志文件名称为

server.log_当前时间），重新生产新的日志文件 server.log，之后的日志在新的日

志文件中记录。 

 

6.1.4. 恢复事务处理 

使用“恢复事务处理”页面恢复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的事务。 

如果实例正在运行，则“恢复事务处理”页面仅包含正在运行的服务器本

身和“确定”按钮以及说明文本。 

如果实例未运行，则“恢复事务”页面包含以下选项： 

➢ 实例名称：创建实例时分配给实例的名称。该字段是只读的。 

➢ 目标服务器：另一个可以恢复当前实例上的事务的实例。 

➢ 事务日志目录：如果日志存储在共享文件系统中，则存储事务日志的目

录。此设置不适用于存储在数据库中的事务日志。默认位于/logs/tx 域目录

下。 

➢ 事务日志保存在 tx 由集群配置的事务服务的事务日志位置设置指定的

目录的子目录中。默认的“事务日志位置”值是“域属性”页面的“日志

根”字段指定的目录，该页面位于 Apusic 应用服务器节点的“高级”选项

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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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安全管理 

 

使用“安全管理”页面启用或禁用安全管理。 

启用安全管理时： 

➢ DAS 和域中的实例使用 SSL 证书来加密彼此发送的消息。 

➢ DAS 接受来自远程管理客户端（例如 asadmin 实用程序和 IDE）的管理

消息。 

➢ “安全管理”页面包含以下信息。  

➢ 启用安全管理员：用于启用安全管理的按钮。仅当未启用安全管理时，

才会显示此按钮。 

➢ 注意：如果域中的任何管理用户具有空密码，则尝试启用安全管理将失

败。 

➢ 禁用安全管理员：用于禁用安全管理的按钮。仅在启用安全管理时才会

显示此按钮。 

➢ 管理别名：引用 DAS 上的 SSL / TLS 证书的别名。DAS 使用此别名向

实例标识自身。默认值为 s1as，仅当未启用安全管理时，才会显示此选

项。 

➢ 实例别名：引用实例上的 SSL / TLS 证书的别名。实例使用此别名向

DAS 标识自己。默认值为 aas-instance。仅当未启用安全管理时，才会显示

此选项。 

6.2. 资源 

使用“资源”页面可以启用，禁用或创建与管理服务器关联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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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属性 

服务器属性包括系统属性和实例属性，可以对属性进行添加删除等操作。 

 

系统属性：定义服务器级别的设置的公共值。您可以通过将其封装在$和大

括号中来引用管理控制台文本字段中的系统属性。例如，要引用名为 prop-name

的属性，可以使用语法${prop-name}。 

实例属性：只用于当前实例中的属性，只在当前实例中有效，是通过${属

性名称}引用。 

对于每个属性，包含以下信息： 

➢ 名称：该属性的名称。 

➢ 当前值：属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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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值：修改属性值，用于覆盖当前值。 

系统预定义的系统属性 

属性名称 描述 

com.apusic.aas.installRoot Apusic 应用服务器的安装目录 

com.apusic.aas.instanceRoot Apusic 应用服务器域的根目录 

com.apusic.aas.hostName 主机（机器）的名称 

com.apusic.aas.javaRoot Java 运行时的安装目录 

com.apusic.aas.imqLib 
金蝶 Message Queue 软件的库目

录 

com.apusic.aas.domainName 

域名。此属性不在默认配置中使

用，但可用于自定义配置。默认

值为 mydomain 

 

6.4. 监视数据 

服务器可以通过开启组件或服务的的监听功能，监听应用程序、服务器、

资源的实时统计数据并显示记录。 

 

6.4.1. 开启监视功能 

服务器配置，监视功能默认都为关闭，可以点击导航栏“监视数据”跳转

到服务器配置的监视服务界面，点击操作“配置监视”，对各组件的监视级别

进行设置，级别设置为“低”或“高”启用组件或服务的监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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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监视应用程序 

如需监视应用程序，需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设置“Web Container”组件的

监视级别为“高”或者“低”，开启后，如果服务器中有应用程序运行，在应

用程序监视界面可以查看到监视统计数据。 

 

应用程序监听界面可以查看到应用的 Servlet、会话、请求、以及 JSP 等的

统计信息。 

点击【刷新】按钮可以刷新监视数据为最新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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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监听界面可以选择需要查看的应用程序和组件的应用监视数据。 

 

6.4.3. 监视服务器 

如需监视服务器相关信息，同样需要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对相应的组件开

启监视功能，设置级别为“高”或低，开启后可以在服务器查看到相应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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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可以点击【刷新】按钮获取最新的监视统计信息。每 60S 自动刷

新，可以点击“刷新”进行手动刷新；点击“暂停”停止刷新。 

 

可以过来查看某个虚拟服务或者 http 监听服务的监视统计数据。 

 

点击某一线程，将进入该线程的监视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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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监视资源 

如需监视服务器资源相关信息，同样需要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对相应的组

件开启监视功能，设置级别为“高”或低，开启后可以在服务器查看到相应的

监视统计数据，可以点击【刷新】按钮获取最新的监视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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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图形监控 

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对相应的组件开启监视功能，设置级别为“高”或”

低”，开启后可以在图形监控页签查看到监视数据。每 5S 自动刷新一次，点击

“暂停”可以停止刷新 

 

6.4.6. 监控回放 

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开启监控回放功能，设置监控数据总量，默认为 8000

条；设置监控抽样时间（秒），默认为 30 秒，表示每 30 秒进行一次监控保

存。开启后可以在监控回放页面查看到回放数据。 

 

对应的监控项需要开启才能有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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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类信息跟踪 

进入“类信息跟踪”页面，可以查看 AAS 所有类加载的信息。左侧树状图

显示 AAS 所有类名称，右侧显示当前选中的类加载器详细信息。 

选中左侧树状图节点，右侧显示对应节点类名称信息； 

在条件查询输入“类名称”全称，如

“com.opensymphony.xwork2.util.ValueStack”，点击“搜索”，将会显示所有

使用该类名称的应用类加载信息；如果类名称不存在，会显示对应错误提示；

左侧节点可以与查询条件输入框组合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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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SQL 追踪 

进入“sql 追踪”页面，可以开启 sql 追踪功能。追踪列表显示事件、连接

池名称、sql 语句、执行次数、执行时长、最大时长、执行时间、堆栈信息 

 

开启 sql 追踪功能条件： 

1）确保实例管理服务-JMX 连接器中的“安全性”未开启 

 

2）确保 jdbc 连接池属性“包装 JDBC 对象”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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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是独立实例或集群实例： 

1.配置集群或独立实例管理服务，确保安全性未开启 

2.集群或独立实例管理服务页面，“地址”修改为

${JMX_SYSTEM_CONNECTOR_URL} 

 

3.进入集群或独立实例系统设置，添加系统属性

JMX_SYSTEM_CONNECTOR_URL，默认值为 0.0.0.0，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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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置属性 JMX_SYSTEM_CONNECTOR_URL 的实例值，覆盖值为该实

例所在 IP 

 

5.启动或重启集群或独立实例 

 

点击“开启追踪”“开启堆栈”，选择需要查看的数据源，将会显示当前

实例下该数据源的 sql 追踪信息 

 

点击“显示配置”，将会显示可以配置的信息。数据源需要开启才能追

踪；可以“设置追踪事件”，点击“提交配置”，则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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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JNDI 树 

进入“JNDI 树”页面，可以查看 AAS 所有 JNDI 信息。 

 

6.4.10. 长线程 

进入“长线程”页面，可以查看当前的长线程信息。选择线程名称，点击

“停止”可以停止该线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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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批处理 

6.5.1. 批处理运行时配置 

 

使用“批处理运行时配置”页面可以查看和更改批处理运行时的配置。批

处理运行时使用托管执行程序服务和数据源来执行批处理作业。托管执行程序

服务为作业提供线程，数据源存储作业信息。批处理运行时配置数据存储在

config 元素中 domain.xml。 

“批处理运行时配置”页面包含以下信息： 

➢ 实例名称/集群名称：应用配置的 Apusic 集群或服务器实例的名称。这

是一个只读字段。 

➢ 执行者服务查找名称：为批处理作业提供线程的托管执行程序服务的

JNDI 查找名称。默认的托管执行程序服务是

concurrent/__defaultManagedExecutorService。 

➢ 在将批处理作业提交到批处理运行时之后，可以更改托管执行程序服

务，而不会影响作业的执行。 

➢ 数据源查找名称：存储有关当前和过去批处理作业的信息的数据源的

JNDI 查找名称。默认数据源是 jdbc/__Timer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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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第一个批处理作业提交到批处理运行时以执行后，请勿更改数据

源。如果必须更改数据源，请停止并重新启动域，然后在启动或重新启动

任何作业之前进行更改。但是，一旦数据源发生变化，存储在先前数据源

中的信息就变得不可访问。 

6.5.2. 批处理执行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为批处理作业的调度和执行提供批处理运行时。批处理

作业通常是长时间运行的，面向批量的任务，包含一系列步骤。批处理应用程

序将作业提交到批处理运行时，并提供有关执行步骤的方式和时间的说明。批

处理运行时处理这些步骤并将有关作业的信息存储在作业存储库中。在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中，作业存储库是一个数据库。 

使用“批处理作业执行”页面可以查看有关已记录的批处理作业执行的详

细信息。 

“批处理作业执行”页面包含以下信息。 

➢ 实例名称/群集名称：应用配置的 Apusic 集群或服务器实例的名称。 

➢ 批量作业：实例或集群的已记录批处理作业执行列表。对于每次执行，

将显示以下信息 

✓ 执行 ID： 分配给执行批处理作业的 ID。单击执行 ID 将打开“执行批

处理作业执行详细信息”页面。第一次启动作业时以及每次重新启动现有执

行时都会创建新的执行。 

✓ 作业名： 工作的名称。 

✓ 批处理状态： 批处理运行时设置的执行状态。 

✓ 退出状态： Job XML 为作业或批处理应用程序设置的执行状态。默认

情况下，除非明确覆盖退出状态，否则退出状态和批处理状态是相同的。 

✓ 实例 ID：  分配给批处理作业实例的 ID。批处理作业的实例可以有多

个执行。 

✓ 开始时间： 执行开始的时间。 

✓ 时间结束： 执行完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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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节点 

使用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对节点相关属性进行设置 

一个节点代表装有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的一台主机。对于 Apusic 应

用服务器实例驻留的每个主机, 必须存在一个对应的节点。 

安装完 Apusic 应用服务器默认自带一个本地节点 localhost-mydomain，在

节点界面可以新增本地节点或者远程节点。 

DAS 可以对本机节点或者远程节点进行管理。 

 

“节点”页面显示域中的节点列表。对于每个节点，将显示以下信息： 

➢ 名称：创建节点时分配给节点的名称。单击该名称将打开节点的“ 编

辑节点”页面。 

➢ 节点主机：节点表示的主机的名称。 

➢ 类型：节点的类型，它是以下类型之一 

✓ CONFIG：该节点不支持远程通信。 

✓ SSH：该节点支持通过安全 shell（SSH）进行通信。 

➢ 实例：驻留在节点上的实例列表，其中指示每个实例是否正在运行 

✓ 如果实例正在运行，则会显示复选标记（✓）。 

✓ 如果实例已停止，!则会显示感叹号（!）。 

单击实例的名称将打开实例的“常规信息”页面。 

➢ 操作：仅限 SSH 类型的节点：指向节点的 Ping 操作的链接。单击 Ping

链接可测试节点是否可通过节点支持的通信协议访问。 

➢ CONFIG 节点无法执行任何操作。 

➢ 节点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增：用于创建节点的按钮。 

https://172.20.51.145:6848/cluster/node/nodeEdit.jsf?nodeName=localhost-mydomain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luster/en/help/ref-nodeedit.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luster/en/help/ref-nodeedit.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luster/en/help/ref-nodeed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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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节点的按钮。 

➢ 删除和卸载：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节点的按钮，并从每个已删除节

点所代表的主机上卸载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注意：不会从 CONFIG 类型的节点所代表的任何主机上卸载 Apusic 应用

服务器软件。对于 CONFIG 类型的节点，此按钮的操作与“删除”按钮的操作

相同。 

7.1. 新建节点 

使用“新建节点”页面创建 Apusic 应用服务器节点。节点表示安装了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的主机。对于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所在的每个主

机，必须存在一个节点。 

“新建节点”页面包含的选项取决于节点的类型。 

所有类型节点的选项 

 

以下选项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节点： 

➢ 名称：节点的名称。 

➢ 注意：该名称在域中必须是唯一的，并且不能是另一个节点，群集，命

名配置或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的名称，该名称不得为 domain，server 或

Apusic 应用服务器保留的任何其他关键字。 

➢ 类型：下拉列表指定节点的类型，它是以下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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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该节点不支持远程通信。如果选择 CONFIG，则不显示 SSH

配置选项。 

✓ SSH：该节点支持通过安全 shell（SSH）进行通信。 

➢ 节点主机：节点表示的主机的名称。 

➢ 节点目录：用于存放节点上所创建实例的文件目录路径。 

➢ 默认值取决于节点的类型： 

✓ 如果节点的类型为 CONFIG，则不会为域管理服务器（DAS）配置中的

节点指定实例目录。可以在创建驻留在节点上的实例时确定节点目录。 

✓ 如果节点的类型是 SSH，则默认为 as-install/nodes，其中 as-install 是主

机上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的基本安装目录。 

➢ 安装目录：主机上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的基本安装目录的父路径的

完整路径。 

➢ 默认值取决于节点的类型： 

✓ 如果节点的类型为 CONFIG，则不会为 DAS 配置中的节点指定安装目

录。可以在创建驻留在节点上的实例时确定安装目录。 

✓ 如果节点的类型是 SSH，则默认值是 DAS 的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的默认基本安装目录的父级。仅当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安装在所有主机上的

相同位置时，此默认设置才有用。 

➢  

SSH 节点的其他选项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55页 

仅当“类型”字段设置为 SSH 时，以下选项才可用： 

➢ 安装 Apusic 应用服务器：如果勾选了选项，则 DAS 会将 Apusic 应用

服务器软件从 DAS 主机复制到节点主机。要将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复

制到主机，DAS 必须能够通过 SSH 与主机联系。 

➢ 强制：如果勾选，则即使验证节点参数失败，也会在 DAS 配置中创建

节点。如果不勾选，则要验证节点的参数，DAS 必须能够通过 SSH 联系节

点的主机。 

➢ SSH 端口：用于 SSH 连接到此节点主机的端口。默认值为 22.如果

Node Host 选项设置为 localhost-domain，则忽略 SSH 端口选项。 

➢ SSH 用户名 

➢ 此节点主机上的用户将运行通过 SSH 连接到主机的进程。默认值是运

行 DAS 进程的用户。要确保 DAS 可以读取此用户的 SSH 私钥文件，请指

定正在运行 DAS 进程的用户。 

➢ SSH 用户认证 

➢ 下拉列表，用于指定登录此节点主机时 SSH 用户的身份验证方式。可

能的身份验证方法如下： 

✓ 密钥文件：SSH 用户通过 SSH 私钥文件进行身份验证。如果选择

此选项，请在“密钥文件”字段中指定文件的绝对路径。 

✓ 密码：SSH 用户通过存储在 DAS 配置中的密码进行身份验证，如

果选择此选项，则会激活 SSH 用户密码字段以使您能够提供密码。 

✓ 密码别名：SSH 用户通过密码别名进行身份验证。如果选择此选

项，请从“密码别名”下拉列表中选择密码别名。 

➢ 设置 SSH：如果勾选上，Apusic 应用服务器将在节点主机上设置 SSH

密钥。Apusic 应用服务器通过从 DAS 主机复制现有密钥文件来设置 SSH

密钥，或者，如果需要，通过在复制文件之前生成文件来设置 SSH 密钥。

仅当“SSH 用户身份验证”选项设置为“密钥文件”时，此选项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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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编辑节点 

在节点列表中点击节点名称，进入编辑节点界面，使用“编辑节点”页面

更新 Apusic 应用服务器节点的配置数据。您还可以使用此页面将节点类型从

CONFIG 更改为 SSH，以启用节点的远程通信。 

如果将节点的类型从 CONFIG 更改为 SSH，则如果以下任何字段为空，则

应用默认值： 

➢ SSH 端口 

➢ 用户名 

➢ 密钥文件 

“编辑节点”页面包含的选项取决于节点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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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独立实例 

使用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对独立实例相关属性进行设置。 

使用“独立实例”页面可以创建和管理独立的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包

括本地的实例和远程实例。 

 

“独立实例”页面显示域中所有独立实例的列表。对于每个实例，提供以

下信息。 

➢ 名称：创建实例时分配给实例的名称。单击该名称将打开实例的“ 常

规信息”页面。 

➢ 配置：创建实例时为实例选择的配置。单击配置将打开实例的“ 配

置”页面。 

➢ 节点：实例所在节点的名称。单击该名称将打开节点的“ 编辑节点”

页面。 

➢ 状态：指示实例是否正在运行。 

➢ “服务器实例”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独立实例的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独立实例的按钮。 

➢ 启动：按钮以启动一个或多个选定的独立实例。 

➢ 停止：用于停止一个或多个所选独立实例的按钮。 

8.1. 新建独立实例 

使用“新建独立实例”页面创建独立的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luster/en/help/ref-standaloneinstancegeneral.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luster/en/help/ref-standaloneinstancegeneral.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configuration.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configuration.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luster/en/help/ref-nodeedit.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luster/en/help/ref-nodeedit.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luster/en/help/ref-nodeed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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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独立实例包含以下选项： 

➢ 实例名称：正在创建的实例的名称。 

➢ 节点：定义实例可驻留的主机的现有节点的下拉列表。必须从列表中选

择一个节点。如果要在运行域管理服务器（DAS）的主机上创建实例，请

选择预定义的节点 localhost-domain，如需在远程服务器上新建实例，则需

要先新增远程节点，新建实例时选择远程节点。 

➢ 配置：实例可以使用的现有命名配置的下拉列表。必须从列表中选择一

个配置。创建实例时，实例将使用所选配置。 

✓ 复制所选配置 

➢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会在创建实例时复制所选配置。为配置副本分配名

称 instance-name-config，其中 instance-name 是在 Instance Name 字段中键入

的实例的名称。 

✓ 引用所选配置 

➢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实例将使用指定的现有命名配置。 

➢ 注意：default-config 只能被复制，不能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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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配置独立实例 

在独立实例列表的配置栏点击独立实例的配置名称，进入独立实例的配置

信息界面，可以对配置各组件服务，JVM 等进行修改配置。 

 

 

8.3.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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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应用程序”页面在选定的独立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实例上执行以下任

务： 

➢ 查看和管理已部署到实例的应用程序 

➢ 将更多应用程序部署到实例 

➢ “实例名称”字段是一个只读字段，用于显示当前实例的名称。 

➢ “已部署的应用程序”页面显示部署到所选实例的应用程序列表。对于

每个应用程序，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应用程序的名称 

➢ ·已启用：指示应用程序是否已启用： 

✓ 如果启用了应用程序，则会显示复选标记（✓）。 

✓ 如果禁用该应用程序，则会显示十字（✗）。 

➢ ·引擎：应用程序使用的容器类型。容器类型可以是以下任何类型： 

✓ web 

✓ webservices 

✓ ejb 

✓ connector 

✓ appclient 

✓ weld - Java EE 平台应用程序的上下文和依赖注入的容器 

 

“已部署的应用程序”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部署：用于部署应用程序的按钮。 

➢ 取消部署：按钮取消部署一个或多个选定的应用程序。 

取消部署应用程序会从所有目标和域中删除该应用程序。取消部署应用程

序时，应用程序页面上不再列出该应用程序，该页面显示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中

部署的所有应用程序。 

要仅从当前目标中删除应用程序，请使用此页面上的“删除”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应用程序的按钮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applications.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appl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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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应用程序仅从当前目标中删除应用程序。从目标中删除应用程序后，

应用程序将继续列在“ 应用程序”页面上，该页面将显示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中

部署的所有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还部署在部署它的任何其他目标上。 

要从所有目标和域中删除应用程序，请使用此页面上的“取消部署”按钮。 

➢ 更多操作 

下拉列表，对一个或多个所选应用程序执行其他操作。 

✓ 启用：启用一个或多个选定的应用程序。 

✓ 禁用：禁用一个或多个选定的应用程序。 

8.4. 其他 

独立实例一般信息、资源、属性、监视器、批处理等功能介绍可以参照第

6 章服务器，功能类似。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applications.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appl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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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集群管理 

使用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对域管理相关属性进行设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管控提供了集群图形化界面，便于用户对集群，集群实

例、集群前置负载均衡器以及集群资源进行统一的配置管理。 

9.1. 新建集群 

集群以及实例的创建配置参照部分 III 集群管理 

9.1.1. 一般信息 

➢ 启动集群：点击将会启动集群所有的实例  

➢ 停止集群：点击将会停止集群所有的实例 

➢ 集群名称：当前集群的命名，不能修改 

➢ 配置：当前集群的配置文件，点击将会跳转至配置文件部分 

➢ 负载均衡器：选择对应的负载均衡器，可以通过负载均衡器访问应用程

序 

➢ GMS：如果启用该选项, GMS 服务将在集群中的每个 Apusic Server 实

例内作为生命周期模块启动 

➢ 多点传达端口：GMS 用于监听组事件的通信端口 

➢ 多点传送地址：GMS 将在其上监听组事件的地址。对每个集群必须是

唯一的 

➢ 绑定接口地址：DAS 上 GMS 所绑定到的网络接口。标记必须在 

DAS 配置中的 {{gms-bind-interface-address}} 属性中定义 

➢ 状态：显示当前实例运行情况 

➢ 弹性伸缩开关：状态为 on 时，集群将会开启弹性伸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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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弹性伸缩功能 

开启弹性伸缩功能，将会根据设置的策略创建或关闭运行实例情况。 

➢ 弹性伸缩开关：设置为 on 将会开启弹性伸缩功能  

➢ 弹性伸缩策略： 

1）CPU。设置为 CPU 时，将会根据节点的 CPU 情况进行弹性检测 

➢ 弹性伸缩检测间隔（秒）：进行弹性伸缩检测时间间隔，默认是 60

秒，表示每 60 秒检测一次 

➢ 操作冻结时间（秒）：新增集群实例之后，开始刷新的等待时间，默认

是 300 秒，表示 300 秒后进行检测 

➢ 最少实例数：集群运行的最少实例数，默认为 2 

➢ 最多实例数：集群运行的最多实例数，默认为 4 

➢ 关闭实例 CPU 阈值（%）：当平均 CPU 阈值达到或低于 20%时，关闭

实例，从实例所在的节点 CPU 使用率高先后关闭 

➢ 新增实例 CPU 阈值（%）：当平均 CPU 阈值达到或高于 80%时，创建

实例，从所有的节点 CPU 使用率低先后创建实例 

2）弹性伸缩策略：内存，设置为内存时，将会根据节点的内存情况进行弹

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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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伸缩检测间隔（秒）：进行弹性伸缩检测时间间隔，默认是 60

秒，表示每 60 秒检测一次 

➢ 操作冻结时间（秒）：新增集群实例之后，开始刷新的等待时间，默认

是 300 秒，表示 300 秒后进行检测 

➢ 最少实例数：集群运行的最少实例数，默认为 2 

➢ 最多实例数：集群运行的最多实例数，默认为 4 

➢ 关闭实例内存阈值（%）：当平均内存阈值达到或低于 20%时，关闭实

例，从实例所在的节点内存使用率高先后关闭 

➢ 新增实例内存阈值（%）：当平均内存阈值达到或高于 80%时，创建实

例，从所有的节点内存使用率低先后创建实例 

  

 

9.2. 集群应用程序 

 

使用“应用程序”页可对当前集群执行以下任务： 

➢ 查看和管理已部署到集群的应用程序 

➢ 将多个应用程序部署到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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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名称”字段是只读字段，其中显示当前集群的名称。 

➢ “应用程序”页显示已部署到当前集群的应用程序的列表。对于每个应

用程序，均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应用程序名称。 

·已启用：指示应用程序是否已启用： 

✓ 如果应用程序已启用，将会显示复选标记 (✓)。 

✓ 如果应用程序已禁用，将会显示十字标记 (✗)。 

·引擎：应用程序所用的容器类型。容器类型可为以下类型的任意一种： 

✓ web 

✓ webservices 

✓ ejb 

✓ connector 

✓ appclient 

✓ weld - Java EE 平台应用程序的 Contexts 和 DependencyInjection 的容

器 

➢ 已部署的应用程序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部署：用于部署应用程序的按钮。 

✓ 取消部署：按钮取消部署一个或多个选定的应用程序。 

取消部署应用程序会从所有目标和域中删除该应用程序。取消部署应用程

序时，应用程序页面上不再列出该应用程序，该页面显示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中

部署的所有应用程序。 

要仅从当前目标中删除应用程序，请使用此页面上的“删除”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应用程序的按钮 

删除应用程序仅从当前目标中删除应用程序。从目标中删除应用程序后，

应用程序将继续列在“ 应用程序”页面上，该页面将显示 Apusic 应用服务器

中部署的所有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还部署在部署它的任何其他目标上。 

要从所有目标和域中删除应用程序，请使用此页面上的“取消部署”按

钮。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applications.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applications.html
https://172.20.51.145:6848/resource/common/en/help/ref-appl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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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操作 

下拉列表，对一个或多个所选应用程序执行其他操作。 

✓ 启用：启用一个或多个选定的应用程序。 

✓ 禁用：禁用一个或多个选定的应用程序。 

9.3. 其他 

独立实例一般信息、资源、属性、监视器、批处理等功能介绍可以参照第

6 章服务器，功能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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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负载均衡器管理 

使用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对负载均衡器管理相关属性进行设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管控提供了负载均衡器管理的图形化界面，可以对前置

机负载均衡器进行统一的配置管理，可以对 apache 以及 nginx 进行统一配置管

理。 

 

“负载均衡器”页面显示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上管理的负载均衡器列表。您

可以查看和管理已添加的负载均衡器，还可以新建更多负载均衡器资源进行管

理。 

对于每个负载均衡器，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负载均衡器名称 

➢ 类型：负载均衡器的类型，如 apache,nginx 等。 

➢ 状态：表示负载均衡器在目标集群中的是否启用状态 

➢ 运行状态：负载均衡器的运行状态，如“正在运行”、“已停止”等状

态。 

➢ 操作：在操作栏中可以对负载均衡器进行启动、停止、重新启动等操作 

➢ 版本：负载均衡器的版本信息 

➢ “负载均衡器”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 

✓ 删除：删除管理负载均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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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安装负载均衡器监视 agent 

对负载均衡器管理之前，需要在安装负载均衡器服务器上安装监视 agent，

用于监视负载均衡器的状态，以及远程执行启动、停止、重启负载均衡器的命

令。 

◼ 注：每个 agent 只能管理一个负载均衡器 

安装步骤： 

1、获取安装包 ApusicLBAgent-V10.zip(如果是较新的产品包，在对应 AAS

安装包下 nodemanager 目录下的内容)。 

2、解压安装包安装负载均衡器 agent。 

   Windows 下直接解压 

   Linux 下执行 unzip ApusicLBAgent-V10.zip 进行解压 

3、配置负载均衡器 agent 的地址和端口，编辑“安装路径\ApusicLBAgent-

V10\config\ config.properties”，填写 host（负载均衡器 agent 所在机器的 ip 地

址）和 port(默认为 1099，需确定该端口没有被占用) 

 

4、启动负载均衡器 agent。 

Windows 下切换到“安装路径\ApusicLBAgent-V10\bin”目录下，以管理员

身份执行 agent.cmd 命令启动； 

Linux 下切换到“安装路径/ApusicLBAgent-V10/bin”目录下执行./agent.sh

命令启动。 

或者使用后台启动命令：nohup ./agent.sh >/dev/null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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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 

对于负载均衡器以及集群的管控集中管理配置，Apusic 应用服务器提供了

Apache 作为前置机，通过 mod_jk 方式代理 Apusic 应用服务器以及提供了

nginx 为前置机，代理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在新建管理某个负载均衡器之前，请确保负载均衡器已安装，还需确保该

负载均衡器所在机器上已安装了负载均衡器监视 agent 并已成功启动。 

使用管理员 admin 登录管控，切换到负载均衡器菜单页面，在页面点击

【新建】按钮，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 

 

 

负载均衡器新建选项包括如下： 

➢ 负载均衡器名称：定义一个负载均衡器管理名称，需唯一。 

➢ 负载均衡器类型：负载均衡器的类型。Apache 或 Nginx 

➢ 负载均衡算法：负载均衡器路由算法 

➢ 管理节点 ip：监视负载均衡器的 agent 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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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节点端口：监视负载均衡器的 agent 的端口。 

➢ 负载均衡器 ip: 负载均衡器安装机器的 ip 地址。 

➢ 负载均衡器端口：自定义负载均衡器的端口，如 8085，需先确认所填

端口在负载均衡器机器上是否空闲。 

➢ 负载均衡器命令文件路径（/usr/sbin/apachectl、/usr/sbin/nginx）：负载

均衡器运行命令路径 

➢ 负载均衡器配置文件路径：负载均衡器配置文件路径 

➢ 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后会自动重启改负载均衡器，之后也可以停止、启

动、重新启动。 

 

 

10.3. 管理负载均衡器 

Apusic 应用服务器的管控可以对负载均衡器进行管理操作，包括对负载均

衡器进行新增、删除、启动、停止、重新启动，以及管理负载均衡器的目录集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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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应用程序 

使用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对应用程序相关属性进行设置 

应用程序界面用于管理当前域实例以及所有独立实例和集群实例的应用程

序，应用程序可以是企业应用程序, Web 应用程序或各种类型的模块。通过单

击重新加载链接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或模块, 此操作仅适用于启用了应用程序或

模块的目标。 

 

“应用程序”页面显示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上部署的应用程序列表。您可以

查看和管理已部署的应用程序，还可以部署更多应用程序。 

对于每个应用程序，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应用程序名称。 

➢ 部署顺序：应用程序的部署顺序。 

具有较低编号的应用程序首先在服务器启动时加载。在部署顺序为 110 的

应用程序之前加载部署顺序为 102 的应用程序。如果在部署应用程序时未指定

部署顺序，则会分配默认部署顺序 100。如果两个应用程序具有相同的部署顺

序，则首先加载首先部署的应用程序。如果应用程序具有依赖关系并且必须按

特定顺序加载，则指定部署顺序非常有用。 

➢ 状态：应用程序在目标实例中的是否启用状态 

➢ 引擎：应用程序使用的容器类型。容器类型可以是以下任何一种： 

✓ web 

✓ webservices 

✓ ejb 

✓ connector 

✓ app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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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d （Java EE 平台应用程序的上下文和依赖注入的容器） 

操作：指向部署后可在组件上执行的操作的链接：为所有组件重新部署和

重新加载，为 Web 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客户端启动，以及为应用程序客户端下

载客户端存根。 

“应用程序”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部署：用于部署应用程序的按钮。 

➢ 取消部署：按钮取消部署一个或多个选定的应用程序，会取消该应用程

序在所有目标实例上的部署。 

➢ 启用：如果仅 server 存在默认服务器实例，则启用一个或多个所选应用

程序的按钮。 

➢ 禁用：如果仅 server 存在默认服务器实例，则禁用一个或多个所选应用

程序的按钮。 

➢ 过滤器：按引擎过滤应用程序的下拉列表。 

11.1. 部署应用程序 

使用“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部署应用程序 

 

“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包含所有应用程序的以下选项。 

➢ 路径：要部署的应用程序的归档的位置。 

✓ 要上传到服务器的打包文件：从本地选择应用程序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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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从 Apusic 应用服务器访问的本地打包文件或目录：从服务器选择应

用程序包或者目录部署 

➢ 类型：应用程序的类型。可用的选择是： 

✓ Web 应用程序 

✓ 企业应用 

✓ 应用客户端 

✓ 连接器模块 

✓ EJB Jar 

✓ 其他 

➢ 可用性:如果选中复选框，则会为 Web 会话和有状态会话 Bean

（SFSB）检查点以及可能的钝化启用高可用性。使用 session 复制时需要勾

选 

➢ 状态：为真时，允许用户访问应用程序 

➢ 隐式 CDI: Java EE 的上下文和依赖注入（Contexts and Dependency 

Injection for Java EE，CDI）为真时，CDI beans 的隐式发现。默认勾选。 

➢ 全局取消隐式 CDI，在 config-server 下添加 

➢ <cdi-service enable-implicit-cdi="false"></cdi-service> 

➢ 预编译 JSP：为真时，在部署期间预编译 JSP 页。默认不勾选 

➢ 运行验证器：为真时，检验部署描述符的语法和语义。必须安装验证器

程序包。默认不勾选 

➢ 强制重新部署：为真时，即使该应用程序已部署或者已存在, 也强制重

新部署。默认不勾选 

➢ 保存状态：为真时，重新部署时保留 Web 会话, SFSB 实例和永久创

建的 EJB 计时器。 

➢ 库：以逗号分隔的库 JAR 文件列表。按照相对或绝对路径指定库 JAR 

文件。指定相对于 instance-root/lib/applibs 的相对路径。这些库按指定顺序

提供给应用程序使用。 

➢ Session 集中存储：为真时，启用 session 集中存储。默认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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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要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的集群和独立实例。使用“添加”和“全

部添加”按钮将所需目标移动到“选定目标”列。使用“删除”和“全部

删除”按钮将任何不需要的目标移动到“可用目标”列。仅当在域中创建

了群集或独立实例时，才会显示此选项。 

11.2. 配置应用会话集中存储 

可以针对每个应用配置会话集中存储，现支持存储到 memcache 和 redis

中。 

新建或者编辑应用程序时，勾选 session 集中存储，并选择存储类型以及地

址等信息。 

session 存储类型：目前选项是 Redis 和 mencached。默认为 Redis 

选择 Redis 显示以下字段 

➢ 立即存储属性修改：session.setAttribute 方法调用后是否立刻存储到集

中存储。默认不勾选 

➢ 连接耗尽是阻塞：默认勾选 

➢ 淘汰策略类名： 

➢ 公平：默认不勾选 

➢ 启动 jms 管理：默认勾选 

➢ jms 基础名： 

➢ jms 前缀名： 

➢ 启用后进先出：默认勾选 

➢ 最大空闲连接数：默认为 8 

➢ 最大连接数：默认为 8 

➢ 最大等待毫秒数：默认值为-1 毫秒。 

➢ 淘汰连接的最小空闲时间：默认值为 1800000 毫秒，即 30 分钟 

➢ 最小空闲连接数：默认值为 0 

➢ 检查时淘汰的最大数目：默认值为 3 

➢ 软淘汰连接的最小空闲时间：默认值为-1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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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 borrow object 方法时进行检查：默认不勾选 

➢ 调用 create object 方法时进行检查：默认不勾选 

➢ 调用 return object 方法时进行检查：默认不勾选 

➢ 空闲时进行检查：默认不勾选 

➢ 连接类型：目前选项为 single、sentinel、shard。默认为 single 

➢ 主机：redis 服务器地址,必填字段 

➢ 端口：redis 服务器端口号,必填字段 -----没有填写也可以保存成功 

➢ 超时时间：选填 

➢ 密码：redis 服务器密码，选填 

➢ 选择 memcached,显示以下字段 

➢ 连接存储属性修改：session.setAttribute 方法调用后是否立刻存储到集

中存储。默认不勾选 

➢ 服务器地址列表：服务器地址列表，格式为“ IP:端口号”，多个地址

使用逗号分开，必填字段 

➢ 权重： 

➢ 公平：默认不勾选 

➢ 连接池大小：默认值为 1 

➢ 使用二进制协议：默认不勾选 

➢ 持久存储：默认勾选 

➢ 启用一致性哈希算法：默认不勾选 

➢ 连接超时时间：默认 10 秒 

➢ 连接超时时间：默认值 3 秒。 

➢ 尝试恢复会话时间间隔：默认值 2 秒 

➢ 会话空闲时间：默认值为 5 秒 

➢ 检测会话超时时间间隔：默认值为 1 秒 

➢ 读线程总量：默认为 1 

➢ 写线程总量：默认值为 0 

➢ 启动心跳功能：默认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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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or 池大小：默认值为 1 

 

11.3. 访问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列表中的操作栏中点击【访问】按钮，出现应用程序链接页

面，该页面中显示通过各目标实例访问应用的访问链接，链接连接可以访问到

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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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管理应用程序目标 

使用“应用程序目标”页面可以查看可在其上启用应用程序的目标集群和

独立服务器实例。 

 

“应用程序目标”页面包含以下信息。 

➢ 目标名称：群集或独立服务器实例的名称。 

➢ 已启用：如果应用程序在目标启用显示 true，如果应用程序将被禁用显

示为 false。 

➢ 虚拟服务器：要将应用程序与目标上的特定虚拟服务器相关联，请选择

“管理该目标的虚拟服务器”。 

➢ 应用程序目标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管理目标：按钮来管理应用程序目标。 

➢ 更多操作 

✓ 启用：在所选目标上启用应用程序的操作。 

✓ 禁用：禁用所选目标上的应用程序的操作。 

◼ 注：1）应用程序属于多版本部署时，每次只能添加一个目标，不能批

量添加 

➢ 2）应用程序属于多版本部署时，不能同时在同一实例启用多个版本，

每次只能启用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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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编辑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列表中，点击应用程序名称，会进入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界

面，默认显示一般信息界面，在一般信息界面上可以对应用程序进行编辑操

作。 

 

使用“编辑应用程序”页面修改现有应用程序。 

“编辑应用程序”页面包含以下部分或全部选项，具体取决于应用程序类

型。 

➢ 名称：只读字段，显示您正在编辑的应用程序的名称。 

➢ 状态：应用程序在目标实例中的是否启用状态  

➢ 上下文路径：对于 Web 应用程序，指定应用程序的路径。在 Web 应用

程序的 URL 中，上下文路径紧跟在端口号（http://主机:端口/上下文路径

/...）之后。例如，上下文根必须以正斜杠开头/hello。 

➢ 可用性:如果选中复选框，则会为 Web 会话和有状态会话 Bean

（SFSB）检查点以及可能的钝化启用高可用性。 

➢ 虚拟服务器：与此应用程序关联的虚拟服务器。 

➢ 描述：应用程序的简短描述。 

➢ 路径：已部署应用程序的位置。这是一个只读字段。 

➢ 部署顺序：应用程序的部署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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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应用程序所需的库 JAR 文件。这是一个只读字段。 

➢ 模块和组件：显示应用程序模块及其引擎名称的表。 

11.6. 应用程序部署描述符 

在应用程序列表中，点击应用程序名称，会进入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界

面，切换到描述符界面，可以查看到应用程序描述符，点击描述符名称可以查

看到部署描述符详细。 

部署描述符是一个 XML 文件, 描述应该如何部署 Java EE 应用程序或模

块。每个部署描述符都有一个对应的文件类型定义 (DTD) 文件或模式 (XSD) 

文件。Apusic 应用服务器 支持 Java EE 标准描述符, Apusic 应用服务器 描述

符和 WebLogic 描述符。 

 

 

11.7. 管理虚拟服务器 

使用虚拟服务器目标页面可以更改与应用程序或模块关联的目标虚拟服务

器，给应用服务器设置了虚拟服务器后可以通过虚拟服务器访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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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例配置中可以对虚拟服务器进行新增和管理。 

 

11.8. JNDI 映射 

对于需要连接资源的应用程序，AAS-V10 支持 JNDI 映射，允许多个应用

程序具有相同资源 JNDI 名称时可以连接不同的资源库，实现资源库分立。可

以在部署应用程序时【添加属性】，或者进入应用程序的“一般属性”页面，

【添加属性】。添加属性需要遵循命名规则，JDBC 资源的命名为：jndi-ds-[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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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定义的 jndi 名称]，值为[映射到的 jndi 名称]；JMS 资源的命名为：jndi-

jms-[应用程序定义的 jndi 名称]，值为[映射到的 jndi 名称]。 

例如案例应用程序 test10，定义的 JDBC 资源的名称为 jdbc/test 

 

    新建 JDBC 资源：jdbc/test2 

 

在应用程序 test10 一般信息页面，【添加属性】：jndi-ds-jdbc/test，值为：

jdbc/test2。此时应用程序 test10 连接的 JDBC 资源为 jdbc/test2 

 

例如案例应用程序 test10，定义的 JMS 资源的名称为 jdbc/testjms1 

 

新建 JMS 连接工厂：jms/Connection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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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程序 test10 一般信息页面，【添加属性】：jndi-jms-jdbc/testjms1，

值为：jms/ConnectionFactory。此时应用程序 test10 连接的 JMS 资源库为

jms/ConnectionFactory 

 

11.9. 重新部署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列表中的某个应用程序行点击【重新部署】按钮，进入应用重

新部署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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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重新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重新部署以前部署的应用程序。 

“重新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包含以下选项。 

➢ 路径：要部署的应用程序的归档的位置。 

✓ 要上传到服务器的打包文件：从本地选择应用程序部署 

✓ 可从 Apusic 应用服务器访问本地打包文件或目录：从服务器选择

应用程序包或者目录部署 

➢ 应用名称：只读字段，显示要重新部署的应用程序的名称。 

➢ 可用性：如果选中复选框，则会为 Web 会话和有状态会话 Bean

（SFSB）检查点以及可能的钝化启用高可用性。如果设置为 false（默

认），则对指定的应用程序，Web 应用程序或 EJB 模块禁用所有 Web 会话

保存和 SFSB 检查点。如果设置为 true，则启用指定的应用程序或模块以实

现高可用性。仅当在较高级别（例如服务器和容器级别）配置和启用高可

用性时，才将此选项设置为 true。 

如果 server 存在除默认服务器实例（）之外的群集或独立服务器实例，则

会显示此选项。 

➢ 预编译 JSP：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会预编译 JavaServer Pages（JSP）文

件。如果禁用此选项，JSP 文件将在首次访问时在运行时进行编译。默认情

况下禁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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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验证程序：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在部署之前验证部署描述符。如果

验证失败，则不执行部署。验证程序检查部署描述符的结构和内容。验证

大型应用程序通常非常耗时。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Java Web Start：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允许 Java Web Start 访问应用程序

客户端模块。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保持状态：此选项控制是否在重新部署之间保留 Web 会话，SFSB 实例

和持久创建的 EJB 计时器。 

➢ 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仅在名为的默认服务器实例上支持此选项

server。任何其他目标都不支持和忽略它。 

➢ 保留应用程序范围资源：如果选中，则保留任何应用程序范围的资源，

并在重新部署期间还原它们。 

11.10. 重新加载应用程序 

在应用列表某行应用数据的操作栏中点击【重新加载】按钮，会对应用进

行重新启动与加载操作。 

 

11.11. 应用程序多版本部署 

应用服务器支持同一应用部署多个版本功能。 

<操作> 

1.管控台部署。 

点击“部署”，（1）上传文件，如 test1.war （2）“类型”：Web 应用程

序 （3）“上下文路径”：test1 （4）“应用程序名称”：test1:1 点击“确

认”。成功部署应用程序 test1:1。访问应用程序，http://IP:6888/test1，此时显

示的是 test1.war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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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部署 test1 的新版本，test2.war。点击“部署”，（1）上传文件，如

test2.war （2）“类型”：Web 应用程序 （3）“上下文路径”：test1 （4）

“应用程序名称”：test1:2 点击“确认”。成功部署应用程序 test1:2。此时

test1:2 的状态为启用，test1:1 的状态为禁用。访问应用程序，

http://IP:6888/test1，此时显示的是 test2.war 的内容。 

◼ 注：1）属性“应用程序名称”的格式为[应用名称][冒号][版本号]。如

test1:1，表示 test1 的版本 1。输入法需要为英文输入，版本号可以为英文，

如 test1:SP1 等。 

2）每个版本的属性“上下文路径”需要保持一致 

3）默认新版本开启，旧版本禁用，只能启用一个版本 

4）如果部署在多个目标，新版本根据目标部署 

 

2.命令行部署。 

1)进入{APUSIC_HOME}/aas/bin，执行 asadmin，进入 asadmin> 

2)执行 deploy 命令，deploy --name=[war-name]:[versionNUM] dir/war-name 

如 deploy --name=test1:1 /opt/test1.war 

 

3)再次执行部署命令，部署下个版本。如 deploy --name=test1:2 

/opt/testz/1012/test2.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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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部署 test1:2。此时 test1:2 的状态为开启，test1:1 的状态为禁用 

◼ 注：1）部署在其他实例需要添加“target”属性，如部署在集群

mycluster， 

deploy --name=test1:2 --target=mycluster /opt/testz/1012/test2.war 

2）命令行部署每次只能有一个目标。需要部署在多个目标，需要在管控平

台操作，添加目标，且每次只能添加一个目标。 

 

3.设置仅部署不启用新版本 

如若要部署新版本，却不需要立即启用，可以通过命令行部署，设置

enabled 为 false。 

如 deploy --name=test1:3 --enabled=false /opt/testz/1012/test2.war 

此时 test1:3 只是部署却未启用 

◼ 注：如果需要在其他实例上部署，需要加上—target 目标 

 

4.切换启用版本 

AAS 支持切换启用以往版本。 

1）当 AAS 只有 server 一个实例时，可以直接通过管控台操作。选中应用

程序，如 test1:1，点击操作控件“启用”，即启用了 test1:1，其他版本禁用 

 

2）当 AAS 有多个实例时，需要使用命令行操作，先关闭当前开启的版

本，再开启需要启用的版本。如当前启用的版本为 test1:4，需要开启 test1:1 

进入 asadmin>，执行 disable test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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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执行 enable test1:1 

“disable”为禁用应用，“enable”为启用应用 

◼ 注：默认是禁用/启用在实例 server，如果需要禁用/启用其他实例的应

用，需要加 target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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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生命周期模块 

使用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对生命周期模块相关属性进行设置 

当生命周期模块被服务器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或多个事件触发之后, 它将执

行任务。可能的服务器触发事件包括: 初始化, 启动, 为服务请求做准备和关

闭。生命周期模块不是 Java EE 规范的一部分，而是对 Apusic 应用服务器的增

强。 

 

 

对于每个生命周期模块，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生命周期模块的名称。 

➢ 状态：说明改生命周期模块在那几个实例中启用  

➢ 加载顺序：指定应加载生命周期模块的相对顺序。 

➢ 生命周期模块表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生命周期模块。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选定生命周期模块。 

 

12.1. 新建生命周期模块 

在生命周期模块界面点击【新建】按钮新建生命周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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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周期模块”页面包含以下选项。 

➢ 名称：生命周期模块的名称。 

➢ 类名：生命周期模块的类文件名称。 

➢ 类路径：生命周期模块的类路径。类路径指定生命周期模块的位置。默

认值 domain-dir/applications。如果模块已在此目录中（即在服务器类路径

中），则此字段可以留空。 

➢ 加载顺序：启动时加载此生命周期模块的顺序。具有较小整数加载顺序

值的模块会更快加载。该值的范围可以从 101 到操作系统 MAXINT。保留

1 到 100 之间的值。 

➢ 说明：生命周期模块的描述说明。 

➢ 状态：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启用生命周期模块。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

项。 

➢ 加载失败时：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在生命周期模块无法加载时将关闭服

务器。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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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定义生命周期模块目标实例，可以为集群和独立实例。 

➢ 仅当在域中创建了群集或独立实例时，才会显示此选项。 

 

12.2. 生命周期模块目标 

新建生命周期模块后，可以对生命周期模块目标进行添加和移除等管理操

作，在列表中点击生命周期模块名称，进入编辑界面，切换到目标页签，对目

标进行管理。 

 

使用生命周期模块目标页面可以查看到在其上启用生命周期模块的目标群

集和独立服务器实例。 

生命周期模块目标页面包含以下信息： 

➢ 目标名称：集群或独立服务器实例的名称。 

➢ 已启用：显示 true 是否在目标上启用了生命周期模块，或者 false 是否

禁用了生命周期模块。 

目标表还包含以下操作选项： 

➢ 管理目标：用于管理生命周期模块目标的按钮。 

➢ 更多操作 

✓ 启用：在所选目标上启用生命周期模块的操作。 

✓ 禁用：禁用所选目标上的生命周期模块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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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监视数据 

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使用“监视”页面可以配置群集和非群集服务器实

例的服务监控配置，并且可以查看到每个实例的应用程序、服务器信息、实例

资源等监控数据，还可以查看图形化监控数据。                                                                                                                                                                          

 

对于每个服务器实例，提供以下信息。 

➢ 实例名称：服务器实例的名称。单击实例名称以转到实例的“常规信

息”页面。 

➢ 集群名称：服务器实例所属的集群的名称（如果它是集群实例）。单击

群集名称以转至群集的“常规信息”页面。 

➢ 操作：允许在服务器实例上执行以下操作的链接。 

➢ 配置监视：显示群集或独立实例配置的“监视服务”页面，在该界面设

置各服务组件的监控级别。 

➢ 查看监控数据：允许查看对应实例的以下类型的监视数据的链接。 

➢ 应用程序：点击“应用程序”链接，跳转到对应实例的“应用程序监

视”页面，查看该实例的应用程序监视数据。 

➢ 服务器：点击“服务器”链接，跳转到对应实例的“服务器监控”页

面，查看该实例服务器监视数据 

➢ 资源：点击“资源”链接跳转到对应实例的“资源监视”页面，查看该

服务器的资源监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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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监控：点击“图形监控”链接跳转到对应实例的“图形监控”页

面，查看该服务器的图形监视数据。 

➢ 监控回放：点击“监控回放”链接跳转到对应实例的“监控回放”页

面，查看该服务器的监控回放数据。 

➢ 类信息跟踪：点击“类信息跟踪”链接跳转到对应实例的“类信息跟

踪”页面，查看该服务器的类信息跟踪数据。 

➢ Sql 追踪：点击“sql 追踪”链接跳转到对应实例的“SQL 追踪”页

面，查看该服务器的 SQL 追踪信息。 

➢ JNDI 树：点击“JNDI 树”链接跳转到对应实例的“JNDI 树”页面，

查看该服务器的 JNDI 信息。 

13.1. 开启监视功能 

服务器配置，监视功能默认都为关闭，可以点击导航栏“监视数据”跳转

到服务器配置的监视服务界面，点击操作“配置监视”，对各组件的监视级别

进行设置，级别设置为“低”或“高”启用组件或服务的监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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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监视应用程序 

如需监视应用程序，需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设置“Web Container”组件的

监视级别为“高”或者“低”，开启后，如果服务器中有应用程序运行，在应

用程序监视界面可以查看到监视统计数据。 

 

应用程序监听界面可以查看到应用的 Servlet、会话、请求、以及 JSP 等的

统计信息。 

点击【刷新】按钮可以刷新监视数据为最新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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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监听界面可以选择需要查看的应用程序和组件的应用监视数据。 

 

13.3. 监视服务器 

如需监视服务器相关信息，同样需要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对相应的组件开

启监视功能，设置级别为“高”或低，开启后可以在服务器查看到相应的监视

统计数据，可以点击【刷新】按钮获取最新的监视统计信息。 

 

可以过来查看某个虚拟服务或者 http 监听服务的监视统计数据。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95页 

 

 

13.4. 监视资源 

如需监视服务器资源相关信息，同样需要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对相应的组

件开启监视功能，设置级别为“高”或低，开启后可以在服务器查看到相应的

监视统计数据，可以点击【刷新】按钮获取最新的监视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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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图形监控 

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对相应的组件开启监视功能，设置级别为“高”或”

低”，开启后可以在图形监控页签查看到监视数据。 

 

13.6. 监控回放 

在监视服务配置界面开启监控回放功能，设置监控数据总量，默认为 8000

条；设置监控抽样时间（秒），默认为 30 秒，表示每 30 秒进行一次监控保

存。开启后可以在监控回放页面查看到回放数据。 

 

对应的监控项需要开启才能有监控数据。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97页 

 

13.7. 类信息跟踪 

进入“类信息跟踪”页面，可以查看 AAS 所有类加载的信息。左侧树状图

显示 AAS 所有类名称，右侧显示当前选中的类加载器详细信息。 

选中左侧树状图节点，右侧显示对应节点类名称信息； 

在条件查询输入“类名称”全称，如

“com.opensymphony.xwork2.util.ValueStack”，点击“搜索”，将会显示所有

使用该类名称的应用类加载信息；如果类名称不存在，会显示对应错误提示；

左侧节点可以与查询条件输入框组合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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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SQL 追踪 

进入“sql 追踪”页面，可以开启 sql 追踪功能。追踪列表显示事件、连接

池名称、sql 语句、执行次数、执行时长、最大时长、执行时间、堆栈信息 

 

开启 sql 追踪功能条件： 

1）确保实例管理服务-JMX 连接器中的“安全性”未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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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保 jdbc 连接池属性“包装 JDBC 对象”勾选 

 

3）如果是独立实例或集群实例： 

1.配置集群或独立实例管理服务，确保安全性未开启 

2.集群或独立实例管理服务页面，“地址”修改为

${JMX_SYSTEM_CONNECTOR_URL}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100页 

 

3.进入集群或独立实例系统设置，添加系统属性

JMX_SYSTEM_CONNECTOR_URL，默认值为 0.0.0.0，保存 

 

4.配置属性 JMX_SYSTEM_CONNECTOR_URL 的实例值，覆盖值为该实

例所在 IP 

 

5.启动或重启集群或独立实例 

 

点击“开启追踪”“开启堆栈”，选择需要查看的数据源，将会显示当前

实例下该数据源的 sql 追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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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显示配置”，将会显示可以配置的信息。数据源需要开启才能追

踪；可以“设置追踪事件”，点击“提交配置”，则设置成功。 

 

13.9. JNDI 树 

进入“JNDI 树”页面，可以查看 AAS 所有 JNDI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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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事务管理 

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点击导航栏“事务管理”进入事务管理模块。该模

块页面显示运行中的事务列表，查看事务的运行时间，状态等信息以及对运行

中的事务有手动回滚功能。                                                 

操作：进入[配置]-[server-config]-[监视服务]，设置组件“Transaction 

Service”的监视级别为“高”，开启事务监控。 

当有事务处于活跃状态时，页面将显示事务信息，等待运行。事务结束

后，该事务将不会再显示在列表中。 

选择事务列表，点击“取消”可以手动取消事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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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资源 

使用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对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Apusic 应用服务器管控提供对系统所有实例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功能，包括

JDBC ,JMS,JNDI, JavaMail 会话, 资源适配器配置, 连接器等类型的资源 

15.1. 添加资源 

在资源界面，点击【添加资源】按钮进行添加资源操作，资源格式为 xml

文件，选择资源目标后保存。 

 

 

https://172.20.129.84:6848/resource/jca/zh_CN/help/missingtopic.html
https://172.20.129.84:6848/resource/jca/zh_CN/help/missingto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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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JDBC 

15.2.1. JDBC 连接池 

JDBC 连接池包含一组 JDBC 连接，它们是在注册连接池时创建的。连接

池使用 JDBC 驱动程序来创建物理数据库连接。应用程序从池中借用连接并使

用此连接，然后关闭连接以将其返还给该池。要创建 JDBC 资源，请指定关联

的连接池。多个 JDBC 资源可以指定一个连接池。 

 

连接池是用于特定数据库的一组可重复使用的连接。由于每创建一个新的

物理连接都会耗费时间，因此服务器维护可用连接池来提高性能。应用程序请

求连接时可以从池中获取一个连接。应用程序关闭连接时，连接将返回到池

中。 

使用管理控制台创建连接池时，您是在定义与特定数据库的连接的各个方

面。 

使用“JDBC 连接池”页可以配置 JDBC 连接池。 

对于每个连接池，将提供以下信息： 

➢ 刷新时间间隔：默认 30 秒，定时是检测 JDBC 连接池的状态。 

➢ 池名称：连接池的名称。 

➢ 资源类型：连接池的资源类型。包括 javax.sql.XADataSource（全局事

务）、java.sql.ConnectionPoolDataSource（本地事务）、

javax.sql.DataSource（仅本地事务）和 java.sql.Driver 

➢ 类名称：实现 javax.sql.XADataSource、

java.sql.ConnectionPoolDataSource、

javax.sql.DataSource 或 java.sql.Driver API 的特定于提供方的类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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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连接池的简短说明。 

“连接池”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连接池的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连接池的按钮。 

➢ 点击“新建”，进入新建 JDBC 连接池页面。 

➢ 连接池名称：自定义连接池名称，必填 

➢ 资源类型：包括 javax.sql.XADataSource（全局事务）、

java.sql.ConnectionPoolDataSource（本地事务）、javax.sql.DataSource（仅

本地事务）和 java.sql.Driver，根据需要选择 

➢ 数据库驱动程序供应商：可以选择或输入数据库驱动程序供应商 

➢ URL：数据库连接的 URL，必填 

➢ 用户名：访问数据库的用户名，必填 

➢ 口令：访问数据库的口令，必填 

➢ 初始和最小池大小：在池中维护的连接的最小和初始数量，默认为 8 

➢ 最大池大小：可以为满足客户机请求而创建的连接的最大数量，默认为

32 

➢ 池调整大小数量: 池空闲超时到期时要删除的连接的数量，默认为 2 

➢ 空闲超时: 连接在池中可以保持空闲的最长时间。0 代表对空闲的连接

不进行验证，默认为 300 秒 

➢ 最长等待时间: 发送连接超时之前调用方等待的时间，默认为 60000 毫

秒 

➢ 非事务处理连接: 返回非事务处理连接，默认不勾选 

➢ 事务处理隔离:包括 Read Uncommitted（读未提交）、Read Committed

（读已提交）、Repeatable Read（可重复读取）、Serializable（可串行

化），如果未指定, 则使用 JDBC 驱动程序的默认级别 

➢ 隔离级别：所有连接都使用同一隔离级别; 需要事务处理隔离，默认勾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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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JDBC 驱动包：根据数据库类型及版本上传驱动包，首次连接该类

型数据库必须上传驱动包 

➢ 其他属性：根据需要添加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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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列表中的连接池名称，进入编辑页面 

➢ 包括一般信息、高级属性、其他属性，可以对其进行编辑，修改后点击

“保存”生效 

➢ 可以加载默认值、刷新、ping 

➢ 池名称：不能修改 

➢ 资源适配器：默认显示原始设置 

➢ 连接定义：默认显示原始设置 

➢ ping：启用后, 该池在创建或重新配置期间执行试通命令以识别并警告

其属性的任何错误值。默认不开启 

➢ 部署顺序：指定服务器启动时资源的加载顺序。先加载较低的数字 

池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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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和最小池大小：在池中维护的连接的最小和初始数目 。默认为原

始设置 

➢ 最大池大小：可以为满足客户机请求而创建的连接的最大数目。默认为

原始设置 

➢ 池调整大小数量：池空闲超时到期时要删除的连接的数目。默认为原始

设置 

➢ 空闲超时：发送连接超时之前调用方等待的时间。默认为原始设置 

➢ 最长等待时间：发送连接自己调用方等待的时间。默认为原始设置 

➢ 连接验证 

➢ 连接验证：在传递给容器之前验证连接。默认为原始设置 

➢ 一旦失败：连接失败时关闭所有连接并重新连接, 否则只在使用时重新

连接。默认为原始设置 

➢ 事务处理支持：事务处理支持级别。以向下兼容的方式覆写资源适配器

中的事务处理支持属性。 默认为原始设置 

高级属性 

➢ Statement 超时：用于终止异常错误长时间运行查询的连接的超时属

性。-1 表示未启用。默认未启用 

➢ 语句高速缓存大小：设置为非零正数值 (例如 10) 时, 启用高速缓存 

➢ 初始 SQL：指定每当从池创建连接时就执行的 SQL 字符串 

➢ SQL 跟踪监听程序：实现 com.apusic.aas.api.jdbc.SQLTraceListener 接

口的类的逗号分隔列表 

➢ 包装 JDBC 对象：设置为“真”时, 应用程序将获取 Statement, 

PreparedStatement, CallableStatement, ResultSet, DatabaseMetaData 的已包装 

jdbc 对象。默认为真 

➢ 池化：设置为“假”时, 禁用池的连接共享。默认为真 

连接设置 

➢ 验证连接时间间隔：指定连续请求验证连接 (最多一次) 之间的时间间

隔 (单位)。默认值为 0, 表示未启用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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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泄露超时：设置确定为连接泄露超时的时间，0 表示无连接泄露检

测 

➢ 连接泄露回收：如果启用该选项, 则连接泄漏超时后, 池将回收泄漏的

连接。默认不启用 

➢ 语句泄露超时：设置确定为语句泄露超时的时间，0 表示无语句泄漏检

测 

➢ 连接泄露回收：如果启用该选项, 则语句泄漏超时后, 池将回收泄漏的

语句。默认不启用 

➢ 创建重试尝试次数：尝试创建新连接的次数。0 表示不进行重试。默认

值为 0 

➢ 重试时间间隔：尝试创建连接时两次重试之间的时间间隔。当“创建重

试尝试次数”值大于 0 时有效。默认值为 10 秒 

➢ 延迟关联：对连接执行操作时, 连接将延迟关联。默认为不勾选 

➢ 延迟连接登记：仅当在方法中实际使用资源时才将资源添加至事务处

理。默认为不勾选 

➢ 与线程关联：当同一线程需要连接时, 它可以重复使用已与该线程关联

的连接。默认为不勾选 

➢ 匹配连接：启用或禁用池的连接匹配。默认为勾选 

➢ 最大连接使用次数：连接将被池重用指定次数, 超出此数目后连接会关

闭。0 表示未启用该功能。默认为 0 

连接验证 

➢ 连接验证：为真时，验证连接, 连接失败时允许服务器重新连接。默认

不勾选 

➢ 验证方式：包括 table、custom-validation、meta-data、auto-commit 

➢ 表名：如果验证方式选择了 table，需选择或输入表名 

➢ 验证类名：如果验证方式选择了 custom-validation，需要指定验证类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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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失败：为真时，连接失败时关闭所有连接并重新连接, 否则只在使

用时重新连接。默认不勾选 

➢ 允许非组件调用方：为真时，启用由非组件调用方 (例如 ServletFilter) 

使用的池。默认不勾选 

其他属性 

➢ 添加 JDBC 驱动包：上传数据库驱动程序包。数据库驱动包上次到

${APUSIC_HOME}/domains/mydomain/lib/ext 目录下，如果数据源被其他的

独立实例和集群使用，会自动拷贝数据源驱动到独立实例和集群实例的相

应的目录下 

➢ 其他属性：管理连接池的其他属性，例如 UR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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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JDBC 资源 

Java 数据库连接 (JDBC) 资源 (数据源) 为应用程序提供连接到数据库的

方法。通常，管理员会为域中部署的应用程序所访问的每个数据库创建一个 

JDBC 资源；也可为一个数据库创建多个 JDBC 资源。 

 

应用程序通过在 Java 命名和目录接口 (JNDI) API 树中查找数据源，然后

请求连接来从连接池获取数据库连接。与数据源关联的连接池提供到应用程序

的连接。 

使用“JDBC 资源”页可以配置 JDBC 资源。 

对于每个资源，将提供以下信息： 

➢ JNDI 名称：标识 JDBC 资源的唯一名称。 

➢ 状态：说明资源在目标实例上的启用状态 

➢ 连接池：与资源关联的 JDBC 连接池。 

➢ 说明：资源的简短说明。 

“资源”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资源的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资源的按钮。 

➢ 启用：用于启用一个或多个所选资源的按钮。 

➢ 禁用：用于禁用一个或多个所选资源的按钮。 

 

编辑 JDBC 资源界面可以在该数据源中执行 sq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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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默认不开启 sql 安全，在 jdbc 资源的 sql 语句框中可以执行包括

select,create,insert,update,delete,drop 等 sql 语句； 

2) 开启 sql 安全，在 jdbc 资源的 sql 语句框中就只能执行 select 语句。 

开启方法：在 JVM 选项中添加“-Dapusic.console.sql.disabl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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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JDBC 多数据源资源 

JDBC 多数据源资源为应用程序提供了连接多个数据库的方法。设置多数

据源资源，一个 JDBC 资源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连接池。 

➢ JNDI 名称：标识 JDBC 资源的唯一名称。 

➢ 算法类型：指本次使用数据源的 getConnection()获得连接后，下次再获

得连接的方式 。有两项可选： 

1）负载均衡：下次随机在连接池中随机选取一个非本次池获得连接。 

◼ 注：需要在应用中保持数据源 jndi 对象的引用才能够获得负载均衡的能

力，也就是说每次从同一个数据源对象获得新的数据库连接才能实现负载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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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障转移：每次获得连接都始终在目前使用的池中获取,直到目前使用的

连接池出现问题，则从其他连接池中获取连接作为 fail-over。 

忙时转移：可选项，如果当前使用的连接池连接数达到最大值，则会从其

他池获取连接。最大连接数在 JDBC 连接池中设置。 

 

➢ 连接池名称：选择对应的连接池，可多选。 

➢ 检测时间：测试连接的时间间隔 （缺省 5 秒）。 

➢ SQL 语句：测试连接的 SQL 语句。多数据源资源在返回连接时并不会

先检测连接可用，而是采用周期轮询的方法检测各个连接池，如果某个连

接池不可用，会在获取连接时去处这个连接池。由于采用周期轮询，所以

不能保证获得的连接一定可用，必须要在应用中捕获 SQLException,然后重

试才能获得新的可用连接，所以此处的高可用并不是应用透明的。 

➢ 状态：默认勾选，开启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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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更改算法类型、检测语句和时间间隔不需要重启应用即可生效 

2）更改多数据源中的连接池，加减池后，需要重新获取 jndi 中的数据源对

象或重启应用。 

3）JNDI 名称唯一，且不能与 JDBC 资源的 JNDI 名称重复 

 

15.3. JavaMail 会话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包括 JavaMail API。通过 JavaMail，可以从 Java 应

用程序访问网络或 Internet 上支持 Internet 消息访问协议 (IMAP) 和简单邮件

传输协议 (SMTP) 的邮件服务器。 

 

 

使用“JavaMail 会话”页可以配置 JavaMail 会话。 

对于每个 JavaMail 会话，将提供以下信息： 

➢ JNDI 名称：标识 JavaMail 会话的唯一名称。 

➢ 已启用：如果会话已启用，则为“真”；如果会话已禁用，则为

“假”。 

➢ 说明：JavaMail 会话的说明。 

“会话”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 JavaMail 会话的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 JavaMail 会话的按钮。 

➢ 启用：用于启用一个或多个所选 JavaMail 会话的按钮。 

➢ 禁用：用于禁用一个或多个所选 JavaMail 会话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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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JNDI 

15.4.1. 外部资源 

外部 JNDI 资源可以访问外部 JNDI 资料档案库，如 LDAP 服务器。 

 

使用“外部资源”页可以配置外部 JNDI 资源。 

对于每个外部资源，将提供以下信息： 

➢ JNDI 名称：标识外部资源的唯一名称。 

➢ 已启用：如果外部资源已启用，则为“真”；如果外部资源已禁用，则

为“假”。 

➢ 资源类型：外部资源的类型。 

➢ 说明：外部资源的说明。 

“资源”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外部资源的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外部资源的按钮。 

➢ 启用：用于启用一个或多个所选外部资源的按钮。 

➢ 禁用：用于禁用一个或多个所选外部资源的按钮。 

15.4.2. 定制资源 

定制资源可以指定定制服务器范围资源对象工厂。 

 

使用“定制资源”页可以配置定制 JNDI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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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定制资源，将提供以下信息： 

➢ JNDI 名称：标识定制资源的唯一名称。 

➢ 已启用：如果定制资源已启用，则为“真”；如果定制资源已禁用，则

为“假”。 

➢ 资源类型：定制资源的类型。 

➢ 说明：定制资源的说明。 

“资源”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定制资源的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定制资源的按钮。 

➢ 启用：用于启用一个或多个所选定制资源的按钮。 

➢ 禁用：用于禁用一个或多个所选定制资源的按钮。 

15.5. JMS 资源 

15.5.1. 连接工厂 

Java 消息服务 (JMS) 连接工厂是允许应用程序以编程方式创建其他 JMS 

对象的对象。 

 

创建 JMS 连接工厂: 

以在管控上添加 sample 中 mdb 应用所需的 JMS 资源为例； 

jndi 名称：应用程序对应的 jndi，如 jms/ConnectionFactory 

资源类型：javax.jms.Connection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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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 目标资源 

JMS 目标充当消息的资料档案库。 

 

创建目标资源，需为应用程序对应的 jndi，如：testQueue 

资源类型：选择 javax.jms.Queue 

 

部署应用，如 sample 中的 mdb.ear，应用程序会根据 jndi 名称自动匹配

JMS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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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资源适配器配置 

资源适配器配置提供资源适配器的配置信息。 

 

使用“新建资源适配器配置”页可以创建新的资源适配器配置。 

对于每个资源适配器配置资源，将提供以下信息： 

➢ 资源适配器名称：要配置的资源适配器的名称。 

➢ 线程池 ID：要用于资源适配器配置的线程池。 

➢ 其他属性：资源适配器的其他属性。可用属性为 ra.xml 文件

中 resourceadapter-class 元素所引用类的 setter 方法的名称，该文件定义了

资源适配器 JavaBeans 组件的类名。对此处定义的属性的任何修改都会覆

盖 ra.xml 中的默认值。 

 

15.7. 连接器 

连接器模块 (也称为资源适配器) 为 Java 组件，允许应用程序与企业信息

系统 (EIS) 软件进行交互。EIS 程序包括各种类型的系统：企业资源规划 

(ERP)、大型机事务处理处理、非关系数据库和消息传送系统，例如 Java 消息

服务 (JMS) 等。 

15.7.1. 连接器资源 

连接器资源是一个程序对象, 可以为应用程序提供到企业信息系统 (EIS) 

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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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建连接器资源”页可以创建新的资源适配器配置。 

对于每个连接器资源，将提供以下信息： 

➢ JNDI 名称：标识连接器资源的唯一名称。 

➢ 连接池名称：新连接器资源所属的连接池。 

➢ 说明：连接器资源的说明。 

➢ 状态：如果选中此选项，则将启用连接器资源。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

项。 

➢ 其他属性：连接器资源的其他属性。可用属性取决于连接器连接池的资

源适配器。可以使用在此表中指定的名称/值对，覆盖由资源适配器提供方

定义的属性默认值。 

➢ 目标：连接器资源的集群和独立实例。使用“添加”和“全部添加”按

钮将所需目标移动到“所选目标”列。使用“删除”和“全部删除”按钮

将任何不需要的目标移动到“可用目标”列。仅当在域中已创建集群或独

立实例时才会显示此选项。 

15.7.2. 管理对象资源 

受管理对象资源提供了专门的功能, 该功能由已部署连接器模块的资源适

配器定义。 

 

使用“新建管理对象资源”页可以创建新的资源适配器配置。 

对于每个管理对象资源资源，将提供以下信息： 

➢ JNDI 名称：标识受管理对象资源的唯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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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适配器：受管理对象资源的资源适配器。 

➢ 资源类型：受管理对象资源的 Java 类型 (例如 javax.jms.Topic)。 

➢ 说明：受管理对象资源的说明 

➢ 状态：如果选中此选项，则将启用受管理对象资源。默认情况下启用此

选项。 

➢ 其他属性：受管理对象资源的其他属性。可用属性取决于连接器连接池

的资源适配器。可以使用在此表中指定的名称/值对，覆盖由资源适配器提

供方定义的属性默认值。 

➢ 目标：受管理对象资源的集群和独立实例。使用“添加”和“全部添

加”按钮将所需目标移动到“所选目标”列。使用“删除”和“全部删

除”按钮将任何不需要的目标移动到“可用目标”列。仅当在域中已创建

集群或独立实例时才会显示此选项。 

15.7.3. 连接器连接池 

单击“新建”以创建新的连接器连接池。创建连接池之前, 请先部署连接

器模块。连接器模块可以从应用程序页面部署。 

 

使用“新建连接器连接池”页可以创建新的资源适配器配置。 

对于每个连接器连接池，将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标识连接器连接池的唯一名称。 

➢ 资源适配器：与连接器连接池关联的资源适配器。 

➢ 连接定义：连接器连接池的连接定义。列表中的选项取决于所选的资源

适配器。连接定义指明 ra.xml 文件中资源适配器的 connection-definition 元

素。 

https://172.20.51.145:6848/applications/applications.j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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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果启用此选项，则在创建或重新配置过程中，将对连接池进行试

通操作，以识别其属性的任何错误值并发出警告。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说明：连接器连接池的说明。 

➢ 初始和最小池大小：连接器连接池中连接的最小数目。默认值为 8。 

➢ 最大池大小：连接器连接池中连接的最大数目。默认值为 32。 

➢ 池调整大小数量：池空闲超时到期时要删除的连接的数目。默认值为 

2。 

➢ 空闲超时：连接在池中保持空闲的最长时间 (秒)。默认值为 300。 

➢ 最长等待时间：在达到连接超时之前，请求连接的应用程序所等待的时

间。默认值为 60000。 

➢ 连接验证：如果选中“必需的”复选框，则先验证连接，然后才将其提

供给应用程序。如果资源验证失败，则销毁此资源，然后创建并返回一个

新的资源。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一旦失败：如果选中“关闭所有连接”复选框，则 Apusic Server 将在

某个连接失败时关闭池中的所有连接并重新建立这些连接。默认情况下禁

用此选项。 

➢ 事务处理支持：选择的事务处理支持将以向下兼容方式覆盖与此连接池

关联的资源适配器中的事务处理支持属性。也就是说，它支持的事务处理

级别可以比资源适配器中指定的事务处理级别低或与其相同，但不能指定

更高的级别。 

➢ 其他属性：连接器连接池的其他属性。可用属性取决于连接器连接池的

资源适配器。可以使用在此表中指定的名称/值对，覆盖由资源适配器提供

方定义的属性默认值。 

15.7.4. 工作安全映射 

工作安全映射将资源适配器 EIS 主用户或 EIS 用户组提交的工作的调用

方身份映射到 Apusic Server 安全域中的适当主用户或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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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建工作安全映射”页可以创建新的资源适配器配置。 

对于每个工作安全映射资源，将提供以下信息： 

➢ 安全映射名称：工作安全映射的名称。 

➢ 组：如果选中“组映射”单选按钮，则文本字段必须指定每个后端 EIS 

用户组与在 Apusic Server 安全域中定义的相应用户组的映射。可使用逗号

分隔列表指定多个映射。 

➢ 主用户：如果选中“主用户映射”单选按钮，则文本字段必须指定每个

后端 EIS 主用户与在 Apusic Server 安全域中定义的相应主用户的映射。

可使用逗号分隔列表指定多个映射。 

➢ 资源适配器：EIS 的资源适配器。 

➢ 说明：工作安全映射的说明。 

➢ 状态：如果选中此选项，则将启用工作安全映射。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

项。 

 

15.8. 并发资源 

并发资源是为 Java EE 应用程序。在 GlassFish 服务器中，配置并发资源使

它们可供应用程序组件（如 servlet 和 ejb）使用。 

15.8.1. 上下文服务 

上下文服务用于创建动态代理对象，这些对象捕获容器，并使应用程序能

够稍后在该上下文中运行。上下文的容器将传播到执行任务的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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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 托管线程工厂 

应用程序使用托管线程工厂按需创建托管线程 

 

15.8.3. 托管执行者服务 

应用程序使用托管执行器服务异步执行提交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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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 托管执行者服务 

应用程序使用托管调度执行器服务在特定时间异步执行提交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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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配置 

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使用“配置”页可管理配置并查看使用这些配置的

独立服务器实例和集群。 

default-config 配置由 Apusic 应用服务器 预定义。创建域时，将自动为域

管理服务器 (DAS) 创建 server-config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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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管理服务配置 

16.1.1. 配置 JMX 连接器 

使用“编辑 JMX 连接器”页可以编辑符合 JSR 160 标准的 JMX 连接

器。 

 

“编辑 JMX 连接器”页包含以下选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名称：JMX 连接器名称。这是只读字段。 

➢ JMX 协议：此 JMX 连接器支持的协议的名称。这是只读字段。 

➢ JMXServiceURL：JMX 服务 URL。这是只读字段。 

➢ 安全性：如果选中“已启用”复选框，则将对 JMX 通信进行加密。默

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地址：JMX 连接器服务器存根在其中注册的命名服务的 IP 地址。这

不是进行实际 JMX 通信的服务器套接字的端口。这是启动 RMI 注册表

的网络接口的地址。如果系统有多个网络接口，请修改此值，以便仅选择

某个特定的接口。默认值为 0.0.0.0。 

➢ 端口：命名服务 (RMI 注册表) 监听 RMI 客户机连接的端口号。此命

名服务的唯一用途是下载 RMI 存根。如果默认端口已占用，则使用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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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合法值为 1 到 65535。在 UNIX 系统上，创建用于监听 1 到 

1024 端口的套接字需要超级用户权限。默认值为 8686。 

➢ 安全域域名称：代表特殊管理领域的名称。所有验证均由此领域处理。

默认值为 admin-realm。 

➢ 其他属性：JMX 连接器的其他属性。默认情况下，已指定若干属性。 

16.1.2. 配置 SSL 

使用 SSL 页可以修改 JMX 连接器的 SSL 设置。 

 

只有在“编辑 JMX 连接器”页上为 JMX 连接器启用了安全性时，此页

上的设置才有意义。 

SSL 页包含以下选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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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L3：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则将为 JMX 连接器启用 SSL3 协议。默

认情况下启用此选项。 

➢ TLS：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则将为 JMX 连接器启用 TLS 协议。默认

情况下启用此选项。 

➢ 客户机验证：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则客户机在每次请求时必须向服务器

表明自己的身份。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证书昵称：证书数据库或 PKCS#11 标记中的服务器证书昵称。在证书

中，名称格式为 tokenname:nickname。在此属性中包含名称的 tokenname:

部分是可选的。 

➢ 密钥库：密钥库文件的名称 (例如，keystore.jks)。 

➢ 信任算法：要用于证书路径验证的信任管理算法的名称 (例如，

PKIX)。 

➢ 最大证书长度：证书路径中可以存在的非自发行中间证书的最大数目。

只有在“信任算法”字段设置为 PKIX 时，才会使用此字段。如果值为 

0，则表示路径只能包含单个证书。如果值为 -1，则表示路径长度不受限制 

(没有最大长度)。如果设置小于 -1 的值，则会导致抛出异常错误。 

➢ 信任存储：信任存储文件的名称 (例如，cacerts.jks)。 

➢ 密码套件：可以在其中添加或删除密码套件的区域。如果不添加任何密

码套件，则将使用所有密码套件。 

16.2. 系统属性 

“系统属性”页显示在所选的命名配置中定义的 Java 系统属性列表。在

启动 Apusic 应用服务器 时，Java 系统属性将通过 Java 应用程序启动程序的

-D 选项传递到 Java 应用程序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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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属性定义了引用该配置的所有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实例的端口设置默

认值。 

对于每个属性，都将显示以下信息： 

➢ 实例变量名称：系统属性名称。 

➢ 默认值：为实例引用的命名配置中的属性所设置的值。此字段为只读。 

➢ 实例值：指向该属性的“实例值”页的链接。 

“其他属性”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添加属性：用于添加属性的按钮。单击此按钮可向“其他属性”表中添

加一行。 

➢ 删除属性：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属性的按钮。删除的任何属性会恢

复其默认值，或者如果没有设置默认值，则未定义。 

“系统属性”页还包含以下选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动态重新配置：如果启用此选项，对配置所做的更改将应用到引用该配

置的实例，而无需重新启动这些实例。 

使用此配置的集群和/或实例 

引用此配置的集群和实例的列表，同时指示每个集群或实例是否正在运

行： 

✓ 如果群集或实例正在运行，将显示一个复选标记 (✓)。 

https://172.20.129.84:6848/resource/common/zh_CN/help/ref-sysinstanceval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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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集群或实例已停止，将显示一个感叹号 (!)。 

16.3. 连接器服务 

使用“连接器服务”页可以修改管理资源适配器的连接器服务的常规设

置。 

 

“连接器服务”页包含以下选项： 

➢ 加载默认值：使具有默认值的设置还原到其默认值的按钮。不具有默认

值的设置不会发生更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关闭超时：在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关闭过程中，允许用于完成连接器

模块实例的 ResourceAdapter.stop 方法的最大秒数。需要更长时间关闭的资

源适配器将被忽略，而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关闭操作将继续。默认值为 30 

秒。 

➢ 连接器类加载策略 

要用于加载类的策略。可用选项为： 

✓ gerived：指示根据应用程序对任何资源适配器资源的引用来提供资源适

配器。此策略为默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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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指示所有资源适配器对所有应用程序都将是可见的。 

16.4.  EJB.容器 

16.4.1. EJB 设置 

使用“企业 Java Bean (EJB)”页可以配置 EJB 容器的设置。 

 

除了企业 Bean 的常规设置之外，还可以配置池设置和高速缓存设置。 

 “企业 Java Bean (EJB)”页包括以下选项： 

➢ 加载默认值：使具有默认值的设置还原到其默认值的按钮。不具有默认

值的设置不会发生更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会话存储位置：在文件系统上存储钝化有状态会话 Bean 和持久性 

HTTP 会话的目录。默认值为${com.apusic.aas.instanceRoot}/session-store。 

➢ 提交选项：指定容器高速缓存事务处理之间的钝化 Bean 实例的方式。

如果选择“选项 B”(默认选项)，则容器将高速缓存事务处理之间的就绪实

例。如果选择“选项 C”，则容器不会高速缓存事务处理之间的就绪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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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和最小池大小：要在池中维护的 Bean 的最小数目。默认值为 0。 

➢ 最大池大小：容器可以同时在池中维护的 Bean 的最大数目。默认值为 

32。 

➢ 池调整大小数量：当 Bean 处于空闲状态的时间超过“池空闲超时”字

段中指定的时间时，要从池中删除的 Bean 的数目。该值必须至少为 0，

并小于“最大池大小”值。默认值为 8。 

➢ 池空闲超时：在将池中的 Bean 从池中删除之前，Bean 可以保持空闲

状态的时间 (秒)。超过此时间后，Bean 将被销毁。如果值为 0，则表示 

Bean 可以无限期保持空闲状态。默认值为 600。 

➢ 最大高速缓存大小 

✓ 高速缓存大小调整数量：当高速缓存已满时，要钝化的 Bean 的数目。

达到高速缓存的 Bean 的最大数目之后，容器将从备份存储中删除一些钝

化 Bean。该值还指定当池中没有可用的 Bean 时，如果收到请求将要创建

的 Bean 的数目。该值必须大于 1，并小于“最大高速缓存大小”值。默认

值为 32。 

✓ 删除超时：将钝化 Bean 从会话存储中删除之前经过的秒数。如果值为 

0，则指定容器不自动删除非活动 Bean。如果“删除超时”值小于或等于“高

速缓存空闲超时”值，则 Bean 将在不钝化的情况下立即删除。默认值为 

5400。 

✓ 删除选择策略：容器用于将有状态会话 Bean 从高速缓存中删除的策

略。 

✓ 高速缓存空闲超时：Bean 可以在高速缓存中保持空闲状态的最大秒

数。超过此时间后，容器可以钝化此 Bean。如果值为 0，则指定 Bean 永

不成为钝化的候选。默认值为 600。 

✓ 其他属性：EJB 容器的其他属性。 

16.4.2. MDB 设置 

使用“MDB 默认池设置”页可以配置 MDB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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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B 默认池设置”页包含以下选项： 

➢ 加载默认值：使具有默认值的设置还原到其默认值的按钮。不具有默认

值的设置不会发生更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初始和最小池大小：要在池中维护的消息 Bean 的最小数目。默认值为 

0。 

➢ 最大池大小：容器可以同时在池中维护的 Bean 的最大数目。默认值为 

32。 

➢ 池调整大小数量：当 Bean 处于空闲状态的时间超过“池空闲超时”字

段中指定的时间时，要从池中删除的 Bean 的数目。该值必须至少为 0，

并小于“最大池大小”值。默认值为 8。 

➢ 池空闲超时：在将池中的 Bean 从池中删除之前，Bean 可以保持空闲

状态的时间 (秒)。超过此时间后，Bean 将被销毁。如果值为 0，则表示 

Bean 可以无限期保持空闲状态。默认值为 600。 

➢ 其他属性：MDB 池的其他属性。Apusic 应用服务器 不定义 MDB 池

的任何其他属性。 

16.4.3. EJB 计时服务 

使用“EJB 计时器服务”页可以配置 EJB 计时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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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器服务是由企业 Bean 容器提供的持久性和事务处理性通知服务，用

于安排企业 Bean 使用的通知或事件。除有状态会话 Bean 之外的所有企业 

Bean 均可从计时器服务接收通知。关闭或重新启动服务器时，不会销毁由服务

设置的持久性计时器。 

“EJB 计时器服务”页包含以下选项： 

➢ 加载默认值：使具有默认值的设置还原到其默认值的按钮。不具有默认

值的设置不会发生更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最短传送时间间隔：对于特定计时器，允许在下一次计时器到期之前经

过的最小毫秒数。如果将此时间间隔设置得过小，则可能会导致服务器过

载。默认值是 1000。 

➢ 最多重新传送次数：计时器服务尝试传送异常或回退计时器到期的最大

次数。默认值为 1。 

➢ 重新传送时间间隔：重新传送尝试之间的时间间隔 (毫秒)。默认值为 

5000。 

➢ 计时器数据源：将用作计时器数据源的 JDBC 资源的 JNDI 名称。如

果指定，则此值将覆盖计时器服务系统应用程序的 jdbc/__TimerPool 的默认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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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HTTP 服务 

16.5.1. HTTP 服务 

使用“HTTP 服务”页可以指定 Web 应用程序的常规访问日志策略。 

 

HTTP 服务提供各种工具，可用于部署 Web 应用程序并使得部署的 Web 

应用程序可被 HTTP 客户机访问；此外，还提供虚拟服务器、线程池和网络配

置功能。 

Apusic 应用服务器 使用“HTTP 服务访问日志”为虚拟服务器的访问日

志启用和配置滚动。这些日志位于 domain-dir/logs/access 目录并且按以下方式

命名：virtual_server_name_access_log.yyyyMMdd-HHhmmmsss.txt 

“HTTP 服务”页包含以下选项： 

➢ 加载默认值：使具有默认值的设置还原到其默认值的按钮。不具有默认

值的设置不会发生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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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SSO：确定在默认情况下，是否为此服务器上针对同一领域配置的所有

虚拟服务器上的所有 Web 应用程序启用单点登录。如果未启用此选项，则

在默认情况下禁用所有虚拟服务器的单点登录，用户必须在使用每台虚拟

服务器上的每个应用程序时都分别进行验证。您可以覆盖单台虚拟服务器

的此项设置。可以启用或禁用 SSO。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访问日志记录：如果选中此选项，则会对所有未指定此属性的虚拟服务

器子元素启用访问日志记录。如果未选中此项，则对所有未指定此属性的

虚拟服务器子元素禁用访问日志记录。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滚动：如果选中此选项，则将启用日志文件滚动。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

项。 

➢ 滚动策略：唯一可用的滚动策略是 time。 

➢ 滚动间隔：访问日志的滚动之间间隔的分钟数。仅当滚动策略

为 time 时，此字段才有效。默认值为 1,440 分钟 (24 小时)。 

➢ 滚动后缀：要在滚动后添加到日志文件名末尾的字符串值。默认值

为 yyyy-MM-dd。 

➢ 最大文件数：要保留的最大滚动访问日志文件数。负值表示文件数不受

限制。默认值为 -1。 

➢ 缓冲区大小：访问日志缓冲区的大小 (字节)，或者是小于或等于 0 的

值 (对于未缓冲的访问日志)。默认值为 32768。 

➢ 写入间隔：将日志写入磁盘之前的秒数。 

➢ 格式：用于指定要在访问日志中捕获的信息以及信息捕获顺序的字符串

值。 

➢ 其他属性：HTTP 服务的其他属性。 

16.5.2. HTTP 监听程序 

使用“HTTP 监听程序”页可以配置 HTTP 监听程序。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142页 

 

HTTP 监听程序是一种网络监听程序。要访问高级功能，可以使用“网络

监听程序”页编辑 HTTP 监听程序。 

默认情况下，当您第一次安装 Apusic 应用服务器 时，存在三个 HTTP 

监听程序，名称为 admin-listener、http-listener1 和 http-listener2。 

对于每个 HTTP 监听程序，将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HTTP 监听程序的名称。 

➢ 端口号：HTTP 监听程序监听的端口号。 

➢ 地址：HTTP 监听程序使用的 IP 地址。 

➢ 已启用：如果 HTTP 监听程序已启用，则为真；如果 HTTP 监听程序

未启用，则为假。 

➢ “HTTP 监听程序”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 HTTP 监听程序。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 HTTP 监听程序。 

 

16.6.  JVM 设置 

使用“JVM 选项”页可以指定运行 Apusic 应用服务器 的 Java 应用程

序启动器 (java) 的选项。-D 选项用于指定特定于 Apusic 应用服务器的属性。 

16.6.1. JVM 常规设置 

Java 虚拟机 (JVM) 使 Java 字节代码可以在物理计算机上运行。调整 

JVM 设置可以提高性能和避免出现内存分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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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虚拟机包含在 Java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Java SE 平台) 中，该

平台是 Apusic 应用服务器 所需要的。不正确的 JVM 设置将导致服务器无法

运行，因此在更改这些设置时应当谨慎。 

◼ 注:术语“Java 虚拟机”和“JVM”表示用于 Java 平台的虚拟机。 

“JVM 常规设置”页包含以下选项： 

➢ 加载默认值：使具有默认值的设置还原到其默认值的按钮。不具有默认

值的设置不会发生更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Java 主目录：Java SE 软件 (该软件是运行 Apusic 应用服务器 所需

的软件) 的安装目录的名称。 

➢ Javac 选项：Java 编程语言编译器的命令行选项。部署 Enterprise 

JavaBeans (EJB) 组件后，Apusic 应用服务器 将运行编译器。 

➢ 调试：使用 Java 平台调试器体系结构 (JPDA) 启用调试。勾选，重启

时以调试模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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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试选项：指定启用调试时传递到 JVM 的 JPDA 选项。如果无法连

接实际 IP，在“address”中添加 IP，如 address=172.20.140.40:8000 

➢ -agentlib:jdwp=transport=dt_socket,server=y,suspend=n,address=8000 

➢ RMI 编译选项：rmi 编译器的命令行选项。部署 EJB 组件后，Apusic 

应用服务器 将运行 rmi 编译器。 

➢ 字节码预处理程序：用于字节码预处理的类的名称。使用逗号分隔类

名。 

➢ 其他属性：JVM 的其他属性。 

16.6.2. JVM 路径设置 

使用“JVM 路径设置”页可以配置本机库路径。以下所有路径连接起来组

成本机库路径： 

➢ 本机库路径前缀 

➢ 服务器的本机库路径 (即 as-install/lib) 

➢ 64 位本机库目录 (如果适用) 

➢ 用于启动 Apusic 应用服务器 的 JVM 的 java.library.path 变量值 (该

值在各种操作系统中有所不同) 

➢ 在“JVM 分析器设置”页上指定的任何路径 (如果启用了分析器) 

➢ 本机库路径后缀 

https://172.20.129.84:6848/resource/common/zh_CN/help/ref-serverinstjvmprofiler.html
https://172.20.129.84:6848/resource/common/zh_CN/help/ref-serverinstjvmprofil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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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3. JVM 选项 

使用“JVM 选项”页可以指定运行 Apusic 应用服务器 的 Java 应用程

序启动器 (java) 的选项。-D 选项用于指定特定于 Apusic 应用服务器 的属

性。 

➢ 要修改选项，请编辑该选项的“值”字段。 

➢ 要添加选项，请单击“添加 JVM 选项”按钮。在显示的空白行中，在

“值”字段中键入选项信息。 

➢ 如果选项信息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请将整个字符串括在双引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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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删除选项，请选中要删除的选项的“值”字段左侧的复选框，然后再

单击“删除”。 

➢ 要设置“垃圾回收器”，点击垃圾回收器的选项，保存，即可设置“垃

圾回收器”。 

◼ 注：修改 JVM 选项需要重启实例才能生效 

 

16.6.4. JVM 分析器设置 

分析器工具可生成用于分析性能和识别潜在瓶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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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日志记录程序设置 

16.7.1. 日志记录程序设置 

使用“日志记录程序设置”页可为所选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实例或集群配

置日志记录。 

“日志记录程序设置”页包含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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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写入系统日志：如果选中此选项，则除了服务器日志以外，系统还会将

日志记录输出发送到 syslog 工具。此功能仅在 Solaris 和 Linux 系统上可

用。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日志文件：服务器日志文件的替代名称或位置。默认位置为 domain-

dir/logs/server.log。 

➢ 日志处理程序：定制日志处理程序的绝对类名。 

➢ 文件滚动限制：在滚动之前，服务器日志文件必须达到的大小 (字

节)。 

➢ 文件滚动时间限制：服务器日志必须滚动之前的分钟数。 

➢ 刷新频率：一次从队列写入到服务器日志的最大消息数。默认值为 1。 

16.7.2. 日志级别设置 

使用“模块日志级别”页可以为各个模块配置日志记录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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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模块，将提供以下信息： 

➢ 日志记录程序名称：模块日志记录程序的名称 (例

javax.enterprise.system.tools.admin)。 

➢ 日志记录程序级别：模块的当前日志记录级别。 

“日志记录程序设置”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添加日志记录程序：用于添加日志记录程序模块的按钮。 

➢ 删除日志记录程序：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模块的按钮。 

➢ 级别：一个下拉列表，您可从该列表中选择要应用到所有所选模块的日

志记录级别。 

➢ 更改级别：用于更改一个或多个所选模块的日志记录级别。 

16.8. 监视服务设置 

使用“监视服务”页可为各个服务器组件或服务配置监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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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首先部署应用程序、组件或服务，然后才能为它们配置监视。 

“监视服务”页包含以下选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监视服务：如果选中“启用监视服务”复选框，则将为 Apusic 应用

服务器 启用监视。默认情况 下 启用此选项。 

监视 MBean，对于每个可用组件，将提供以下信息： 

➢ 组件：Apusic 应用服务器 组件名称。 

➢ 监视级别：为组件设置的监视级别。对于每个组件，可用级别为

“低”、“高”和“关闭”。默认级别为“关闭”。  

“组件级别设置”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更改级别：用于更改一个或多个所选组件的监视级别的按钮。 

➢ 级别：一个下拉列表，您可从该列表中选择要应用到所有所选组件的监

视级别。 

 

16.9. 网络设置 

16.9.1. 网络监听程序 

使用“网络监听程序”页可以配置网络监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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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当您第一次安装 Apusic 应用服务器 时，存在三个网络监听

程序，名称为 admin-listener、http-listener1 和 http-listener2。 

16.9.1.1. 新建 

点击“新建”，进入新建网络监听程序页面。 

➢ 名称：必填 

➢ 协议：创建新的协议；选择默认虚拟服务器 

➢ 使用现有的协议 

➢ 端口：网络监听程序监听的端口(使用变量作为端口时请确保变量被赋

值，如${LB_JK_PORT})   

➢ 地址：网络监听程序监听的 IP 地址 

➢ 状态：网络监听程序的状态。监听程序可能已启用或已禁用。默认勾选 

➢ 安全性：如果使用现有的协议,则该协议的安全设置将相应进行更改。

默认 不勾选 

➢ JK 监听程序：如果选择, 则监听程序为 Apache mod-jk 监听程序。默

认不勾选 

➢ 线程池：与网络监听程序关联的线程池  

➢ 传输：与网络监听程序关联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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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2. 编辑 

点击网络监听程序信息列表的“名称”，如 http-listener-1，进入编辑页面 

<一般信息> 

➢ 配置名称：所属的配置文件 

➢ 名称：该网络监听程序名称 

➢ 协议：所使用的协议，点击将会跳转至对应协议消息页面 

➢ 状态：默认勾选。表示开启 

➢ 安全性：不勾选代表不启用安全协议，勾选代表启用安全协议 

➢ 端口：网络监听程序监听的端口(使用变量作为端口时请确保变量被赋

值)，如 http-listener-1 的默认端口为 6888 

➢ 传输：tcp。点击将会跳转传输方式编辑页面 

➢ 线程数：与网络监听程序关联的线程池。如 http-listener-1 的线程池为

http-thread-pool 

➢ <HTTP> 

➢ 服务器名：别名 (如果服务器使用别名)。如果附加冒号和端口号, 则服

务器向客户机发送的 URL 中将使用此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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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虚拟服务器：使用“虚拟服务器”页面定义新的虚拟服务器；

_asadmin 或 server；默认为_asadmin 

➢ 重定向端口：用于重定向的 SSL 端口值 

➢ 最大请求数：在 keep-alive 模式下，每个连接的最大请求数。默认为

250 

➢ 超时：可以将连接视为空闲并保持为保持活动状态的最长时间。值-1 表

示禁用此设置。默认为 30 秒 

➢ 上载超时：启用在达到连接上载超时以后关闭缓慢读取字节的 Servlet 

连接。默认为已启用 

➢ 连接上载超时：启用上载超时情况下的上载超时。值 -1 表示禁用此设

置。默认为 300000 毫秒 

➢ 请求超时：请求超时之前的时间。值 -1 表示禁用此设置。默认为 900

秒 

➢ 发送缓冲区大小：默认为 8192 字节 

➢ 标头缓冲区长度：请求处理线程用于读取请求数据的缓冲区的大小。默

认为 8192 字节 

➢ 最大 POST 大小：POST 操作的最大大小。-1 表示无限制。默认为-1 

➢ 最大保存 POST 大小：验证期间容器将保存的 POST 的最大大小。默

认为 4096 字节 

➢ URI 编码：用来对收到的请求 URI 进行解码的字符集.默认为 UTF-8 

➢ 版本：所用 HTTP 协议的版本。默认为 HTTP/1.1 

➢ 压缩：启用 HTTP/1.1 GZIP 压缩以节省服务器带宽 。on、off、force；

默认为 off 

➢ 可压缩 Mime 类型：使用 HTTP 压缩的 MIME 类型的逗号分隔列表。

默认为：text/html,text/xml,text/plain MIME：(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展类型 

➢ 压缩最小大小：默认为 2048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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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压缩用户代理：以逗号分隔的正则表达式列表, 对应那些不使用压缩

的 HTTP 客户机的用户代理 

➢ 受限的用户代理：应用 HTTP 压缩的受限用户代理的列表 

➢ 默认响应类型：指定为以分号分隔的字符串, 此字符串包含内容类型, 

编码, 语言, 字符集 

➢ 适配器：静态资源适配器的类名；默认为 

org.glassfish.grizzly.http.server.StaticHttpHandler 

➢ Comet 支持：默认不勾选 

➢ NDS 查找：默认不勾选 

➢ RCM 支持：默认不勾选 

➢ 禁用 http 方法：禁用选中的 http 方法。默认有

TRACE/OPTION/HEAD/PUT/DELETE 

➢ 允许自定义 HTTP 方法：启用后，所有自定义的 HTTP 方法都被禁止。

默认不勾选 

➢ 自定义 HTTP 方法白名单：可以使用自定义 HTTP 方法白名单（":"冒号

分隔）   

➢ 传递验证：指示网络监听程序从 SSL 终端代理服务器接收流量，默认

不勾选 

➢ 分块：启用 HTTP 响应分块；默认启用 

➢ X-Powered-By：在 Servlet 生成的 HTTP 响应标题中包含 X-Powered-

By: Servlet/3.0 

➢ 编码斜杠：URL 中允许编码斜杠；默认不勾选 

➢ Websocket 支持：默认勾选 

➢ 请求头属性：可以根据需要添加请求头属性 

16.9.2. 协议 

使用“协议”页可以配置网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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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新建”以定义新的协议。单击现有协议的名称以修改其设置。选择

一个或多个协议并单击“删除”以删除协议和使用它们的所有网络监听程序。 

 

对于每个协议，将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协议名称。 

➢ 已启用安全性：如果已为协议启用了安全性，则为“真”；如果未为协

议启用安全性，则为“假”。 

“协议”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协议的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协议的按钮。 

 

16.9.3. 传输 

使用“传输”页可以配置传输。每个网络监听程序与一个传输关联。 

 

默认情况下，当您第一次安装 Apusic 应用服务器 时，存在一个 TCP 传

输，名称为 tcp。您可以修改或创建 TCP 或 UDP 传输，或提供定制传输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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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ORB 设置 

16.10.1. ORB 设置 

使用“ORB”页可以配置对象请求中介。 

 

ORB 提供了识别和定位对象、处理连接管理、传送数据和请求通信所需的

框架结构。企业 Bean (EJB 模块) 的远程客户机使用 ORB 与 Apusic 应用服

务器 进行通信。 

“ORB”页包含以下选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线程池 ID：ORB 使用的线程池。 

➢ 最大消息片段大小：IIOP 消息的最大片段大小。大于此大小的消息将

被分段。默认值为 1024 字节。 

➢ 连接总数：所有 IIOP 监听程序的最大外来连接数。默认值为 1024。 

➢ IIOP 客户机验证：如果选中“已启用”复选框，则服务器将拒绝未经

验证的请求并在发送给客户机的可交互使用的对象引用 (IOR) 中插入需要

验证位。可以启用或禁用 IIOP 客户机验证。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其他属性：ORB 的其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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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2. IIOP 监听程序 

使用“IIOP 监听程序”页可以配置 IIOP 监听程序。 

 

可以为 ORB 配置多个 IIOP 监听程序，每个 IIOP 监听程序接受不同的

网络地址和端口组合上的连接。可以为安全通信和客户机验证配置不同的监听

程序。 

默认情况下，已配置了三个 IIOP 监听程序：orb-listener-1、

SSL 和 SSL_MUTUALAUTH。 

 

16.11. 安全性 

16.11.1. 安全性设置 

使用“安全性”页可为所选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实例或集群设置安全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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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页包含以下选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安全管理器：如果选中此选项，则将启用域的安全管理器。默认情况下

禁用此选项。 

➢ 审计日志记录：如果启用此选项，则服务器将加载并运行在“审计模

块”设置中指定的所有审计模块。 

➢ 默认安全域：服务器用来进行验证的活动 (默认) 领域。如果应用程序

的部署描述符没有指定其他的领域，则应用程序使用此领域。列表中将显

示所有已配置的领域。默认值为 file。 

➢ 默认主用户：指定默认用户名。如果没有提供其他的主用户，则服务器

使用此用户名。 

➢ 默认主用户口令：在“默认主用户”字段中指定的默认主用户的口令。 

➢ JACC：已配置的 JACC 提供方的类名。默认值是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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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模块：在启用审计日志记录的情况下，审计子系统将使用的审计提

供方模块。 

➢ 主用户到角色的默认映射：如果选中了此选项，则将对不具有特定于应

用程序的映射的应用程序应用主用户到角色的默认映射。 

➢ 映射的主用户类：如果启用默认主用户到角色映射，则指定默认主用户

到角色映射中使用的 java.security.Principal 类的定制实现。 

16.11.2. 安全域设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 预先配置了三个安全域：文件、证书和 admin-realm。

 

使用“领域”页可以配置领域。 

对于每个领域，将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安全域名称。 

➢ 类名：安全域的类名。 

“安全域”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领域的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领域的按钮。 

16.11.3. 审计模块设置 

使用“审计模块”页可以配置审计模块。 

审计指的是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对错误或安全性破坏等重要事件进行记

录。Apusic 应用服务器 在日志文件中记录所有验证事件。完整的访问日志提

供了 Apusic 应用服务器 访问事件的顺序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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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4. JACC 提供方设置 

使用“JACC 提供方”页可为所选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实例或集群配置 

Java Authorization Contract for Containers (JACC) 提供方。 

 

第三方授权模块可使用 JACC 提供方控制 Apusic 应用服务器 中运行的

应用程序。默认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安装包括名为 default 和 simple 的两个 

JACC 提供方。这两个默认提供方实现了符合 JACC 规范的基于文件的简单授

权引擎。您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定制 JACC 提供方。 

对于每个 JACC 提供方，将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JACC 提供方名称。该名称用于引用 domain.xml 中的 jacc-

provider。 

➢ 策略配置 

实现特定于提供方

的 javax.security.jacc.PolicyConfigurationFactory 的 javax.security.jacc.PolicyConfi

gurationFactory.provider 的全限定类名。 

➢ 策略提供方： 

实现 java.security.Policy 的 javax.security.jacc.policy.provider 的全限定类名。 

默认 JACC 提供方还支持以下属性，“JACC 提供方”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的 JACC 提供方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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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 JACC 提供方的按钮。 

16.11.5. 消息安全设置 

使用“消息安全配置”页可以查看和修改消息安全提供方的可用配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 使用在其 SOAP 处理层中集成的消息安全提供方来实

现消息安全。消息安全提供方取决于 Apusic 应用服务器 的其他安全性工具。 

 

对于每个配置，将提供以下信息： 

➢ 验证层：执行验证的消息层。默认情况下，已提供 SOAP 配置。还可

以提供 HttpServlet 配置。 

➢ 默认提供方：此配置的默认服务器提供方。默认情况下，不配置任何默

认服务器提供方。 

➢ 默认的客户机提供方：此配置的默认的客户机提供方。默认情况下，不

配置任何默认的客户机提供方。 

“消息安全配置”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配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配置。 

16.12. 线程池设置 

使用“线程池”页可以配置线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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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线程池可将服务限制到特定数量的并发线程。 

默认情况下，在您第一次安装 Apusic 应用服务器 时，存在两个线程池。

名为 http-thread-pool 的线程池配置为供网络监听程序使用，而名为 thread-pool-

1 的线程池则配置为供 ORB 用于处理 RMI/IIOP 请求。您可能需要创建一个

具有不同设置的线程池，以供特定类型的应用程序和特定的硬件系统使用，或

者调节默认线程池以满足您的需求。 

Java 虚拟机 (JVM) 可以支持一次执行多个线程。为了提高性能，Apusic 

应用服务器 维护一个或多个线程池。可以将特定线程池分配至特定服务。 

对于每个线程池，将提供以下信息： 

➢ 线程池 ID：线程池名称。 

➢ 最大线程池大小：线程池中线程的最大数目。 

➢ 最小线程池大小：线程池中线程的最小数目。这些线程是在对线程池进

行实例化时创建的。 

➢ 最大队列大小：在有线程可用来处理消息之前，可以排队的最大消息

数。 

➢ 空闲线程超时:从池中删除空闲线程之前经过的时间 (秒)。 

“线程池”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线程池。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线程池。 

 

16.13. 事务处理服务设置 

使用“事务处理服务”页可以配置事务处理恢复、超时和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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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处理服务”页包含以下选项： 

➢ 加载默认值：使具有默认值的设置还原到其默认值的按钮。不具有默认

值的设置不会发生更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重新启动时：如果选中“已启用”复选框，Apusic 应用服务器 将在服

务器重新启动时尝试恢复未完成的事务处理。默认情况下禁用此选项。 

➢ 事务处理超时：回退未完成事务处理之前，服务器等待的秒数。默认值

为 0，表示服务器无限期地等待事务处理完成。 

➢ 重试超时：Apusic 应用服务器 尝试连接到不可访问的服务器的秒数。

默认值为 600 (10 分钟)。 

➢ 事务处理日志位置：保存服务器日志的目录。事务处理日志保存在此字

段所指定目录的 tx 子目录中。默认值为“域属性”页 (位于“Apusic 应用

服务器”节点的“高级”选项卡下) 的“日志根”字段指定的目录。 

➢ 启发式决策：对于涉及不可访问服务器的事务处理，是要提交还是回

退。默认值为“回退”。提交不确定的事务处理会破坏应用程序的数据完

整性。 

➢ 关键点间隔：关键点操作 (压缩事务处理日志文件) 之间的事务处理

数。默认值为 65,536。 

➢ 其他属性：事务处理服务的其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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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 虚拟服务器设置 

虚拟服务器 (有时也称为虚拟主机) 是一个允许同一个物理服务器来托管

多个域名的对象。同一个物理服务器上托管的所有虚拟服务器共享该物理服务

器的 Internet 协议 (IP) 地址。虚拟服务器将服务器的域名 (如 www.sun.com) 

与运行 Apusic 应用服务器 的特定服务器相关联。 

使用“虚拟服务器”页可以配置虚拟服务器。 

◼ 注：使用虚拟服务器访问应用程序地址时，需要在客户端（即访问应用

程序的主机）的 host 文件添加虚拟主机，如 172.20.129.84 www.host1.com 

 

对于每台虚拟服务器，将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虚拟服务器的名称。 

➢ 状态：可为打开、关闭或已禁用。 

➢ 默认 Web 模块：已部署的 Web 模块 (如果有)，此模块将响应所有无

法映射到已部署到虚拟服务器中的其他 Web 模块的请求。 

“虚拟服务器”表还包含以下选项： 

➢ 新建：用于创建新虚拟服务器的按钮。 

➢ 删除：用于删除一个或多个所选虚拟服务器的按钮。 

➢  

下面以应用程序 axis2，设置虚拟主机名为 m.testhost.com 为例 

修改访问 web 应用的浏览器的物理机（如自己的本机），Windows 操作系

统一般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文件，添加 m.testhost.com 到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主机 IP 地址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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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控制台->配置->server-config->虚拟服务器中 新建一个虚拟服务器，

例如:test,设置对应的主机名 m.testhost.com 和所对应的应用 axis2,选择网络监听

器为 http-listener-1 

 

在应用程序中选择对应的应用 axis2，一般信息中选择对应的虚拟服务器 

 

此时，通过在浏览器中用域名替换 ip 访问 axis2 应用所提供的内容。例

如： 

http://m.testhost.com:6888/axis2/services/StockQuoteService?wsdl 

http://m.testhost.com:6888/axis2/services/StockQuoteService?w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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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 web 容器设置 

16.15.1. 一般属性设置 

使用“一般属性”页可为 Web 容器添加或修改属性。 

Web 容器用于托管 Web 应用程序。它为 Servlet 和 JavaServer Pages 

(JSP) 文件提供了运行环境。 

 

16.15.2. 会话属性设置 

使用“会话属性”页可以添加或修改 Web 容器会话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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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属性”页包含以下选项： 

➢ 加载默认值：使具有默认值的设置还原到其默认值的按钮。不具有默认

值的设置不会发生更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会话超时：指定非活动会话保持有效的最大秒数。如果该值设置为 0 

或更小，则会话永不过期。默认值为 1800。 

➢ 其他属性：Web 容器会话的其他属性。 

16.15.3. 管理器属性设置 

会话管理器提供了用于配置会话的创建和销毁方式、存储会话状态的位置

以及可用会话的最大数量的方法。 

使用“管理器属性”页可以为 Web 容器添加或修改会话管理器属性。 

 

“管理器属性”页包含以下选项： 

➢ 加载默认值：使具有默认值的设置还原到其默认值的按钮。不具有默认

值的设置不会发生更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清除时间间隔：从库中删除非活动会话数据之前经过的秒数。默认值为 

60。 

➢ 最大会话数：高速缓存中可以存储的最大会话数。如果值为 -1，则表

示会话数不受限制。默认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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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话文件名称：应用程序重新启动之间保留会话状态的目录的绝对或相

对路径。 

➢ 其他属性：会话管理器的其他属性。 

16.15.4. 存储属性 

使用“存储属性”页可以为 Web 容器添加或修改会话持久性 (存储) 属

性。 

 

“存储属性”页包含以下选项： 

➢ 配置名称：此页上的设置应用到的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只读。 

➢ 目录：各个会话文件写入到的目录的绝对路径名或相对路径名。默认值

为 domain-dir/generated/jsp/j2ee-apps/appname/appname_war。相对路径是相

对于此 Web 应用程序的临时工作目录的路径。 

➢ 其他属性：存储的其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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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系统设置 

系统配置只能够允许角色为安全保密员（security）的用户访问,如使用默认

安全保密员用户 secure 登录，登陆后选择系统配置，进入到系统配置界面下： 

 

17.1. 密码策略 

密码策略配置项主要总体配置用户的密码的长度复杂度等，具体属性如

下： 

➢ 密码长度：规定所有用户包括管理员的密码长度要求，必须大于等于设

定值； 

➢ 密码有效天数：规定密码从修改日开始的有效天数，超过有效天数则需

要重新修改 ； 

➢ 密码重试次数：用户登陆时允许重试密码的次数，超过此次数则锁定用

户； 

➢ 密码复杂度：普通，必须是大小写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中两者的

组合；复杂，必须是大小写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中两者以上的组

合； 

➢ 用户锁定时间：用户登录失败后锁定的期限，锁定时间超过该值后会自

动解锁。 

◼ 注：用户修改密码时，限制五次内密码不能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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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会话配置 

会话配置项主要总体配置用户登陆的会话总数以及会话有效时间，具体配

置属性如下： 

➢ 会话有效时间：指定非活动会话保持有效的最大秒数 

➢ 会话总数：允许用户同时登陆的最大在线数(系统所有用户的会话总

数，非单个账号；单个账号重复登录时需要注销其他地方的会话才能登

录)。 

 

17.3. 日志配置 

审计和操作配置项主要分别配置审计日志和操作日志的数量和保留时间等

信息,具体配置属性如下： 

➢ 审计日志数量上限：审计日志存储数据库里的数量限制，超过此限制则

从最早的记录开始覆盖。 

➢ 审计日志保留时间：审计日志记录保存时间，单位是天。 

➢ 操作日志数量上限：操作日志存储数据库里的数量限制，超过此限制则

从最早的记录开始覆盖。 

➢ 操作日志保留时间：操作日志记录保存时间，单位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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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时备份周期：审计和操作日志设置的定期备份周期，默认保存目录为 

DOMAIN_HOME/audit/timing,单位为月/次 

➢ 定时备份保留时间：定时备份的审计和操作日志保留的时间，单位为

天。-1 表示永久保留。 

 

17.4. 业务配置备份 

业务配置备份主要配置默认实例业务备份目录和定时备份周期,具体配置属

性如下： 

➢ 共享备份目录：业务配置信息备份到的目录（即备份

APUSIC_HOME/domains/mydomain/config 到共享备份目录），支持本地备

份和异地备份，异地备份需要设置文件共享。 

➢ 定时备份周期：业务配置信息备份的周期，单位为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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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邮件验证配置 

邮件验证配置主要作用为对管控台的登录用户进行二次验证,具体配置属性

如下： 

➢ 邮箱验证开关：设置是否开启邮箱验证功能。 

➢ 发送邮件服务器主机：设置发送邮件的邮件服务器，一般格式为

smtp.***.com。 

➢ 发送邮件服务器端口：设置发送邮件服务器的端口，需要使用 ssl 端

口。 

➢ 发送邮箱：设置发送邮件的邮箱地址。 

➢ 发送邮箱密码：输入发送邮箱的密码，如果开启了客户端授权密码，则

输入授权码。 

➢ 收件邮件：设置接收验证码的邮箱。 

➢ 开启邮件验证设置之后，用户点击登录后，进入验证码输入页面  

➢ 输入验证码后点击“确定”，将进入管控台操作页面 

➢ 如果要返回登录页面，点击“返回” 

➢ 需要重新获取验证码时，点击“没收到验证码，重新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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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用户管理 

角色为系统管理员（sysadmin）的用户可以对系统用户进行新增、修改、

删除等管理操作，角色为安全保密员（secure）的用户除了可以对用户进行新

增、修改删除等管理操作，还可以对用户进行安全属性的设置，如对用户进行

锁定、禁用、ip 访问限制以及访问时间段限制等操作。 

18.1. 系统管理员管理用户 

使用角色为系统管理员的用户登录管控，切换到配置->server-config->安全

性->安全域->  

admin-realm 页面，点击【管理用户】按钮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在用户管理界面可以对用户进行新增，编辑和删除等操作。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175页 

18.2. 安全保密管理员管理用户 

使用角色为安全保密管理员的用户登录管控，切换到用户管理界面  

 

在用户管理界面可以对用户进行如下操作： 

➢ 在用户管理界面可以对用户进行添加、编辑和删除操作 

➢ 在用户状态栏可以设置用户状态，对用户进行锁定、禁用以及启用等操

作 

➢ 设置允许用户访问的时间： 

✓ 允许访问开始时间：设置用户允许访问时间段的开始时间，格式为

HH:MM。 

✓ 允许访问结束时间：设置用户允许访问时间段的结束时间，格式为

HH:MM。 

➢ 设置允许访问系统的 ip 地址 

✓ 允许访问 IP：对用户访问管控的 IP 进允许限制,可以用精确的 IP 地

址，[10-60]及*格式，多个 IP 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 设置密级：对用户设置密级，该用户只能访问同一等级或低等级的应用

或资源。当前有秘密、机密、绝密三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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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日志审计 

对系统重要的操作，敏感数据等操作或者一些非法操作等系统会生成相应

的日志，审计员可以对这些日志进行审计。 

19.1. 操作日志 

使用角色为审计员的用户登录管控，切换到操作日志界面。 

 

在操作日志界面可以做如下操作： 

➢ 可以查看系统所有的操作日志，并且可以根据添加进行过滤查询 

➢ 点击【备份】按钮可以对操作日志进行备份操作，备份的日志文件存放

在${APUSIC_HOME}/domain_name/audit 目录下 

19.2. 审计日志 

使用角色为审计员的用户登录管控，切换到审计日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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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计日志界面可以做如下操作： 

➢ 可以查看系统所有的审计日志，并且可以根据添加进行过滤查询 

➢ 点击【备份】按钮可以对审计日志进行备份操作，备份的日志文件存放

在${APUSIC_HOME}/domain_name/audit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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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通过 JMX 连接 

AAS-V10 可以通过 JMX 连接，需要先设置 IP 地址以及端口。 

1.通过管控台设置。配置->server-config->管理服务->JMX 连接器，设置地

址为管控台的 IP 地址，设置端口（默认端口是 6886），保存后需要重启管控

台。 

 

 

 

2.通过 domain.xml 设置。设置地址为管控台的 IP 地址，设置端口，保存后

需要重启管控台。 

<jmx-connector address="172.20.140.41" port="6886" name="system" auth-

realm-name="admin-realm" security-enabled="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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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开 Jconsole，在远程进程输入管控台的 IP 和端口，如

172.20.140.41:6886；输入用户名为管控台的用户名，如 admin；输入管控台对

应用户名的密码；点击“连接”即可。 

 

连接成功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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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restful 接口使用 

 访问 https://IP:6848/monitoring/domain，即可进入监控页面。监控时需要

开启监控服务和监控组件（可以在管控台的“监视配置”中开启，具体参考

15.8. 监视服务设置） 

 

点击某个实例将进入对应实例的页面，如 server。 

 

在路径后面添加.json，将出现 json 格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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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III. 集群管理 

第二十二章 集群概述 

22.1. 说明 

应用服务器集群由一组应用服务器实例组成，它们共享同样的资源、配置

信息和应用。Apusic 应用服务器集群使你能够将集群作为一个独立单元，从一

台主机管理集群中的所有服务器实例，例如部署应用、创建资源等。 

Apusic 应用服务器集群部署架构如下： 

 

DAS: 域管理服务（domain administration server）,管理员通过 DAS 管理整

个集群。 

➢ cluster: 集群，新建一个集群后会生产一个配置文件文件 cluster-

config，集群用于管理一组集群实例，以及集群资源和配置，实现集群中实

例之前的资源配置共享。 

➢ cluster-config: 集群配置文件，用于对集群中所以实例的相关配置，如

JVM,HTTP 服务、网络服务、日志服务等进行统一的配置。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182页 

➢ LB：负载均衡器，用作代理集群的前置机，实现集群中实例的负载均

衡。 

➢ instance: 集群服务器实例，一个服务器实例是 Java 平台上（Java 虚拟

机或 JVM 机器）的单个虚拟机，它运行在服务器的单个节点上。服务器实

例构成了应用部署的基础。实例是构建集群、负载均衡和服务器会话持久

性中的重要构件。每个实例属于单个域并且有自己的目录结构、配置和部

署的应用。每个实例包含了一个到节点的引用。 

➢ node： 节点，每个节点对应一台装有应用服务器软件的主机，应用服

务器实例所在的主机上必须存在一个对应的节点。这个节点可以是远程节

点，也可以是本地节点，节点配置信息包含主机名称，以及应用服务器安

装在主机上的位置。 

 

本文将描述在三个 Linux 节点上部署集群的过程。 

节点类型 主机名 IP 

DAS(应用服务器管理节点） test1 172.24.2.42 

服务器实例 1(节点 1) test2 172.24.2.41 

服务器实例 2(节点 2) test3 172.24.2.40 

Apache2.4 (前置机，负载均

衡器) 

test4 172.24.2.31 

◼ 注：可以在一个节点下安装多个实例，本次操作是在一个节点上安装一

个实例。 

22.2. 环境准备 

在 DAS 和每个节点上安装 JDK，建议版本为 1.8.0_201 或更高。设置

好 PATH 和 JAVA_HOME 

注：确保安装节点时不会报 java 或 jar 命令不存在的情况，建议将 jdk 环境

变量配置在~/.bashrc 文件上，因为每次开启一个 bash 连接都会去读取~/.bashrc

文件里面的配置信息。在每个节点服务器执行命令 ln -s $JAVA_HOME/bin/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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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bin/java  创建 java 命令软连接；或执行命令 ln -s 

/opt/java/jdk1.8.0_212/bin/jar /usr/bin/jar 创建 jar 命令软连接。 

在管控台-配置-server.config-http 监听-admin-listener，修改地址为管控台的

地址。或在 DAS 和每个节点的/etc/hosts 中配置 hostname 到 IP 的映射。或者在

server-config 中服务管理-JMX 连接器，设置“地址”为管控台的 IP 地址 

22.3. Apusic 应用服务器配置 

22.3.1. DAS 安装与配置 

安装应用服务器管理节点 

在 172.24.2.42 DAS 上将应用服务器的安装包解压，进入

${APUSIC_HOME}/bin，启动服务器： 

./asadmin start-domain 

22.4. 集群图形化配置 

22.4.1. 创建和安装节点 

登录到 DAS 的管理，在节点列表中新增 node_41,node_40 节点，选择类型

为 SSH,勾选上“安装 Apusic 应用服务器”,设置远程节点的 ssh 地址和用户名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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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创建完成后可以在节点列表中点击【ping】按钮，确实是否成功。 

 

22.4.2. 创建集群和实例 

节点创建完毕之后，接下来就是创建集群和实例了。本教程将在

node_41、node_40 节点上面分别创建 server 实例 ins_41、ins_40，并将其加入

mycluster 集群。 

点击 DAS 控制台中的“集群”菜单，在集群列表上方点击【新建】按钮 

 

新建集群和 server 实例，创建实例的时候记得选择要在哪个节点上创建,设

置节点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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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保存，保存后可以在集群里面种查看到集群信息，并且

实例都是“停止状态” 

 

为防止在远程节点建立实例出现无法识别 hostname 问题，需要在配置

->server-config->网络监听程序->admin-listener，修改地址由“0.0.0.0”为 DAS

实际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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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 创建 JK 监听器 

注意：如果选择 apache 作为负载，需要执行该步骤，如果负载为 nginx，

忽略该步骤 

集群的配置信息上设置系统属性,为 JK 监听器引用的端口系统属性

“JK_LB_PORT”赋值 

路径：mycluster-config->系统属性 

点击【添加】按钮,实例变量名称：JK_LB_PORT；默认值：7000，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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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个实例在同一个节点下，需要设置不同的 jk 监听器端口，可以对每

个实例进行 JK_LB_PORT 属性赋值。 

 

 

 

点击 DAS 控制台左侧“配置”，mycluster-config->网络监听程序->点击

【新建】按钮新建一个 JK 监听器 

 

填写“名称”、“端口”，并勾选“JK 监听程序”为“已启用”，其中

“端口”通过系统属性变量${JK_LB_PORT}来指定，选择协议为“http-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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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为 http-listener-1 表示监听 http,选择 http-listener-2 表示监听 https）”，

如集群中所有实例均不在同一台物理机上也可直接在这里填写端口号。 

◼ 注：JK 监听端口必须设置为变量${JK_LB_PORT}，管理负载均衡器才

能获取到相应的值 

 

   

填写完毕，点击“保存”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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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 设置 jvmRoute 

注意：如果选择 apache 作为负载，需要执行该步骤，如果负载为 nginx，

忽略该步骤 

如果需要使用 apache 的会话粘黏功能，还需要添加一个 jvm 参数

“jvmRoute”，并为每个 server 实例设置独立的值。 

路径：mycluster-config->JVM 设置->JVM 选项，点击【添加 JVM 选项】按

钮 

新增：“-DjvmRoute=${AJP_INSTANCE_NAME}” 

 

为集群中每个实例添加“AJP_INSTANCE_NAME”的实例值。 

1）单个实例设置。路径：集群->mycluster->实例->点击实例名称，如

ins_40，然后再切换到属性->系统属性界面，添加 AJP_INSTANCE_NAME 属性

并赋值，（该值用于 apache 的 work.properties 中的 workname） 

注意：每个实例的 AJP_INSTANCE_NAME 必须设置为与实例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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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集群配置文件设置。在管理控制台->配置->cluster-config->系统属

性，添加属性 AJP_INSTANCE_NAME ，保存后设置实例值。 

（注意，每个实例的 jvmroute 值需设置为实例名称） 

 

 

 

 

 

22.4.5. 启动集群 

在集群列表中勾选需要启动的集群点击【启动集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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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进入到对应的集群页面，在“一般信息”界面点击【启动集群】 

 

22.5. 集群命令行配置 

22.5.1. 通过 SSH 在 DAS 新增节点和安装 Apusic 应用服务器 

1. 设置 SSH 免密登录 

设置从 DAS 通过 SSH 免密登录到各节点所在服务器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setup-ssh 172.24.2.41 

./asadmin setup-ssh 172.24.2.40 

 

2. 在各节点上安装 Apusic 应用服务器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install-node-ssh --installdir /home/installdir_node41 172.24.2.41 

./asadmin install-node-ssh --installdir /home/installdir_node40 172.2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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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骤的结果是复制 DAS 上的 Apusic 应用服务器安装文件到各节点所在

的服务器上 

➢  

3. 创建节点 node_41,node_42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create-node-ssh --nodehost 172.24.2.41 --installdir 

/home/installdir_node41 node_41 

./asadmin create-node-ssh --nodehost 172.24.2.40 --installdir 

/home/installdir_node40 node_40 

此步骤的结果是在 DAS 的 domain.xml 文件里写入节点信息，并且在管控

节点列表中可以查看到节点信息 

22.5.2. 创建集群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create-cluster mycluster 

22.5.3. 创建集群实例 

创建集群实例，并且指定实例所在节点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create-instance --node node_41 --cluster mycluster ins_41 

./asadmin create-instance --node node_40 --cluster mycluster ins_40 

22.5.4. 创建 jk 监听器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create-network-listener --protocol http-listener-1 --listenerport 

\${JK_LB_PORT} --jkenabled true --target mycluster jk-listener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193页 

◼ 注：JK 监听端口必须以变量 JK_LB_PORT，管理负载均衡器才能获取

到相应的值 

22.5.5. 设置 jvmRoute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create-jvm-options --target mycluster "-

DjvmRoute=${AJP_INSTANCE_NAME}" 

22.5.6. 设置各实例系统参数 

注意：每个实例的 AJP_INSTANCE_NAME 必须设置为与实例名称一致 

1. 设置实例 ins_41 的路由名称 AJP_INSTANCE_NAME 的值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create-system-properties --target ins_41 

AJP_INSTANCE_NAME=ins_41 

 

2. 设置实例 ins_40 的路由名称 AJP_INSTANCE_NAME 的值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create-system-properties --target ins_40 

AJP_INSTANCE_NAME=ins_40 

 

3. 设置实例 ins_41 的 JK 监听端口 JK_PORT_LB 的值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create-system-properties --target ins_41 JK_PORT_LB=7001 

 

4. 设置实例 ins_40 的 JK 监听端口 JK_PORT_LB 的值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create-system-properties --target ins_40 JK_PORT_LB=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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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7. 集群启动和停止 

在 DAS 上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start-cluster mycluster   -------启动集群 

./asadmin stop-cluster mycluster   ------停止集群 

22.6. Apache 配置 

22.6.1. 管控界面配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管控提供图形化界面配置和管理负载均衡器，图形化配

置暂时只提供 mod_jk 代理方式配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可以通过启用 Apache mod_jk 连接器模块，将 Apache 

HTTP 服务器作为前端来将其配置为负载均衡。启用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中的

mod_jk 模块，需要设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 中的 jk-enabled network-listener 属

性。也可以用 jk-enabled network-listener 属性在不同的虚拟服务器下创建 jk-

listener。 

22.6.1.1. 事前准备 

在配置集群负载均衡器之前需要安装 Apache HTTP 服务器和 mod_jk（如

已安装，请忽略该步骤） 

1. 安装 mod_jk 

mod_jk 下载链接--http://tomcat.apache.org/download-connectors.cgi 

tar -zxf tomcat-connectors-1.2.42-src.tar.gz 

cd tomcat-connectors-1.2.42-src/native/ 

./configure --with-apxs=/usr/sbin/apxs 

make  

2. 将 mod_jk.so 拷贝到 Apache 的 moudles 目录下 

3. 在 Apache 安装目录下修改/config/httpd.conf，增加 mod_jk 模块，如： 

http://tomcat.apache.org/download-connectors.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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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Module !mod_jk> 

 LoadModule jk_module "modules/mod_jk.so" 

</IfModule> 

22.6.1.2. 安装负载均衡器监听器 

对负载均衡器管理之前，需要在安装负载均衡器的机器上安装监视 agent，

用于监视负载均衡器的状态，以及读写文件，远程执行启动、停止、重启负载

均衡器的命令。 

安装步骤： 

1. 获取安装包 ApusicLBAgent-V10.zip。 

2. 解压安装包安装负载均衡器 agent。 

       Windows 下直接解压 

       Linux 下执行 unzip ApusicLBAgent-V10.zip 进行解压 

3. 设置负载均衡器 agent 管理的地址和端口（端口默认为 1099）修改

/ApusicLBAgent-V10/config/ config.properties 

 

4. 启动负载均衡器 agent。 

Windows 下切换到“安装路径\ApusicLBAgent-V10\bin”目录下执行

agent.cmd 命令启动 

Linux 下切换到“安装路径/ApusicLBAgent-V10/bin”目录下执行./agent.sh

命令启动 

注意：负载均衡器 agent 的默认监听端口为 1099，如果端口冲突了可以修

改”安装路径/ApusicLBAgent-V10/config/ config.properties”文件中的 port 参

数。 

22.6.1.3. 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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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管理某个负载均衡器之前，请确保 apache 负载均衡器已安装并且需

添加了 mod_jk 模块，还需确保该负载均衡器所在机器上已安装了负载均衡器监

视 agent 并已成功启动。 

使用管理员 admin 登录管控，切换到负载均衡器菜单页面，在页面点击

【新建】按钮，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 

 

 

负载均衡器新建选项包括如下： 

➢ 负载均衡器名称：定义一个负载均衡器管理名称，需唯一。 

➢ 负载均衡器类型：负载均衡器的类型。 

➢ 负载均衡算法：负载均衡器路由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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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节点 ip：监视负载均衡器的 agent 的 ip。 

➢ 管理节点端口：监视负载均衡器的 agent 的端口。 

➢ 负载均衡器 ip: 负载均衡器安装机器的 ip 地址。 

➢ 负载均衡器端口：自定义负载均衡器的端口，如 8085，需先确认所填

端口在负载均衡器机器上是否空闲。 

➢ 安装目录：负载均衡器安装目录 

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后会自动启动负载均衡器，之后也可以停止启动重

启。 

◼ 注：如果添加 apache 负载均衡器后状态为“已停止”，需要点击【重

新启动】按钮进行重启。 

 

22.6.1.4. 给集群分配负载均衡器 

在管理的集群列表界面点击集群名称进入编辑集群页面，给集群设置负载

均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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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2. 通过文件手动配置 

可以通过 Apache HTTP Server 的 mod_proxy_ajp 和 mod_jk 两种方式配置代

理 Apusic 应用服务器。 

22.6.2.1. 使用 mod_jk 代理 

Apusic 应用服务器可以通过启用 Apache mod_jk 连接器模块，将 Apache 

HTTP 服务器作为前端来将其配置为负载均衡。启用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中的

mod_jk 模块，需要设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 中的 jk-enabled network-listener 属

性。也可以用 jk-enabled network-listener 属性在不同的虚拟服务器下创建 jk-

listener,（jk-listener 参考 20.2.3）。 

1. 安装 Apache HTTP 服务器和 mod_jk 

1) 安装 mod_jk 

mod_jk 下载链接--http://tomcat.apache.org/download-connectors.cgi 

http://tomcat.apache.org/download-connectors.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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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 -zxf tomcat-connectors-1.2.42-src.tar.gz 

cd tomcat-connectors-1.2.42-src/native/ 

./configure --with-apxs=/usr/sbin/apxs 

make  

 

2) 将 mod_jk.so 拷贝到 Apache 的 moudles 目录下 

3) 将 workers.properties 拷贝到 Apache 的 conf 目录下 

4) 配置 Apache 安装目录的 conf 目录下的 workers.properties 和 httpd.conf 

5) 重启 apache   ./apachectl -k stop->./apachectl –k start 

workers.properties： 

 

worker.list=ins_40,ins_41,loadbalancer  

worker.ins_40.type=ajp13  

worker.ins_40.host=172.24.2.40  

worker.ins_40.port=7000  

worker.ins_40.lbfactor=1 

worker.ins_40.socket_keepalive=1  

worker.ins_40.socket_timeout=300 

worker.ins_41.type=ajp13  

worker.ins_41.host=172.24.2.41  

worker.ins_41.port=7000 worker.ins_41.lbfact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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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ins_41.socket_keepalive=1  

worker.ins_41.socket_timeout=300  

worker.loadbalancer.type=lb  

worker.loadbalancer.balance_workers=ins_40,ins_41 

 

httpd.conf： 

 

<IfModule !mod_jk> 

 LoadModule jk_module "modules/mod_jk.so"  

</IfModule>  

JkWorkersFile conf/workers.properties 

 JkLogFile logs/mod_jk.log  

JkLogLevel debug  

JkLogStampFormat "[%a %b %d %H:%M:%S %Y] "  

JkOptions +ForwardKeySize +ForwardURICompat -ForwardDirectories  

JkRequestLogFormat "%w %V %T"  

JkShmFile logs/mod_jk.shm  

#JkMount /testweb/* loadbalancer   -----/testweb 代理的应用的路径，可配置

为/*/*,即代理所有应用 

JkMount /* loadbalancer 

 

22.6.2.2. 使用 mod_proxy_ajp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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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usic 应用服务器可以通过启用 Apache mod_proxy_ajp 连接器模块，将

Apache HTTP 服务器作为前端来将其配置为负载均衡。启用 Apusic 应用服务

器中的 mod_proxy_ajp 模块，需要设置 Apusic 应用服务器中的 jk-enabled 

network-listener 属性。也可以用 jk-enabled network-listener 属性在不同的虚拟服

务器下创建 jk-listener。 

配置 mod_proxy_ajp 连接器模块 

1. 安装 Apache HTTP 服务器。 

2. 配置 httpd.conf. 

例如： 

LoadModule proxy_http_module modules/mod_proxy_http.so 

LoadModule proxy_ajp_module modules/mod_proxy_ajp.so 

 

<Proxy *>  

AddDefaultCharset Off  

Order deny, 

allow Allow from all 

 </Proxy>  

ProxyPass / balancer://test/  

ProxyPassReverse / balancer://test 

<Proxy balancer://test> 

BalancerMember ajp://172.24.2.40:7000/ route=ins_40 

BalancerMember ajp://172.24.2.41:7001/ route=ins_41 

</Proxy> 

 

3. 重启 apache   ./apachectl -k stop->./apachectl –k start 

22.6.2.3. 使用 proxy_http_module 方式代理 

修改 Apache 配置文件 httpd.conf,添加代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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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Pass / balancer://proxy/ stickysession=JSESSIONID  

ProxyPassReverse / balancer://proxy/ 

<Proxy balancer://proxy> 

 BalancerMember http:// 172.24.2.40:26888/ loadfactor=1 route=ins 

 BalancerMember http:// 172.24.2.41:26889/ loadfactor=1 route=ins2 

</Proxy> 

22.7. Nginx 配置 

22.7.1. 管控界面配置 

22.7.1.1. 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 

在新建管理某个负载均衡器之前，请确保 nginx 负载均衡器已安装，确保

该负载均衡器所在机器上已安装了负载均衡器监视 agent 并已成功启动。 

使用管理员 admin 登录管控，切换到负载均衡器菜单页面，在页面点击

【新建】按钮，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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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器新建选项包括如下： 

➢ 负载均衡器名称：定义一个负载均衡器管理名称，需唯一。 

➢ 负载均衡器类型：负载均衡器的类型。 

➢ 负载均衡算法：负载均衡器路由算法 

➢ 管理节点 ip：监视负载均衡器的 agent 的 ip。 

➢ 管理节点端口：监视负载均衡器的 agent 的端口。 

➢ 负载均衡器 ip: 负载均衡器安装机器的 ip 地址。 

➢ 负载均衡器端口：自定义负载均衡器的端口，如 8085，需先确认所填

端口在负载均衡器机器上是否空闲。 

➢ 安装目录：负载均衡器安装目录 

➢ 新建管理负载均衡器后会自动重启改负载均衡器，之后也可以停止启动

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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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1.2. 给集群分配负载均衡器 

在管理的集群列表界面点击集群名称进入编辑集群页面，给集群设置负载

均衡器。 

 

22.7.2. 通过文件手动配置 

修改 nginx.conf，在 http 中添加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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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stream nginx_linux { 

                      server 127.0.0.1:26888 weight=100; 

                      server 127.0.0.1:26889 weight=100; 

                             } 

        server { 

         listen 172.20.129.12:7878; 

  client_header_timeout 30; 

  client_body_timeout 30; 

   proxy_connect_timeout 5; 

  send_timeout 300; 

  tcp_nodelay on; 

  tcp_nopush on; 

  sendfile on; 

  sendfile_max_chunk 512k; 

  keepalive_timeout 65; 

  gzip on; 

  location / { 

           proxy_pass http://nginx_linu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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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集群测试 

22.8.1. 集群应用部署与访问 

1. 通过管控部署 

进入 mycluster 集群界面，切换到应用程序界面，点击【部署】按钮 

 

进行应用部署，目标是部署到该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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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命令行部署 

在 DAS 执行以下命令： 

./asadmin deploy --target 集群名称 应用所在路径 

如：./asadmin deploy --target mycluster /home/test1.war 

3. 通过 Apache 访问应用 

http://172.24.2.31/test1/index.jsp   ---172.24.2.31 为负载均衡器 Apache 所在

IP 

22.8.2. 高级特性 

以上步骤能够使用 apache 负载均衡器和 apusic 应用服务器搭建一个集群，

本节重点介绍集群的高级使用方法。 

22.8.2.1. 会话粘滞（sessionstick） 

1. Apache 会话粘滞设置 

➢ 在界面上开启会话粘滞，默认已开启 

http://172.24.2.31/test1/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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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jp 方式设置，在 httpd.conf 文件的里添加 stickysession=JSESSIONID 

 

3. 测试 

➢ 1）部署应用，f12 查看 JSESSIONID,确认是否一直访问某个实例； 

➢ 2）或者查看日志信息，确认是否应用日志一直在一个实例的日志里面

打印 

22.8.2.2. session 复制 

1. 部署应用时需要设置应用的高可用性 

方式一：管控部署应用 hello.war，并勾选上“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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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命令行部署应用 hello.war，需指定--availabilityenabled=true 

./asadmin --host 172.20.129.76 deploy --target mycluster --

availabilityenabled=true /home/lgrtest/aas_glassfish/cluster_DAS/hello.war 

2. 测试 

启动一个实例，如 ins_40,通过 apache 访问 hello 应用 

http://172.20.129.84/hello/response.jsp?username=admin 

页面上的 username 每访问一次增加一个 

 

启动另一个实例 ins_41，并关闭实例 ins_40 

刷新访问应用的浏览器，确认 username 是否还是增加的。 

22.8.2.3. 失效转移 

部署应用，并通过 apache 访问，查看访问的节点实例，关闭该节点实例，

继续访问应用，确认是否访问到另一个实例节点，（如果应用设置了可用性

（session 会复制），或者设置为集中存储，失效转移后 sessionid 不会改变）。 

管控上开启失效转移，默认已开启 

http://172.20.129.84/hello/response.jsp?username=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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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转移参数：worker.apache.sticky_session_force=false  ---失效转移 

              worker.apache.sticky_session_force=true   ---不失效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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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IV. 国密配置 

第二十三章 国密版配置 

23.1. 生成国密证书 

使用 GmSSL 工具包（在 23.5 章节下载）生成相关的国密证书，假设工具

安装目录位${GmSSL}。具体步骤如下： 

23.1.1. GmSSL 工具配置 

1. 把 GmSSL.tar.zip 文件拷贝的/opt 目录下，当前目录切换到/opt 目录，并

通过命令 tar -xzvf GmSSL.tar.zip 进行解压，会在/opt 目录下生成 GmSSL。

aarch64 版本为 gmssl.zip，需要解压到 opt/gmssl/； 

2. 设置下面 2 个环境变量，让 gmssl 命令可以直接运行，命令类似如下

（路径需要根据实际更改）： 

export PATH=$PATH:/opt/GmSSL/bin 

export LD_LIBRARY_PATH=/opt/GmSSL/lib/ 

然后在终端输入 gmssl，能够出现输入提示符则表示成功，类似如下： 

 

3. openssl.cnf 文件修改 

➢ 该文件在/opt/GmSSL/ssl 目录下。修改的内容包括： 

1) [req]选项中添加或者修改：default_md = sm3 

2) 修改[v3_req]选项内容为：  

basicConstraints = CA:FALSE   

keyUsage = nonRepudiation, digitalSignature 

3) 添加[v3enc_req]选项，其内容：  

basicConstraints = CA: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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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Usage = keyAgreement, keyEncipherment, dataEncipherment 

 

23.1.2. 证书制作 

1. 制作前准备 

创建目录/opt/test，并在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sm2Certs"的目录； 

切换当前目录到/opt/test，并拷贝 openssl.cnf 文件文件到该目录下； 

 

2. 生成 SM2 参数文件 

执行命令： 

gmssl ecparam -name SM2 -out SM2.pem 

 

3. 生成 ca 证书 

执行命令： 

（1）gmssl req -config ./openssl.cnf -nodes -subj 

"/C=CN/ST=GD/L=Shenzhen/O=Apusic LTD./OU=Development/CN=Test CA 

(SM2)" -keyout CA.key.pem -newkey ec:SM2.pem -new -out CA.req.pem 

 

（2）gmssl x509 -req -days 7300 -in CA.req.pem -extfile ./openssl.cnf -

extensions v3_ca -signkey CA.key.pem -out CA.cert.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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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m CA.req.pem 

 

 

4. 生成 SSL 服务端（或客户端）签名证书 

执行命令： 

（1）gmssl req -config ./openssl.cnf -nodes -subj 

"/C=CN/ST=GD/L=Shenzhen/O=Apusic LTD./OU=Development/CN=server sign 

(SM2)" -keyout sm2Certs/svrsig.key.pem -newkey ec:SM2.pem -new -out 

sm2Certs/svrsig.req.pem 

 

（2）gmssl x509 -req -days 365 -in sm2Certs/svrsig.req.pem -CA CA.cert.pem -

CAkey CA.key.pem -extfile ./openssl.cnf -extensions v3_req -out 

sm2Certs/svrsig.cert.pem -CAcreateserial 

 

（3）rm -f sm2Certs/svrsig.req.pem 

 

5. 生成 SSL 服务端（或客户端）加密证书 

执行命令： 

（1）gmssl req -config ./openssl.cnf -nodes -subj 

"/C=CN/ST=GD/L=Shenzhen/O=Apusic LTD./OU=Development/CN=server enc 

(SM2)" -keyout sm2Certs/svrenc.key.pem -newkey ec:SM2.pem -new -out 

sm2Certs/svrenc.req.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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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mssl x509 -req -days 365 -in sm2Certs/svrenc.req.pem -CA CA.cert.pem 

-CAkey CA.key.pem  -extfile ./openssl.cnf -extensions v3enc_req  -out 

sm2Certs/svrenc.cert.pem -CAcreateserial

 

（3）rm -f sm2Certs/svrenc.req.pem 

 

6. 生成 PKCS12 秘钥库 

命令中的 JSSE_GMDIR 需要根据实际的 AAS 版本和 JDK 版本进行指定，

如目录${%APUSIC_HOME%}/lib/endorsed/gm/JDK8u。制作时提示输入密码，

正确输入即可。 

执行命令： 

（1）gmssl pkcs12 -export -inkey sm2Certs/svrsig.key.pem  -in 

sm2Certs/svrsig.cert.pem -CAfile CA.cert.pem -chain  -out sm2Certs/svrsig.p12 -

name "svrsig" 

 

（2）gmssl pkcs12 -export -inkey sm2Certs/svrenc.key.pem  -in 

sm2Certs/svrenc.cert.pem -CAfile CA.cert.pem -chain  -out sm2Certs/svrenc.p12 -

name "svrenc" 

 

将分别生成的秘钥库“合并”： 

（3）cp sm2Certs/svrsig.p12 sm2Certs/keystore.p12 

java -Djava.endorsed.dirs=${JSSE_GMDIR} sun.security.tools.keytool.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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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keystore -srckeystore sm2Certs/svrenc.p12 -srcstoretype PKCS12 -destkeystore 

sm2Certs/keystore.p12 -deststoretype PKCS12 

 

7. 生成信任库（可选） 

生成 jks 格式的信任库,JSSE_GMDIR 需要根据实际的 AAS 版本和 JDK 版

本进行指定，如目录${%APUSIC_HOME%}/lib/endorsed/gm/JDK8u 或

${%APUSIC_HOME%}/lib/endorsed/gm/JDK8，制作时提示输入密码，正确输入

即可。 

执行命令： 

java -Djava.endorsed.dirs=${JSSE_GMDIR}  sun.security.tools.keytool.Main -

importcert -trustcacerts -alias root  -file CA.cert.pem  -keystore truststore.jks -

storetype  j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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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证书使用 

经过上面步骤后，生成了 CA 证书文件 CA.cert.pem，信任库文件

truststore.jks，服务器证书文件 keystore.p12(在 sm2Certs 目录)。 

（1）复制服务器文件 keystore.p12 复制到{%APUSIC_DOMAIN}/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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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 domain.xml 

1.开启 domain.xml 中 java-config 的 profiler 子元素，enabled 改为 true, 若不

显式设置，默认值为 true.   

如果 JDK8 版本号大于等于 1.8.0_211, 开启如下配置 

<profiler name="GM_JDK_GE_1.8.211" enabled="true"> 

<jvm-options>-

Djava.endorsed.dirs=${com.apusic.aas.installRoot}/lib/endorsed/gm/JDK8u${path.se

parator}${com.apusic.aas.installRoot}/modules/endorsed${path.separator}${com.apu

sic.aas.installRoot}/lib/endorsed</jvm-options> 

</profiler> 

 

如果 JDK8 版本号小于等于 1.8.0_202, 开启如下配置   

```xml 

<profiler name="GM_JDK_LE_1.8.202" enabled="true"> 

  <jvm-options>-

Djava.endorsed.dirs=${com.apusic.aas.installRoot}/lib/endorsed/gm/JDK8${path.sep

arator}${com.apusic.aas.installRoot}/modules/endorsed${path.separator}${com.apus

ic.aas.installRoot}/lib/endorsed</jvm-options> 

</prof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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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domain.xml 里的 java-config 只能有一个 profiler 元素， 后面的 profiler

会**屏蔽**前面的。 

 

 

2. 配置 domain.xml 文件中 network-config/protocols/protocol 子元素。   

在所需要的端口对应的 protocol 中，设置 security-enabled 属性为"true"，添

加 ssl 子元素，并设置 sm11-enabled 属性为"true"，并添加对应的 keystore, 

truststore 相关属性。如下所示： 

<protocol name="http-listener-2" security-enabled="true"> 

 <http max-connections="250" default-virtual-server="server"> 

   <file-cache></file-cache> 

 </http> 

 <ssl classname="com.sun.enterprise.security.ssl.ApusicSSLImpl" sm11-

enabled="true"  

 key-store-type="PKCS12"    

 key-store="${com.apusic.aas.instanceRoot}/config/keystore.p12"   

 key-store-password="123456"  

    client-auth="want"></ssl>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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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动 AAS-V10 

23.3. 360 浏览器国密版安装 

23.3.1. 浏览器安装 

从 360 网站下载国密浏览器(https://browser.360.cn/se/ver/ent.html?src=gmzb)

进行安装，测试使用的是 10.1 版本 

23.3.1.1. 选择支持国密 

打开 360 浏览器，点击浏览器的右上角的“三”按钮，再点击“设置”选

项，如下图： 

https://browser.360.cn/se/ver/ent.html?src=gmzb
https://browser.360.cn/se/ver/ent.html?src=gmzb
https://browser.360.cn/se/ver/ent.html?src=gmzb
https://browser.360.cn/se/ver/ent.html?src=gm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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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2. 根证书内容处理 

 （1）在 360 浏览器国密版的安装目录 {ROOT\360 浏览器\gm\360se6\User 

Data\Default\gmssl}新建文件夹 ctl 

 

（2）在 ctl 目录下创建 ctl.dat 文件，并将根证书内容拷入该文件 

 

（3）重启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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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访问地址 

在 360 浏览器国密版输入地址：https://ip:6887。 

 

23.5. 相关资料 

             

 

https://ip: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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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V. 长线程检查与监控 

第二十四章 长线程检查与监控 

AASV10 可以对长线程进行检查与监控。可以根据设置的长线程指标，发

现长线程信息；通过监控接口暴露监控情况，并在管控中进行展示 

24.1. 开启日志监控 

配置->“server-config”->日志记录程序设置->日志级别->添加日志记录程

序->javax.enterprise.web.admin->日志级别：深度追踪 

或修改配置文件 logging.properties 添加 

javax.enterprise.web.admin.level=FINEST 

◼ 注：集群实例需要在实例的系统属性下添加属性：imq.hostname，值为

实例监听的 ip 地址 

 

24.2. 配置长线程定义时间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自行设置长线程定义时间；默认为 60s. 

修改 domain.xml 添加 <jvm-options>-

Daas.longrunrequest.threshold=XXX</jvm-options> 

或进入管控台，配置-“server-config”-JVM 设置-JVM 选项，添加 JVM 选

项 

-Daas.longrunrequest.threshold=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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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为定义时间，时间单位为秒 

 

 

24.3. 长线程监控 

部署应用程序，如 monitor.war。访问{context_root}/m。 

查看请求信息，进入管控台， 服务器（管理服务器）-监视数据-服务器-

server-LongRunRequest；此前应先确认 http server 监控是否开启：进入管控台，

监视数据-server-配置监视-http Service 

同时查看日志，日志会返回线程信息、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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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VI. FAQ 

第二十五章 FAQ 

25.1. 创建本地节点，节点类型需选择为“config” 

 

25.2. 应用访问地址获取 

如 11.2 中提到的，在应用列表中点击【访问】链接，出现 web 应用程序链

接 

页面中会显示该通过该应用所有目标服务器实例访问应用的链接，点击链

接可以访问该应用 

 

 

链接的组成为：http：//实例地址:http 服务端口/应用上下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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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中“实例地址”是根据实例所在节点的主机地址获取所在机器的

ip 地址 

但是如果节点的主机地址为 localhost,会做特殊处理，获取为机器的主机名

hostname 

 

25.3.  AAS V10 对应用的描述文件 web.xml 是做严格的规

范检测，如果文件内容有问题，如标签库的顺序没有符合

标准，部署时会报错，但是能够通过设置，对 web.xml 不

校验或者检验后给出错误提示但是继续部署。 

问题：部署某个应用报如下错误 

Exception during lifecycle processing java.io.IOException: 

org.xml.sax.SAXParseException; lineNumber: 57; columnNumber: 11; Deployment 

descriptor file WEB-INF/web.xml in archive [report]. 元素类型为 "web-app" 的内

容必须匹配 "(icon?,display-name?,description?,distributable?,context-

param*,filter*,filter-mapping*,listener*,servlet*,servlet-mapping*,session-

config?,mime-mapping*,welcome-file-list?,error-page*,taglib*,resource-env-

ref*,resource-ref*,security-constraint*,login-config?,security-role*,env-entry*,ejb-

ref*,ejb-local-ref*)"。 

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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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 web.xml 标签库顺序问题 <web-file-list>在<taglib>后面部署报错，

调整到<web-file-list>在<taglib>前面部署成功 

解决方法： 

应用程序设置中可以对 web 应用描述文件 web.xml 解析方式进行设置，默

认为“完全”,当 web.xml 文件里面的标签库的顺序不对时，会报错并且不进行部

署。 

 

XML 验证选项说明： 

·1.完全：报错并且不部署失败  

·2.解析：报告错误，继续部署 

·3.无：不报告错误，继续部署 

 

25.4. 中文乱码显示问题 

问题一：访问应用的 html 文件，出现中文乱码问题 

解决方法：需要在 domains/mydomain/config/default-web.xml 中加入一个

fileEncoding 项， <init-param>  

<param-name>fileEncoding</param-name> 

 <param-value>utf-8</param-value> 

 </init-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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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应用使用 jsp include html 文件，访问应用时中文出现乱码 

解决方法：需要在 web.xml 中设置 html 文件的编码 

<jsp-config>  

<jsp-property-group>  

<display-name>JSPConfiguration</display-name> 

  <url-pattern>*.html</url-pattern>  

<page-encoding>UTF-8</page-encoding>  

</jsp-property-group> 

</jsp-config> 

通用解决方法： 

1.添加 apusic-web.xml 到应用的 WEB_INF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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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oding="UTF-8"?> <!DOCTYPE aas-web-app PUBLIC "-//Apusic.com//DTD 

Apusic Application Server 10.1 Servlet 3.0//EN" "http://apusic.com/dtds/apusic-web-

app_3_0-1.dtd"> <aas-web-app> <class-loader delegate="false"/> <locale-charset-

info> <parameter-encoding default-charset="UTF-8" /> </locale-charset-info></aas-

web-app>  

2.添加 jvm 参数 -

Dcom.cvicse.loong.enterprise.overrideablejavaxpackages=javax.validation,org.apache

.taglibs.standard 

http://apusic.com/dtds/apusic-web-app_3_0-1.dtd
http://apusic.com/dtds/apusic-web-app_3_0-1.d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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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运行在 jdk9 以上版本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问题 1: 启动报错 

原因分析：JDK9 以上版本不支持 java.endorsed.dirs 和 java.ext.dirs 参数 

解决办法：需要修改 mydomain/domain.xml 中的 JVM 设置。包括删除或注

释掉-Djava.endorsed.dirs 和-Djava.ext.dirs= 这 2 个参数，并增加如下 4 个参数： 

<jvm-options>--add-opens=java.base/sun.net.www.protocol.jrt=ALL-

UNNAMED</jvm-options>  

<jvm-options>--add-

opens=jdk.management/com.sun.management.internal=ALL-UNNAMED</jvm-

options>  

<jvm-options>--add-opens=java.base/jdk.internal.loader=ALL-

UNNAMED</jvm-options>     

<jvm-options>--add-opens=java.base/jdk.internal.misc=ALL-

UNNAMED</jvm-options>  

问题 2:启动实例报错 

原因分析：如问题 1 

解决方法：将独立实例或集群配置文件删除以下参数： 

<jvm-options>-XX:MaxPermSize=192m</jvm-options> 

<jvm-options>-

Djava.endorsed.dirs=${com.apusic.aas.installRoot}/modules/endorsed${path.separato

r}${com.apusic.aas.installRoot}/lib/endorsed</jvm-options> 

<jvm-options>-

Djava.ext.dirs=${com.apusic.aas.javaRoot}/lib/ext${path.separator}${com.apusic.aas

.javaRoot}/jre/lib/ext${path.separator}${com.apusic.aas.instanceRoot}/lib/ext</jvm-

options> 

再新增问题 1 的参数，重启实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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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照以上方法修改 default.xml，之后新建的实例复制 default.xml 就不

需要再修改配置文件。 

◼ 注：1、2020 年 7 月起的 AAS-V10 版本才能使用以上解决方法 

2、因为 JDK8 环境下不需修改 domain.xml 的配置，所以如果创建的集群实

例中同时存在 JDK8 和 JDK9 以上的实例，集群不能同时启动所有的实例。

后续完善问题后再说明。 

3、AAS-V10SP3 之后的版本无需改动 

 

25.6. 执行 enable-secure-admin，开启安全管控后重启，重

启时报错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sun/security/ssl/HandshakeStateManager 

原因分析：jdk1.8.0_181 及以下的版本不支持 AAS V10 的 ssl  

解决方法 1：换成 jdk1.8.0_191 及以上的版本 

解决方法 2：拷贝 aas/lib/endorsed/gm/original/jsse.jar 到

aas/modules/endorsed 目录下,然 

25.7. 在远程节点上建实例，报错 DAS hostname 识别不了 

 

解决方法：修改 DAS 的的网络监听端口的 admin-listener 

路径为：配置->server-config->网络监听程序->admin-listener，修改地址由

“0.0.0.0”为 DAS 实际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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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延伸： 

  本地实例起不来 修改了 admin-listener 也没有效果 

解决方法： 

  需要设置环境变量 /etc/bashrc AS_ADMIN_HOST=172.20.10.3，然后重

启 

报错信息： 

  Could not contact the domain administration server running at localhost:6848. 

This could be because a firewall is blocking the connection back to the domain 

administration server or because the domain administration server host is known by a 

different name on the instance host SeeyonAPP. To change the hostname that the 

domain administration server uses to identify itself please update the domain 

administration server admin HTTP listener address.]] 

 

或：通过配置 -Dapusic.adminListenerHost.used=true 设置本地实例同样使

用 adminListener 监听地址访问 das  

注意！：如果希望本地实例使用不同于 adminListener 监听地址的 ip 访问

das，则需要在/etc/profile 里编写环境变量;AS_ADMIN_HOST=172.20.140.17 

（本地实例访问 DAS 的 ip） 然后重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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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新建 JDBC 连接池，ping 的时候报错

java.lang.StackOverflowError 

原因分析：新建连接池时选择的驱动类为”com.mysql.cj.jdbc.Driver”,上传的

驱动 jar 文件里面没有改驱动，所以导致报错 

解决方法：修改驱动类名或者重新上传一个驱动文件 

 

25.9. 忘记管理员密码，解决方法 

方法 1：如果某个管理员如 admin 密码忘记了，但是其他用户密码知道，

就可以拷贝安装路径下 mydomain/config/ admin-keyfile 中的其他用户的密码，

替换 admin 用户的密码,需要重启系统才生效。 

方法 2：修改 mydomain/config/admin-keyfile 文件里面对应的用户的密码，

使用如下密码替换 

“{SSHA256}iU4Ef2uGWYh3V+BQjpW5f8BTbgGWzKp7pfrNU020Nu2l9YLEw

CWOpA==”，重置为空密码，重启系统，需要重新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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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3：系统管理员 admin 登陆管理，切换到配置->server-config->安全性

->安全域->  

admin-realm 页面，点击【管理用户】按钮进入用户管理界面，点击用户名称编

辑用户，可以修改用户密码。 

25.10. 部署应用报错： org.xml.sax.SAXException: 

Requested schema is not found in local repository, please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typos in the XML namespace 

declaration 

原因分析：war 应用不支持在 META-INF 目录下放置 apusic-appliction.xml 

解决方法：删除 META-INF/apusic-appliction.xml,重新在 WEB-INF 目录下

新建一个 apusic-web.xml 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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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TYPE apusic-web-app PUBLIC "-//Apusic.com//DTD Apusic 

Application Server 3.1 Servlet 3.0//EN" "http://apusic.com/dtds/apusic-web-app_3_0-

1.dtd"> <apusic-web-app error-url=""> 

 <context-root>/easyjweb-hello</context-root> 

 <class-loader delegate="true"/> 

 <jsp-config>  

<property name="keepgenerated" value="true">  

<description>Keep a copy of the generated servlet class' java 

code.</description> </property>  

</jsp-config>  

</apusic-web-app> 

http://apusic.com/dtds/apusic-web-app_3_0-1.dtd
http://apusic.com/dtds/apusic-web-app_3_0-1.d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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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 部署应用报错：

org.apache.catalina.LifecycleException: 

org.apache.catalina.LifecycleException: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原因分析：servletContext 中的 getRealPath（String path）方法返回了 Null 

解决方法：增加一个 apusic.context.getRealPath.notAllowNull，如果设置为

true，就不返回 null 

 

25.12. 如何开启启动时打印类加载信息 

➢ 增加 JVM 选项“-ver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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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3. 修改配置后，如何确定需要重启才生效，查看服务器

状态，如显示必须重启时需要重启才能生效。 

 

点击“必须重新启动”链接，会打开必须重新启动界面，界面上会显示修

改了哪些属性，并且也能在界面上点击【重新启动】按钮重启应用服务器 

 

25.14. JAVA 运行环境设置 

1)默认使用环境变量中的 JAVA 环境 

2)可以指定 AAS V10 中的 JAVA 运行环境，通过设置 AS_JAVA 值得方法

指定 

Windows:修改%APUSIC_HOME%/config/ asenv.bat,增加 AS_JAVA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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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set AS_JAVA=H:\java\jdk1.8.0_201 

 

➢ Linux:修改${APUSIC_HOME}/config/ asenv.conf, 增加 AS_JAVA 变量 

➢ 如：AS_JAVA="/home/java/jdk1.8.0_211" 

 

25.15. 如何配置虚拟服务器的白名单和黑名单 

在创建/编辑虚拟主机时，可以增加如下属性进行白名单和黑名单控制，

value 根据实际需要填写，最后在配置文件的格式如下类似： 

    <virtual-server network-listeners="http-listener-1,http-listener-2" 

id="server"> 

          <property name="test" value="weiys"></property> 

          <property name="allowRemoteAddress" 

value="127.0.0.1"></property>           

</virtual-server> 

<property name="allowRemoteAddress" value="127.0.0.1"></property> 

表示允许访问的 ip 地址，这里为 127.0.0.1，多个 ip 地址以逗号分隔，可以

正则表达式的使用通配符。只有符合规则的 ip 地址才能访问。如果同时也配置

了 denyRemoteAddress 属性，则优先检查 denyRemoteAddress 属性，如果在符

合规则，则拒绝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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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name="denyRemoteAddress" value="127.0.0.1"></property> 

表示拒绝访问的 ip 地址，多个 ip 地址以逗号分隔，可以正则表达式的使用

通配符，符合该规则的 IP 地址会被拒绝访问。该属性优先级比

allowRemoteAddress 高，即如果一个 IP 地址同时符合在 denyRemoteAddress 和

allowRemoteAddress 属性的规则，则被拒绝。 

<property name="allowRemoteHost" value="weiys.apusic.com"></property> 

表示允许访问的域名地址，多个域名地址以逗号分隔，可以正则表达式的

使用通配符。只有符合规则的域名地址才能访问。 

<property name=" denyRemoteHost " value="weiys.apusic.com"></property> 

表示拒绝访问的域名地址，多个域名地址以逗号分隔，可以正则表达式的

使用通配符。符合规则的域名地址会被拒绝访问。该属性优先级比

allowRemoteHost 高。 

 

其他属性说明： 

<property name=" allowLinking" value="true"></property> 

表示是否允许使用符合连接，默认为 false。开启后，则该主机下的所有应

用默认都使用该参数值，也可以修改应用中的 apusic-web.xml 进行单独修改。 

 

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进行属性的增加和修改： 

 

25.16. 虚拟主机配置 

1）.添加虚拟主机：配置->server-config->虚拟服务器->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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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虚拟服务器信息，如虚拟主机地址，选择网络监听器，选择虚拟

主机配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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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然后在浏览器客户端所在的机器上，修改 hosts 文件，添加虚拟主机与

AAS 的 ip 地址对应 

172.20.129.12 lgr.apusic.com 

 

4）.然后通过虚拟主机访问应用 

http://lgr.apusic.com:6888/testSession/ 

 

5）.也可以在应用程序界面给应用分配虚拟主机 

http://lgr.apusic.com:6888/test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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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7. 节点类型以及节点和实例的说明 

1）ssh 类型的节点 

创建 SSH 类型节点的前提是节点所在机器需要与 DAS 所在集群能够通过

SSH 通讯 

新建改类型的节点，可以从 DAS 拷贝 AAS 安装文件到节点的“安装目

录”下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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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8. 如何开启访问日志 

路径配置->xxx-config->HTTP 服务，xxx-config 为配置的名称，如 server-

config,勾选上“访问日志记录”后保存，在 logs 目录下会生产一个 assess 目

录，里面存放访问日志文件。 

开启访问日志后需要重启才能生成访问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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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 jndi 增加了一个系统属性：

com.apusic.aas.naming.copyObject，取值为 true 或 false 

默认是 true 

默认情况下，jndi 的 bind 会复制对象，导致应用对对象的修改和 jndi 里面

存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所以如果再从 jndi 中 lookup 出来的对象还是修改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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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 使用人大金仓 V8 的 JDBC 连接池和驱动，在 JDBC

资源界面执行 sql 语句执行不了 

 

原因分析：JDBC 连接池驱动名称和 url 写错了，人大金仓 V8 驱动名称需

要写成“com.kingbase.Driver” 

         url 需要以“jdbc:kingbase8:”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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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1. 隐藏指定的 HTTP Header 

HTTP Header 中的 Server 默认不开启，即不发送到客户端，如果需要发

送，则要开启 JVM 参数 apusic.http.header.server.enabled=true 也可以通过 JVM

参数 product.name 来定义 server 头的内容。  

HTTP Header 中的 Powered-By 默认不开启，即不发送到客户端，如果需要

发送，则要开启 JVM 参数 apusic.http.header.x-Powered-By.enabled=true jsp 生成

的文件如果需要加入 Powered-By，则需要修改 default-web.xml 中 jsp servlet 的

xpoweredBy 属性为 true 

25.22. 通过系统参数设置实例启动(后台执行任务)超时时间 

增加 JVM 参数：-Dwait.for.das.time.ms=12000000 

25.23. 自定义修改默认三个管理员用户的用户名 

解决方法：修改安装包中 ApusicAS\aas\domains\mydomain\config\admin-

keyfile 文件里面的用户名，然后启动系统即可。 

 

25.24. 如何开启 gzip 

问题：用 V10 进行性能测试时，发现带宽被占满了，原因可能是没有开启

gzip 

解决方法：配置->server-config->网络配置->网络监听器->http-listener-

1->HTTP 页签 

设置压缩为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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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 如果多个 AAS 安装在同一台机器上，需要注意以下

端口，避免冲突 

1) <system-property name="JMS_PROVIDER_PORT" description="Port 

Number that JMS Service will listen for remote clients connection." 

value="6876"></system-property> 

2)<iiop-listener address="0.0.0.0" port="6837" lazy-init="true" id="orb-listener-

1"></iiop-listener> 

3)<iiop-listener address="0.0.0.0" port="6838" id="SSL" security-

enabled="true"> 

4)<iiop-listener address="0.0.0.0" port="6839" id="SSL_MUTUALAUTH" 

security-enabled="true"> 

5)<jmx-connector address="0.0.0.0" port="6886" name="system" auth-realm-

name="admin-realm"> 

6) <jvm-options>-Dosgi.shell.telnet.port=6866</jvm-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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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etwork-listener protocol="http-listener-1" port="6888" name="http-listener-

1" thread-pool="http-thread-pool" transport="tcp"></network-listener> 

8)<network-listener protocol="http-listener-2" port="6887" name="http-listener-

2" thread-pool="http-thread-pool" transport="tcp"></network-listener> 

9)<network-listener protocol="pu-protocol" port="6848" name="admin-listener" 

thread-pool="admin-thread-pool" transport="tcp"></network-listener> 

25.26. 在负载均衡器已被其他 AAS 管理或者是启动状态

时，再次添加改负载均衡器后负载均衡器状态为【已停

止】，此时需要点击【重新启动】才能启动负载均衡器 

 

25.27. 集群分配 apache 后，通过 apache 访问，出现 503 的

错误 

 

➢ mod_jk 日志信息如下： 

 

原因是集群没有配置 jvmroute,如果集群配置了 jvmroute 后再访问，还是同

样的错，是浏览器缓存问题，清掉缓存重新访问就能访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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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 集群使用 GMS 多播，部署应用并启用可用性，启动

集群报错 Caused by: java.net.SocketException: 没有那个

设备 

 

解决方法：给集群的多播地址指定固定的网卡， 

执行命令如：route add -host 228.9.186.253 enp5s0f3 

228.9.186.253 为集群多播地址 

enp5s0f3      为网卡名称 使用 ip add 查看系统网卡 

注意：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新建集群之前就将所有的多播端口绑定

到某个 

网卡 

ip route add 224.0.0.0/4 dev enp5s0f1   给所有的多播地址绑定网卡 

ip route delete 224.0.0.0/4   --删除路由 

ip route get 228.9.186.253  查看集群多播地址路由到哪个网卡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250页 

 

 

25.29. 集群的复制功能使用的 GMS(组管理服务) 

➢ GMS 用于内存中会话复制，事务服务和计时器服务功能。 

➢ 可以指定 GMS 使用以下协议和传输组合之一来广播消息： 

✓ 用户数据报协议（UDP）多播(默认使用该方式) 

✓ 无多播的传输控制协议（TCP） 

1）多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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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cp 配置 

a.去掉集群多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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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AS 中创建 GMS_LISTENER_PORT-tcpcluster 属性，并重启 

 

c. 给集群创建属性 GMS_DISCOVERY_URI_LIST ，并赋值

tcp'\\:'//10.152.23.224'\\:'9090, 

tcp'\\:'//10.152.23.224'\\:'9091,tcp'\\:'//10.152.23.224'\\:'9092 my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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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给每个实例添加 GMS_LISTENER_PORT-my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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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重启 DAS 和集群 

 

25.30. 查看版本号 

➢ 启动 AAS 后执行./asadmin version 

 

25.31. 使用 jconsole 连接 AAS 

a) 关闭 jmx 的安全性 

➢ 方式一：修改 domain.xml，对应实例配置如 server-config 下的 jmx-

connector，修改参数为 security-enabled="false" 

◼ 注：通过文件修改需要重启 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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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二：在管控，server-config->管理服务->JMX 连接器，去掉勾选

“安全性” 

 

b) 设置 JMX 连接地址，默认为 0.0.0.0，可能会获取域名，如果远程连

接，最好将改地址设置为 AAS 服务器所在地址的具体 ip 

➢ 方式一：修改配置文件 domain.xml 修改 jmx-connector 中的 address 为

实际 ip 地址 

◼ 注：通过文件修改需要重启 AAS 

 

➢ 方式二：直接在管控上修改 

➢ server-config->管理服务->JMX 连接器,修改“地址”为具体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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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 jconsole 连接 

➢ 步骤一：获取 JMXserviceURL 

➢ 启动时日志里面会打印 JMXserviceURL 

 

➢ 或者管控上能查看到 

 

➢ 步骤二：打开 jconsole,选择远程连接，输入地址和用户名/口令,用户名

和口令为登录管理的管理员用户名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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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登录后点击“以不安全的方式连接” 

 

25.32. 修改 server-config 中的 admin-listener 属性“地址”

后，无法启动本地的实例（包括集群中的实例和独立实

例） 

解决方法：配置-server-config-HTTP 服务-HTTP 监听程序-admin-listener，

将属性“地址”改为 0.0.0.0 

 

25.33. 集群部署应用程序无法访问 

解决方法：部署应用程序时，将属性“可用性”取消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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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 避免过多的对象存储在内存中，出现内存占用过大问

题 

➢ v10 事务 timeout Timer 的内存泄漏问题 需要在 domains.xml 中添加 

purge-cancelled-transactions-after 属性，含义为 timer 的队列中已取消的任务

数达到这个值，就会清除队列中的所有过期任务。默认值是 0，不会清除过

期任务，会引起内存泄漏。 <transaction-service tx-log-

dir="${com.apusic.aas.instanceRoot}/logs"> <property name="purge-cancelled-

transactions-after" value="10000">/property> </transaction-service>     

25.35. 找不到 java 或 jar 命令 

➢ 创建或启动远程节点，提示找不到 java 或 jar 命令时，需要查看远程节

点是否安装了 JDK；如果安装了 JDK，需要检查 JDK 安装路径；然后创建

java 或 jar 命令软连接。 

➢ 出现如下报错，在远程节点服务器创建 java 软连接：ln -s 

$JAVA_HOME/bin/java /usr/bin/java 

 

➢ 出现如下报错，在远程节点服务器创建 jar 软连接： 

➢ ln -s /opt/java/jdk1.8.0_212/bin/jar /usr/bin/jar 

➢ /opt/java/jdk1.8.0_212 是 JDK 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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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6. 出现无法使用 SSL 问题 

➢ 通常是 Java 加密套件强度限制引起的 SSL handshake_failure，只需要： 

1）修改{JAVA_HOME}\jre\lib\security\java.security 文件，取消

crypto.policy=unlimited 的注释 

2）删除之前的 java 软连接：rm -rf /usr/bin/java 

3）重现创建 java 软连接：ln -s $JAVA_HOME/bin/java /usr/bin/java 

◼ 注：如果远程节点断网或者连接不上也会提示 SSL handshake 出现问题 

 

➢ 问题解决延伸：在 openJDK1.8.0_242 环境下发现，单纯执行以上步骤

不能解决问题，需要： 

1）停止所有 java 进程 

2）修改{JAVA_HOME}\jre\lib\security\java.security 文件；将

security.useSystemPropertiesFile 改为 false，即： 

security.useSystemPropertiesFile=false 

再将 SSLv3 去掉， 

#jdk.tls.disabledAlgorithms=SSLv3, RC4, DES, MD5withRSA, DH keySize < 

1024, \ 

jdk.tls.disabledAlgorithms=RC4, DES, MD5withRSA, DH keySize < 1024, \ 

3）保存 java.security 文件 

4）删除原来的/usr/bin/java 

5）重新创建软连接 ，如华为云的环境是执行 ln –s /etc/altermatives/java 

/usr/bin/java 

报错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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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7. JDK_1.8.0_251 或以上出现

java.lang.NoSuchFieldError: nullSession 问题 

使用 JDK_1.8.0_251 或以上版本，可能会出现 java.lang.NoSuchFieldError: 

nullSession 问题。 

修改方法：将{APUSIC_HOME}/aas/modules/endorsed/下的 grizzly-npn-

bootstrap.jar 中的 sun 目录删除，重新启动 AS 即可  

报错截图： 

 

修改路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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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8. openJDK_1.8.0_252 或以上出现 stop-domain 无效，

提示“xxx server not running”问题 

原因：在于 252 版本中 jdk 的安全配置文件 jre/lib/security/java.security 增加

了属性 security.useSystemPropertiesFile=true，这个属性会导致 java 的安全模块

会去找系统的安全配置文件：/etc/crypto-policies/back-ends/java.config（这个位

置是 jdk 代码写死的），有些软件会创建这个文件，比如：crypto-policies-

20190807-1.git9b1477b.el8.noarch（这个软件包有可能是安装 openssl 之类的软件

安装的）。在这个系统安全配置文件中如果禁用了 TLSV1 就会导致客户端（执

行 stop-domain 的时候也是往本地服务器上发 https 请求）没有可用的 tls 协议版

本（jdk 中默认的 tls 就是 TLSV1），例如在 172.20.140.40 中就禁用了如下协

议：jdk.tls.disabledAlgorithms=DH keySize < 2048, SSLv2, SSLv3, TLSv1, 

TLSv1.1, DHE_DSS, RSA_EXPORT。。。。。。 

解决方法：1）修改 jre/lib/security/java.security 文件，将

security.useSystemPropertiesFile 置为 false 

或 2）修改系统安全配置文件，将 TLSV1 从禁用列表中删除，或者干脆删

除系统安全配置文件 

 

延伸问题：在有的 windows 下也会出现 stop-domain 无法停止的情况 

原因：在于命令行客户端往本地服务器发送完 https 请求后，需要将服务器

的证书保存在客户端的信任证书库中，这个证书库位置默认是在 C：/users/用户

名/。。。下，有些 windows 在访问 C 盘文件的时候会报：FileNotFound：拒绝

访问 

解决方法：已修改了代码，将客户端证书库位置放在了 user.dir 目录下，即

和./asadmin 命令同一个目录下 

 

问题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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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截图： 

 

25.39. AAS-V10 验证是否支持 HTTP2 方法 

验证是否支持 HTTP2，可以使用 curl 工具。执行命令： 

curl http://localhost:6888 –http2 –v –I 

显示有 Upgrade：h2c 字样代表已升级为 HTTP2 

http://localhost: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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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0. IPV6 验证方法 

1.操作系统的网络适配器开启 ipv6 的支持（如 windows 的网络配置里）  

2.在 domain.xml 中把-Djava.net.preferIPv4Stack=true 去掉  

3.系统查看 ipv6 的地址，去掉%及其后面部分，如

fe80::29aa:7867:5c4e:589b%11，则取值 fe80::29aa:7867:5c4e:589b  

4.启动后访问格式类似 http://[fe80::29aa:7867:5c4e:589b]:6888 



                                       金蝶 Apusic 应用服务器软件 V10_用户手册 

第265页 

 

 

25.41. 创建实例时出现“Syntax error: “(” unexpected”

的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取消 dash。执行命令： 

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 

报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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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 部署带有 so 文件的应用时报错 

报错信息：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ContainerBase.addChild: start: 

org.apache.catalina.LifecycleExceptio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hcsystem.Listener.HCServletContextListener.contextInitialized(Ljavax/servlet/Servlet

ContextEvent;)V]] 

报错截图： 

 

原因：AAS 对 so 文件的存放路径有要求，需要指定 

解决方法：在 JVM 选项中添加 

-Djava.library.path=so 路径 

25.43. 修改错误页面默认版本信息方法 

隐藏：增加 JVM 参数 apusic.http.errorpage.server.disabled，设置为 true 则不

显示 

自定义：设置 JVM 参数 product.name=XXXX；为空时，效果跟隐藏的参

数一致 

新版本添加了一个新的 JVM 参数控制 错误页面是否打印异常信息 ： -

Dapusic.http.errorpage.throwable.disabled=false 默认打印 ， true 则不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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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4. 解决使用 jul-to-slf4j 相关日志输出框架时出现日志循

环输出的问题 

JVM 参数 com.apusic.log.swallowOutput，当设置为 false 时，不接管控控制

控制台输出，解决使用 jul-to-slf4j 相关日志输出框架时出现日志循环输出的问

题，默认之为 true。 

25.45. v10 支持 PHP 运行的说明(以 windows 系统下说明，

其他系统类似) 

1.准备 php 运行环境，下载地址:https://www.php.net/downloads.php,测试例

子运行使用的版本是 7.2.34 

   a.解压到一个目录，如 D:\php7，这个目录后续配置会使用到 

     从该目录下的 php.ini-development 复制一份文件，并改名为 php.ini 

     修改 php.ini 里面的参数 

       找到;cgi.force_redirect = 1 修改为 cgi.force_redirect = 0 ，即去

掉前面的分号;并把 1 修改为 0 

       找到;extension_dir = "ext"  去掉前面的分号; 

   b.配置环境变量，把 php.exe 所在的目录加入 PATH 环境变量中，如

D:\php7 目录 

   c.运行终端，输入 php -v 测试是否能正确显示版本信息，是则配置完

成，如下图所示： 

 

 

2.建立 testphp 应用，在应用的 web.xml 增加如下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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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let> 

        <servlet-name>php</servlet-name> 

        <servlet-class>org.apache.catalina.servlets.CGIServlet</servlet-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debug</param-name> 

            <param-value>0</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executable</param-name> 

            <param-value>D:\php7\php-cgi.exe</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passShellEnvironment</param-name> 

            <param-value>true</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cgiPathPrefix</param-name> 

            <param-value>/</param-value> 

        </init-param> 

        <load-on-startup>1</load-on-startup>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php</servlet-name> 

        <url-pattern>/*</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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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iPathPrefix : 搜索文件的路径，默认搜索地址为 webAppRootDir + 

File.separator + cgiPathPrefix 

executable : 可执行程序的文件路径 

debug : 设置该 Servlet 日志输出的详细程度，值为 0-10，默认为 0，值越

大输出的日志约详细 

passShellEnvironment: 是否把系统环境变量内容传输给 CGI 脚本，默认为

false 

parameterEncoding: 对参数进行编码的字符集，如果没有设置该参数，则默

认读取 file.encoding 的值，如果 file.encoding 为空，则为 UTF-8 

stderrTimeout：异常输出的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默认值为 2000 

stripRequestURI：在找资源时需要去掉的前缀,默认值为空，适用于在路径

中包含附加标识的场景 

 

3.在应用中方式 index.php 文件，内容如： 

<?php phpinfo();?> 

 

4.部署 testphp 应用，启动 apusic 后，在浏览器地址输入地址

如:http://localhost:6888/testphp/index.php，则可以显示 php 版本相关信息，表示

成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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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6. 验证码无法加载问题 

问题描述：登录页面验证码无法加载，后台抛出异常，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sun.awt.FontConfiguration.getVersion

（FontConfiguration.java 1264） 

原因分析：有些操作系统（如中标麒麟）使用自带的 JDK，JDK 中缺少

FontConfig 组件，而验证码的 API 用到了 AWT 的东西，所以需要安装

FontConfig 组件。 

解决方法 ：1）如果使用的 docker 容器环境，需要在镜像中进行安装 yum 

install fontconfig，并执行 fc-ache –force 

2)直接更换一个完整的 JDK 

 

25.47. 使用 jsf 框架 MyFaces 导致

javax.faces.application.ViewExpiredException 

解决方法：在 apusic-web.xml 中 添加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aas-web-app PUBLIC 

"-//Apusic.com//DTD Apusic Application Server 10.1 Servlet 3.0//EN" 

"http://apusic.com/dtds/apusic-web-app_3_0-1.dtd"> <aas-web-app error-url=""> 

<class-loader delegate="false"/> <property name="useMyFaces" value="true"/> 

</aas-web-app> 

 

25.48. 应用程序与 AAS 存在类冲突 

解决方法：1）添加 apusic-web.xml 到 WEB_INF 中，将类加载模式设置成

<class-loader delegate="false"/> ，打破双亲类加载机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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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pusic.com/dtds/apusic-web-app_3_0-1.d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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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aas-web-app PUBLIC "-//Apusic.com//DTD Apusic Application 

Server 10.1 Servlet 3.0//EN" "http://apusic.com/dtds/apusic-web-app_3_0-1.dtd">  

<aas-web-app error-url="">  

  <class-loader delegate="false"/>  

</aas-web-app> 

2） 根据代码逻辑，delegate 为 false 时，对 java,javax 开头的内容是不生效

的，必须要添加参数 com.apusic.enterprise.overrideablejavaxpackages 再指定。

如： 

-

Dcom.apusic.enterprise.overrideablejavaxpackages=javax.validation,org.apache.tagli

bs.standard,javax.ws 

"javax",   "sun","org.xml.sax",  "org.w3c.dom",  

"org.apache.taglibs.standard",  "com.sun.faces",  "org.apache.commons.logging"   

这些 package 默认情况下，即使设置了 delegate 为 false,也不会优先从应用

加载，需要配置那个属性才行。 

25.49. 客户通过 cdn 访问静态资源时，静态资源不在应用包

里，getRealPath()方法返回 Null，导致异常解决方法 

原因：客户通过 cdn 访问静态资源时，静态资源不在应用包里，getRealPath()

方法返回 Null，导致异常，需要令这个方法不返回 null，后续才能读到 cdn 的

静态资源 

解决方法：增加参数 apusic.context.getRealPath.notAllowNull=true 控制

servletContext 的 getRealPath()方法不返回 Null 的问题，默认为 false 

错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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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条款： 

本文档仅用于为最终用户提供信息，其内容如有更改，如不另行通知。 

深圳市金蝶天燕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在编写本文档的时候已尽最大努力保

证其内容准确可靠，但深圳市金蝶天燕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不对本文档中的遗

漏、不准确、或错误导致的损失和损害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