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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元 PAS V6.5快速使用手册

简介

本文档主要讲解PAS V6.5安装后如何快速上手，进行应用部署，相关资源的配置修改，如何使用开发工具进行JAVA调试以及性能调优参数的

介绍。

PAS V6.5相关详细安装手册，操作指南及常见问题可以通过普元doc网站查看获取

http://doc.primeton.com

用户名密码可以通过对应销售获取

PAS V6.5文档库：地址

PAS V6.5常见问题解决方案：地址

环境准备

安装PAS V6.5版本，需要在安装服务器上安装JDK 1.8。

Linux类型服务器需要配置好服务器的 hostname ，配置机器hosts文件，建立机器名与IP地址的对应关系，例如：

在服务器 192.168.1.195 上使用 hostname 查看当前服务器名为： pas-195 ;

使用vi命令修改机器192.168.1.195的hosts文件，添加如下信息：

192.168.1.195 pas-195

PAS V6.5基本信息

PAS V6.5安装后默认限制最多部署3个应用，只能单节点使用不能添加其他服务器节点进行创建独立实例、集群操作，如需搭建多节点环境，

请找普元销售进行许可申请。

启动PAS服务：

windows：在PAS V6.5安装路径的pas6目录中执行命令：startServer.cmd
linux：在PAS V6.5安装路径的pas6目录中执行命令：startServer.sh

停止PAS服务

windows：在PAS V6.5安装路径的pas6目录中执行命令：stopServer.cmd
linux：在PAS V6.5安装路径的pas6目录中执行命令：stopServer.cmd

PAS V6.5默认端口号：

端口 说明

6888 PAS V6.5管理控制台默认端口

8080 PAS V6.5默认server的应用访问Http端口

8181 PAS V6.5默认server的应用访问Http SSL端口

PAS V6.5管理控制台访问地址：管理控制台默认监听服务器 6888 端口，使用 http://IP:6888 访问管理控制台，例如PAS V6.5安装的服务器IP
为： 192.168.100.10 ，则在浏览器中访问： http://192.168.100.10:6888 。

PAS V6.5管理员用户名，密码：

PAS V6.5 build1733/ PAS V6.5 SP1 build1789版本管理员用户名：admin，默认密码：manager
PAS V6.5 SP2 build1825版本管理员用户名：admin，默认密码：PAS6@admin

PAS V6.5日志路径：PAS V6.5安装路径 pas6/pas/domains/domain1/logs/server.log 。

PAS V6.5缓存目录：PAS V6.5安装路径 pas6/pas/domains/domain1/generated 。

PAS V6.5配置文件：PAS V6.5安装路径 pas6/pas/domains/domain1/config/domain.x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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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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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JDK
PAS V6.5使用1.8版本JDK，小版本号要求最低191，最高不要超过250。

请确认系统环境变量中JAVA_HOME配置的是JDK而不是JRE，jre不包含编译环境，会导致部署在PAS中的应用无法编译JSP文件，可以检查

${JAVA_HOME}/bin目录下是否有javac命令，没有的话需要下载JDK，进行环境配置。

OpenJDK下载

JDK主要与服务器CPU架构有关，Linux环境可以使用 lscpu 命令查看服务器CPU架构。下面是Linux环境OpenJDK下载链接：

X86架构OpenJDK（适用intel，AMD，兆芯，海光CPU）：下载

ARM（aarch64）架构OpenJDK（适用鲲鹏，飞腾CPU）：下载

mips64el架构OpenJDK：下载

loongarch64架构OpenJDK：下载

注意：如果使用的JDK小版本超过250，那么在使用HTTPS协议访问应用时，会有ssl实现冲突，可以参考普元doc库提供的解决方案。

操作系统配置JAVA_HOME

需要对系统配置JAVA_HOME变量并将jdk下的bin目录添加进系统PATH中。

针对linux系统，建议将JAVA_HOME，PATH配置在 /etc/bashrc 文件中，确保在非用户交互模式下也能获取到相关环境变量。

PAS中配置指定使用的JDK

如果客户不允许改机器环境配置中的JAVA_HOME，可以通过设置PAS的配置文件方式指定PAS使用的jdk

例如：将openjdk拷贝到服务器上，解压到/opt/jdk_linux_64-1.8.0_242目录

修改PAS安装路径下的pas/config/asenv.conf文件，增加：

 AS_JAVA=/opt/jdk_linux_64-1.8.0_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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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源

PAS V6.5支持用户添加第三方数据源连接池。本章节将以添加达梦数据库数据源连接池为示例，讲解如何通过管理控制台添加第三方数据源连

接池。如需添加神通，人大金仓等其他数据库资源，操作步骤与本示例相同。

准备驱动

因受数据库厂商许可关系，产品不能直接携带数据库驱动jar，同时不同的数据库产品版本，驱动会有差异，请根据用户使用的数据库产品，获

取对应的驱动资源放入PAS中。

准备好对应数据库的JDBC驱动，例如： DmJdbcDriver18.jar ，将其放入PAS V6.5安装目录 /pas6/pas/domains/domain1/lib 目录中；

重启Primeton AppServer；

添加数据源

进入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的[资源/JDBC/JDBC连接池]页面，点击<新建>按钮，新建数据源；

在新建JDBC连接池页面，填写池名称： testA （根据用户需要填写），资源类型选择： java.sql.Driver ，数据库驱动程序供应商填

写： dameng （根据数据库厂商填写），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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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 JDBC 连接池第二步页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常规设置中驱动程序类名称为： dm.jdbc.driver.DmDriver ，如此处没有自动带入，需

要用户手工填写；

在其他属性页面中填写数据库的用户名、密码、URL，填写完毕后，点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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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源连接池

添加JDBC连接池后，在[资源/JDBC/JDBC连接池]页面可以看到新建的连接池，点击该连接池名称连接；

在“编辑 JDBC 连接池”页面，点击< Ping>按钮，显示“Ping 成功”，则连接池添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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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JDBC资源

进入Primeton AppServer管理控制台下的[资源/JDBC/JDBC资源]页面，点击<新建>按钮，新建JDBC资源；

在“新建JDBC 资源”页面，根据需求填写JNDI 名称，例如： jdbc/test ，池名称选择刚才新建的JDBC连接池，点击<确定>按钮，新建

JDBC资源

添加成功后，部署应用就可以通过JNDI名称 jdbc/test 获取对应数据源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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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不希望使用明文密码方式配置数据库连接

数据库JDBC连接池配置中，数据库密码为明文，不安全，需要使用加密方式配置数据库连接。此时通过口令别名方式配置数据库连接密码。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管理控制台。

添加数据库用户名密码口令别名：

在[域]菜单的[口令别名]Tab页中，点击<新建>按钮，新建口令别名：

填写“别名”，“口令”，“确认口令”填写数据库用户的密码，点击<确定>按钮保存。

新建数据库JDBC连接池，在 JDBC 连接池属性表中，填写用户名密码，密码引用配置好的口令别名，格式为：${ALIAS=口令别名名称}，
此处填写：“${ALIAS=dm}”：

配置JDBC资源目标

默认单实例时，配置的JDBC资源作用目标为 server ，如果用户增加了独立实例，在独立实例中也要使用改JDBC资源，需要配置资源目标。

注意： 如新建独立实例前，没有将数据库驱动jar放入PAS V6.5安装目录/pas6/pas/domains/domain1/lib/ext目录中，需要手工将驱动jar文件放

到独立实例节点目录中。例如：独立实例 ins2 ，创建在节点 node15 上，该节点PAS安装路径是: /opt/primeton/pas ，使用默认的节点路径，那

么就将数据库驱动jar拷贝放入到 /opt/primeton/pas/pas6/pas/nodes/node15/ins2/lib/ext 下。

新建JDBC资源时配置目标

在“新建JDBC 资源”页面，根据需求填写JNDI 名称，选择JDBC连接池，根据需要在目标中选择实例，点击<确定>按钮，新建JDBC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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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JDBC资源目标

在JDBC资源页面，点击要配置作用目标的JDBC资源，进入编辑页面。

在编辑 JDBC 资源的“目标”Tab页，点击<管理目标...>按钮。

在管理资源目标页面，配置修改JDBC资源目标，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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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节点服务器

PAS V6.5可以添加远程节点服务器，在上面创建独立实例或者集群实例。请确保已经做好如下事项：

1. 服务器之间网络通信正常，服务器上JDK，环境变量配置正确；

2. 两个服务器上都安装好了PAS V6.5，PAS V6.5建议安装路径相同；

3. 已经更新PAS许可，可以创建多节点服务器；

环境示例说明

服务器 PAS V6.5安装路径 服务器hostname 备注

192.168.100.10 /opt/primeton/pas pas-10 PAS管理平台，主控节点

192.168.100.15 /opt/primeton/pas pas-15 PAS独立实例服务器

服务器环境配置

添加远程节点，建议首先在服务器上配置好机器名，在 /etc/hosts 文件中添加对应服务器名的域名解析。

配置服务器hostname：

在服务器192.168.100.10上执行如下命令

hostnamectl set-hostname pas-10

在服务器192.168.100.15上执行如下命令

hostnamectl set-hostname pas-15

配置服务器hosts文件

在服务器192.168.100.10和服务器192.168.100.15上通过vi命令修改 /etc/hosts 文件，增加配置：

192.168.100.10 pas-10
192.168.100.15 pas-15

保存后退出，可以使用ping命令对hostname测试是否配置正确，例如：

ping pas-10
PING pas-10 (192.168.100.10)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pas-196 (192.168.100.10): icmp_seq=1 ttl=64 time=0.096 ms
64 bytes from pas-196 (192.168.100.10): icmp_seq=2 ttl=64 time=0.053 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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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pas-15
PING pas-15 (192.168.100.15)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pas-196 (192.168.100.15): icmp_seq=1 ttl=64 time=0.197 ms
64 bytes from pas-196 (192.168.100.15): icmp_seq=2 ttl=64 time=0.116 ms
……

添加节点

登录192.168.100.10服务器，进入/opt/primeton/pas6，启动PAS 服务。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管理控制台 http://192.168.100.10:6888 

连接远程服务器创建节点，需要使用ssh方式，首先需要配置服务器192.168.100.15的登录口令，从安全角度，服务器ssh口令使用口令别

名方式配置：

在[域]菜单的[口令别名]Tab页中，点击<新建>按钮，新建口令别名：

填写“别名”，“口令”，“确认口令”填写服务器ssh访问密码，点击<确定>按钮保存。

新建管理节点

在[节点]菜单页中，点击<新建>按钮，新建节点：

填写“名称”，“节点主机”填写管理节点的ip地址，“SSH用户名”填写连接远程服务器的用户名，“SSH用户验证”选择口令别名方式，口令

别名选择SSH用户对应的别名，点击<确定>按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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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节点]菜单页，可以点击\按钮，测试连接。

新建节点，页面主要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名称 添加节点的名称，全局唯一

节点目录 添加节点后，如创建独立实例，集群实例，实例默认生成存放的路径，默认为安装目录下的pas/nodes目录。

安装目录
如添加服务器上PAS产品安装路径与当前管理服务器PAS安装路径相同，可以不用填写

如安装路径不同，需要填写对应服务器上PAS产品的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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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安装
如远程服务器没有安装PAS产品，可以勾选自动安装，PAS会在远程服务器上根据安装目录配置，推送PAS产品过去。

受限于网络等因素，建议手工在远程服务器上安装好后再新建管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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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实例服务器

实例分为集群实例和独立实例。每个服务器上可以创建多个实例，每个实例是单独的Java进程，不同实例彼此之间不会互相影响，应用可以根

据规划部署在不同实例中。实例可以在本地节点上直接创建，也可以在远程节点上创建（参考添加节点服务器章节）。

建议：

建议用户将业务应用部署在独立实例中，默认server仅作为管理配置平台使用，这样会尽量减少业务应用与管理平台的冲突，性能也会有所提

高。

添加集群实例

添加集群实例，请参靠《Primeton AppServer_V6.5集群与负载均衡环境搭建》手册文档。

添加独立实例

本章节讲解如何在本地节点和远程节点创建独立实例，在PAS管理控制台中已经添加了远程节点： node15 。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管理控制台。

进入[独立实例]菜单页，点击<新建...>按钮，新建独立实例

在新建独立实例页面，首先在管理服务器新建实例，填写实例名称，节点选择“localhost-domain1”。点击<确定>按钮

创建好后再次创建节点服务器的独立实例，填写实例名称，节点选择添加的远程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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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实例添加完毕后，可以在页面对实例进行启动、停止等操作。

常见问题

如远程实例创建失败，或者无法启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式进行排查：

管理节点配置问题

在远程节点的 das.properties 文件，查看管理服务器ip地址是否能够联通，例如：

节点 node15 对应服务器 192.168.100.15 上PAS V6.5安装在 /opt/primeton/pas6 下，那么可以查

看 /opt/primeton/pas6/pas/nodes/node15/agent/config/das.properties 文件

agent.das.protocol=http
agent.das.port=6888
agent.das.host=pas-10
agent.das.isSecure=false

主要查看 agent.das.host 配置项，该项指定PAS V6.5管理节点的IP地址，如果该配置无法使用ping命令ping通，则需要更改为PAS V6.5管理节

点的IP或域名；

JDK配置问题

Linux系统，如果环境变量是用户级，那么在非用户交互模式ssh远程连接时，无法获取用户的环境变量中 JAVA_HOME ，需要在远程节点通过修改

PAS安装路径下的 pas/config/asenv.conf 文件，指定 AS_JAVA 对应的JDK路径方式来配置J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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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JVM参数

如果需要给服务器配置 -D 参数，例如调整JVM内存大小，可以在配置中进行参数配置。PAS V6.5的配置分为集群，独立实例，根据需要选择

目标进行配置。

默认服务进行进行JVM参数配置

使用管理员登陆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配置/server-config/JVM设置]，在“JVM选项”Tab页中进行参数配置。

独立实例进行JVM参数配置

如独立实例名为 ins1 ，使用管理员登陆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配置/ins1-config/JVM设置]菜单项，在“JVM选项”Tab页中进行参

数配置。

集群进行JVM参数配置

如集群名为 cluster ，使用管理员登陆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配置/cluster-config/JVM设置]菜单项，在“JVM选项”Tab页中进行参

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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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访问端口

PAS V6.5默认安装后，server的应用访问端口为两个，HTTP端口号： 8080 ，HTTPS端口号： 8181 。新建集群，独立实例，HTTP端口号初始

值： 28080 ，HTTPS端口号初始值： 28181 ，实际值根据独立实例与集群实例数自动递增。

修改默认服务访问端口号

使用管理员登陆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配置/server-config/HTTP 服务/HTTP 监听程序]菜单项，进入HTTP 监听程序页面。

修改管理控制台访问端口号，点击“HTTP 监听程序页面”HTTP Listeners列表下 admin-listener 项，进入编辑 HTTP 监听程序页面，修改端

口值，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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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HTTP端口号，点击“HTTP 监听程序页面”HTTP Listeners列表下 http-listener-1 项，进入编辑 HTTP 监听程序页面，修改端口值，点

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

修改HTTPS端口号，点击“HTTP 监听程序页面”HTTP Listeners列表下 http-listener-2 项，进入编辑 HTTP 监听程序页面，修改端口值，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

修改独立实例应用访问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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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独立实例名为 ins1 ，使用管理员登陆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配置/ins1-config/HTTP 服务/HTTP 监听程序]菜单项，，进入

HTTP 监听程序页面。

修改HTTP端口号，HTTPS端口号方式与默认server中修改方式一致。

修改集群应用访问端口号

如集群名为 cluster ，使用管理员登陆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配置/cluster-config/HTTP 服务/HTTP 监听程序]菜单项，，进入

HTTP 监听程序页面。

修改HTTP端口号，HTTPS端口号方式与默认server中修改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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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应用

PAS V6.5支持多种应用部署方式，包括文件方式部署，目录方式部署，自动发布部署。本章节将通过示例方式讲解如何在PAS V6.5上部署业务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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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资源部署

针对前后端分离的纯静态页面，有两种部署方式：

改造成标准war

将纯静态页面按照标准JavaEE 应用方式进行配置，增加 web.xml 文件，打包成war，通过war方式进行发布部署，具体操作可以参考标准

war/ear应用部署

直接发布

将静态页面直接拷贝放入到PAS V6.5的 docroot 目录中，启动PAS服务，即可通过默认端口进行访问，例如PAS6.5安装环境如下：

实例名称 服务器 PAS V6.5安装路径 节点路径

默认实例server 192.168.100.10 /opt/primeton/pas

独立实例ins2 192.168.100.15 /opt/primeton/pas/pas6/pas/nodes/node15

集群cluser的集群实例C01 192.168.100.10 /opt/primeton/pas/pas6/pas/nodes/localhost-domain1

集群cluser的集群实例C02 192.168.100.15 /opt/primeton/pas/pas6/pas/nodes/node15

默认server实例：静态页面拷贝放入到服务器192.168.100.10的 /opt/primeton/pas/pas6/pas/domains/domain1/docroot 目录中，启动服务后，根

据server配置的HTTP端口，HTTPS端口进行访问；

独立实例：静态页面拷贝放入到服务器192.168.100.15的 /opt/primeton/pas/pas6/pas/nodes/node15/ins2/docroot 目录中，启动实例后，根据独

立实例配置的HTTP端口，HTTPS端口进行访问；

集群：静态页面分别直接拷贝放入到每个集群实例节点的 docroot 中，启动集群后，根据集群配置的HTTP端口，HTTPS端口进行访问：

集群实例C01：静态页面拷贝放入到服务器192.168.100.10的 /opt/primeton/pas/pas6/pas/nodes/localhost-domain1/C01/docroot 目录中。

集群实例C02：静态页面拷贝放入到服务器192.168.100.15的 /opt/primeton/pas/pas6/pas/nodes/node15/C02/docroot 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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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boot资源部署

针对Springboot开发的后端服务，需要将Springboot jar改造为标准的JavaEE应用后方能在PAS V6.5上部署使用。

准备数据库驱动资源

将数据库驱动放到PAS V6.5 中。例如：应用使用的数据库为MySql，则将 mysql-connector-java-5.1.40.jar 手工放

在 pas6/pas/domains/domain1/lib/ext 目录中，然后重启服务器，加载驱动资源。

配置数据源

如果需要部署的应用自己管理数据库连接等信息，则跳过此步骤。如果需要部署的应用需要使用PAS中的JDBC资源，参考配置数据源进行

JDBC资源配置发布。

应用改造

1. 修改Springboot启动类

@SpringBootApplication
public class SpringbootApplication extends SpringBootServletInitializer {
  @Override
  protected SpringApplicationBuilder configure(SpringApplicationBuilder builder) {
      return builder.sources(SpringbootApplication.clas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pringApplication.run(SpringbootApplication.class, args);
  }
}

1. 修改pom文件

(1).将pom.xml文件首部的jar改成war

<groupId>com.ysl</groupId>
   <artifactId>springboot</artifactId>
   <version>0.0.1-SNAPSHOT</version>
   <name>springboot</name>
   <!--<packaging>jar</packaging> -->
   <packaging>war</packaging>

(2).pom.xml中设置war包名称

<build>
   <finalName>default</finalName>
</build>

(3).pom.xml中spring-boot-starter-web依赖中移除tomcat模块

<dependency>
    <groupId>org.springframework.boot</groupId>
    <artifactId>spring-boot-starter-web</artifactId>
    <exclusions>
        <exclusion>
            <groupId>org.springframework.boot</groupId>
            <artifactId>spring-boot-starter-tomcat</artifactId>
        </exclusion>
    </exclusions>
</dependency>

(4).pom.xml中添加如下依赖。否则打包时会报javax.servlet.ServletException

<dependency>
    <groupId>org.springframework.boot</groupId>
    <artifactId>spring-boot-starter-tomcat</artifactId>
    <scope>provided</scope>
</dep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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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web.xml, 打包完成之后，在war包的WEB-INF目录下添加web.xml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web-app
    metadata-complete="true" 
    version="3.0" xmlns="http://java.sun.com/xml/ns/javaee"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java.sun.com/xml/ns/javaee http://java.sun.com/xml/ns/javaee/web-app_3_0.xsd">
    <context-param>
        <param-name>webAppRootKey</param-name>
        <param-value>SpringBootWeb</param-value>
    </context-param>
</web-app>

1. 添加appserver-web.xml修改classloader加载顺序

为了解决classloader加载顺序的问题，需要在war包中的WEB-INF目录下增加 appserver-web.xml 文件

当发生依赖冲突时，如果希望优先加载war中的依赖，可以使用此方法解决依赖冲突。context-root标签内容需要修改为应用访问的上下文

根，以default应用为例，appserver-web.xml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appserver-web-app PUBLIC "-//Primeton.com//DTD Primeton AppServer 3.1 Servlet 3.0//EN" "http://primeton.com/dtds/appserver-web-app_3_0-1.
dtd">
<appserver-web-app>
  <parameter-encoding default-charset="UTF-8"/>
  <context-root>default</context-root>
  <session-config>
    <session-manager/>
  </session-config>
  <class-loader delegate="false"/>
  <jsp-config/>
</appserver-web-app>

部署应用

登录PAS V6.5 管理控制台，点击应用部署菜单，选择需要上传进行部署的war，填写对应的上下文根(通常与应用名一致)，如： default ，不勾

选CDI隐式发现选项，点击<点击>确定进行部署。

常见问题解答

Q: 应用启动报错无法从数据库获取连接

A: 检查应用的配置文件，检查数据库配置是否正确，重新配置之后，登录PAS V6.5 管理控制台，在应用程序页面重新加载对应的应用

Q: 应用启动后无法注册到注册中心nacos或者eureka
A1: 检查应用的配置文件 application.yml ，检查注册中心nacos或者eureka的地址是否配置正确，网络是否连通，重新配置之后，登录PAS
V6.5 管理控制台，在应用程序页面重新加载对应的应用。

A2: 如果配置无误，但是仍然无法将自身注册到注册中心，需要增加一个配置类，实现ApplicationReadyEvent接口，在实现方法里获取事件状

态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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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war/ear应用部署

上传文件方式部署应用

用户通过IDE开发好符合JavaEE规范的业务应用，编译打包，生成标准的WAR/EAR，需要将应用发布到PAS中。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文件

上传部署：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应用程序]菜单，进入“应用程序”页面，点击<部署...>按钮。

在“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点击<浏览...>按钮选择要部署的WAR/EAR文件；WAR应用，类型中选择： Web应用程序 ，EAR应用，类型

中选择 企业应用程序 ；根据部署规划填写上下文根；应用程序名称全局唯一，不能重名。

备注：

应用上下文根默认为空，应用部署成功后，可以通过ip:端口直接访问应用资源。例如：sample应用部署时配置上下文根为空或者“/”，应用

部署成功后可以通过http://127.0.0.0:8080/index.jsp 访问业务应用根目录下的index.jsp；

一般在实例中部署多个应用，需要通过不同的上下文根来访问不同的业务应用，防止路径冲突，例如：hello应用部署时配置的上下文根

为“hello”，应用部署成功后可以通过http://127.0.0.0:8080/hello/index.jsp 访问业务应用根目录下的index.jsp；

如PAS V6.5中创建了独立实例或者集群，可以选择应用发布的目标，PAS V6.5根据所选的目标将应用发布到对应的实例或集群中，PAS
V6.5支持一次性向多个目标进行应用部署：

28

http://127.0.0.0:8080/index.jsp
http://127.0.0.0:8080/hello/index.jsp


点击<确定>按钮，部署应用，部署成功后返回“应用程序”页面。

点击“应用程序”页面应用后"访问"连接，可以看到web应用的访问url，每个应用默认有两个url，一个http访问url和一个https访问url。url中默

认按照域名地址显示，如果服务器没有配置域名解析，则需要手工将域名替换为实际IP地址进行访问。

选择服务器目录文件方式部署应用

应用文件或者应用目录已经放到服务器中，PAS V6.5支持选择对应的目录路径，进行资源部署：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PAS V6.5管理控制台，进入在“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选择服务器本地的打包文件或目录，填写要发布应用的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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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应用部署目标，注意，如果目标包含其他服务器节点的独立实例，集群实例，需要确保每个实例所在服务器上，配置的应用打包文

件，目录存在并且路径一致，否则PAS将会找不到对应文件而部署失败。

点击<确定>按钮，部署应用。

server实例拷贝文件方式自动部署应用

针对PAS V6.5默认的server实例，可以通过拷贝文件到自动部署目录 autodeploy 中，自动部署应用。例如：PAS V6.5安装

在 /opt/primeton/pas 目录下，则自动部署目录为： /opt/primeton/pas/pas6/pas/domains/domain1/autodeploy 。

将应用文件“demo.war”放入到 /opt/primeton/pas/pas6/pas/domains/domain1/autodeploy 目录中，PAS V6.5会自动检测发布应用，发布成功后

在 autodeploy 目录中会生成 demo.war_deployed 文件，也可以在PAS V6.5管理控制台中的“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查看应用状态。

自动部署成功后，如需要卸载应用，也可以在 /opt/primeton/pas/pas6/pas/domains/domain1/autodeploy 目录中删除对应应用文件“demo.war”，
删除后，PAS V6.5会自动执行卸载应用操作，卸载成功，在在 autodeploy 目录中会生成 demo.war_undeployed 文件。

重新部署应用

重新部署应用有两个方式：

在“应用程序”页面，点击对应用后“重新部署”连接，进入部署界面，重新部署应用；

在“应用程序”页面，点击<部署...>按钮，进入“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勾选“强制重新部署”勾选框，进行应用重新部署；

其他

优先加载应用资源

如果应用中携带的Jar资源与PAS V6.5平台中的Jar资源冲突，可以配置Jar加载顺序，优先加载使用应用中的资源（如应用携带了低版本jdk的
jar，或者JaveEE老版本规范的jar，则需要用户进行应用改造，不能通过这个方式配置规避）。

在应用的WEB-INF目录下增加 appserver-web.xml 文件 。文件中需要配置修改context-root标签内容，配置为应用访问的上下文根，以default应用

为例，期望配置该应用的上下文根为：“default”，appserver-web.xml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appserver-web-app PUBLIC "-//Primeton.com//DTD Primeton AppServer 3.1 Servlet 3.0//EN" "http://primeton.com/dtds/appserver-web-app_3_0-1.
dtd">
<appserver-web-app>
  <parameter-encoding default-charset="UTF-8"/>
  <context-root>default</context-root>
  <session-config>
    <session-manager/>
  </session-config>
  <class-loader delegate="false"/>
  <jsp-config/>
</appserver-web-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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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修改应用部署目标

应用部署后，新增加了新的实例，期望将应用也发布到新的实例中，这时可以通过配置应用目标的方式，将应用发布到其他实例中。

注意：

应用部署后，修改应用部署目标，要求应用必须是上传文件方式部署，否则将可能修改失败，应用无法发布到其他远程节点实例中。

例如：PAS V6.5中部署了应用 hello.war ，后续增加了远程节点服务器 node15 ，在该节点上创建了独立实例： ins2 ，此时可以按照如下步骤操

作：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应用程序]菜单，进入“应用程序”页面，点击“hello”应用的状态目标链接。

在“应用程序目标”页面中，点击<管理目标...>按钮，进入“管理目标”页面。

在“管理目标”页面，选择可用目标，点击<添加 > >按钮，将 ins2 添加到所选目标中，点击<保存>按钮，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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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配置成功，应用部署在server和ins2上。

应用多版本管理

在业务开发过程中，业务应用随着迭代，会有多个版本，如果在使用过程中，高版本使用存在问题，需要切换回旧版本，就需要应用服务器有

应用版本管理能力，可以进行多版本应用部署，支持版本切换，使用指定的应用版本对外提供服务。接下来以部署hello应用为例，讲解如何部

署1.0版本和1.1版本应用，并进行应用版本切换。

部署多版本应用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PAS V6.5管理控制台，进入在“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应用程序版本需要配置应用程序名称，格式

为： ${AppName}:${Version} ，例如部署1.0版本的hello应用，则应用程序名称填写： hello:1.0 。点击<确定>按钮部署应用。

修改hello应用，再次进入“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此时定义部署的版本为1.1，应用程序名称填写： hello:1.1 ，上下文根与1.0版本应

用保持一致。点击<确定>按钮部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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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应用程序”页面，可以看到1.0和1.1版本的hello应用，目前使用的是1.1版本。

单实例模式下切换应用版本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PAS V6.5管理控制台，进入在“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选择要切换的应用版本，点击<启用>按钮；

应用切换成功，选择的版本开始对外提供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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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多个独立实例，集群时切换应用版本

PAS V6.5中创建了集群，实例，需要在应用中进行版本切换：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PAS V6.5管理控制台，进入在“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点击当前使用的应用版本后的状态链接：

在“应用程序目标”页面中，选择目标，操作选择：“禁用”，停止该版本对外提供服务：

在“部署应用程序或模块”页面，点击要切换的应用版本后的状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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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程序目标”页面中，选择目标，操作选择：“启用”，启动该版本对外提供服务：

部署异常信息查看

应用部署遇到异常，部署失败，需要查看详细日志信息，可以按照如下方式查看log文件：

server上应用部署失败：

查看PAS V6.5安装路径下： pas6/pas/domains/domain1/logs/server.log 文件。

PAS V6.5本机节点上实例部署应用失败：

查看PAS V6.5安装路径下： pas6/pas/nodes/localhost-domain1/${实例名称}/logs/server.log 文件。

PAS V6.5远程服务器节点上实例部署应用失败：

查看PAS V6.5远程实例节点路径： pas6/pas/nodes/${节点名称}/${实例名称}/logs/server.lo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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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冲突扫描

PAS V6.5产品提供了类冲突扫描工具，可以帮助用户排查业务应用与PAS平台间的资源是否冲突，显示冲突的资源信息。工具存放在PAS V6.5
安装路径下的pas6/ext目录中。本文档通过示例方式进行工具使用讲解，例如：

PAS V6.5安装路径： /opt/primeton/pas 

业务应用已经放到PAS所在的服务器上，以目录方式存放在 /opt/app/demo 目录中。

用户可以使用如下命令对业务应用与PAS携带的jar，class资源进行检查，查看是否有冲突。命令如下：

java -DoutFormat=${formatType} -cp class-tool.jar JarScanner [path1] [path2] ...

输出报告格式默认为xml，支持输出json, yaml, xml格式报告。

示例1：查看demo与PAS的资源是否存在冲突，输入xml格式报告：

cd /opt/primeton/pas/pas6/ext
java -cp class-tool.jar JarScanner /opt/app/demo /opt/primeton/pas

示例2：查看用户目录下lib文件夹中的jar资源、demo应用和PAS的资源是否存在冲突，输出json格式报告：

cd /opt/primeton/pas/pas6/ext
java -DoutFormat=json -cp class-tool.jar JarScanner ~/lib/*.jar /opt/app/demo /opt/primeton/pas

类冲突扫描工具其他参数，可以查看PAS V6.5安装路径下的pas6/ext目录中“class-tool.md”文档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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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具调试

业务应用部署到PAS V6.5上，在使用过程中，业务应用出现异常，需要调试应用代码，进行问题排除，此时需要PAS V6.5打开调试模式，开放

调试端口，使用开发工具连接到运行环境，针对业务代码进行跟踪调试，排查问题。

PAS V6.5开启调试模式

默认server开启调试模式

方式一：启动服务时开启调试

PAS V6.5启动时可以在启动命令后增加 --debug 参数，以调试模式启动，默认调试端口： 9009 ，例如：

./startServer.sh --debug

启动后，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PAS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菜单[server(管理服务器)]菜单项，在“一般信息”页面中可以看到已经启用调试，端

口为：9009。

方式二：管理控制台配置调试

使用管理员登录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菜单[配置/server-config/JVM设置]菜单项，在“JVM 常规设置”页面中，可以在 调试选项 选

项中修改监听端口号，勾选 调试 后复选框，点击<保存>保存配置。

37



保存后，需要重启PAS V6.5服务，开启调试模式。

独立实例开启调试模式

使用管理员登录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菜单[配置/${实例名称}-config/JVM设置]菜单项（例如：[配置/ins1-config/JVM设置]），

在“JVM 常规设置”页面中，根据需要调整 调试选项 选项中修改监听端口号，勾选 调试 后复选框，点击<保存>保存配置。

保存后，在“独立服务器实例”页面中，重启对应独立实例，使用调试模式启动独立实例。

集群开启调试模式

使用管理员登录PAS V6.5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菜单[配置/${集群名称}-config/JVM设置]菜单项（例如：[配置/cluster1-config/JVM设

置]），在“JVM 常规设置”页面中，可以在 调试选项 选项中修改监听端口号，勾选 调试 后复选框，点击<保存>保存配置。

保存后，在“集群”页面中，重启对应集群，使用调试模式启动集群。

开发工具连接调试

以Eclipse开发工具连接远程PAS服务器进行调试举例：

PAS V6.5上的独立实例中部署了业务应用，独立实例开启了调试模式，调试端口为29009（服务器上已经关闭防火墙或防火墙已经开放29009
调试端口）。

打开Eclipse，点击[运行/调试配置...]菜单项，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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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配置中，“远程Java应用程序”里新建一个远程调试配置，选择对应Java工程项目，配置远程调试的主机信息，调试端口，点击<调试

>按钮。

开发工具连接远程调试成功后，通过发送请求，进入要调试的断点功能，即可进行Java代码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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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优化参数介绍及示例

PAS V6.5上使用业务应用，根据业务场景不同，功能偏向后台逻辑处理、数据库交互，磁盘读写等方面的差异，所有的性能调优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性能测试，排查性能瓶颈，本文档主要介绍PAS V6.5本身涉及优化的配置项，在具体测试时可以根据场景进行调整.

本文档以对远程服务器独立实例ins1进行优化举例，所有优化项建议经过性能测试验证，寻找最优配置。

PAS平台优化

JVM参数

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的[配置/ins1-config/JVM设置]页面的“JVM选项”Tab页中，可以配置实例的JVM参数，优化项包括：

修改已有参数 -Xmx512m  ，根据服务器内存配置，建议配置为系统内存的1/4，如部署应用多请适当增加JVM内存；

增加参数 -Xms512m ，性能测试时建议与 -Xmx 参数配置大小相同；

增加参数 -XX:MetaspaceSize=512m ；

增加参数 -XX:+UseStringDeduplication ；

增加参数 -XX:MaxMetaspaceSize=2g ；

调整 HTTP网络配置

调整 HTTP 协议配置

进入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的[配置/ins1-config/网络配置/网络监听程序]页面， http-listener-1 是实例业务应用默认的http协议配置， http-

listener-2 是实例业务应用默认的https协议配置，可以修改对应配置项的最大连接数和超时时间。

最大连接数：性能测试时配置可以配置为压测并发数；

超时时间：适当加大，可以通过测试验证最优配置；

调整 HTTP 协议缓存

进入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的[配置/ins1-config/网络配置/网络监听程序]页面，根据业务访问协议修改 http-listener-1 或 http-listener-2 配置：

文件高速缓存页中修改状态为 已启用 ；

最长存活时间根据需要调整，如业务应用访问页面数据较多，可以加大配置的值。

调整 TCP 设置

进入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的[配置/ins1-config/网络配置/传输]页面，点击tcp链接，进入"编辑传输"页面，可以优化的配置项包括：

接受方线程：PAS利用多核心进行I/O运算，为了获取好的性能表现，这里配置与当前服务器CPU核数相同(可以使用 lscpu 命令查看cpu核
数，一台服务器上有多个PAS 实例，需要根据每个实例负载情况进行分配）

TCP 无延迟：性能测试时取消勾选，这样请求到达就会处理。

调整线程池设置

进入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的[配置/ins1-config/线程池]页面，修改 http-thread-pool ：

最大线程池大小：适量加大，通过性能测试验证优化值（建议最大连接数不要超过应用使用数据库连接池的最大连接数）。

最小线程池大小：适量加大，通过性能测试验证优化值。

关闭审计功能

进入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的[配置/ins1-config/安全性]页面：

关闭安全管理器与审计日志记录，可以减小消耗

调整平台日志级别

进入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的[配置/ins1-config/日志记录程序设置]页面，在“日志级别”Tab页中配置提高日志级别，减少日志输入可以优化服务

器性能，例如将所有“日志记录程序”配置为 SEVERE 或关闭 O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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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监视级别

关闭监控服务可以改善服务器性能，进入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的[配置/ins1-config/监控]页面，配置不启用监控服务；不监控MBean；将所有

模块的监控级别改为 关闭 。

JDBC连接池调优

进入PAS V6.5管理控制台下应用使用的JDBC连接池，针对连接池的池大小，空闲时间等参数进行调整，寻找最优配置。

其他调优

服务器调优

此处配置修改Linux系统的一些优化项，可以在优化时参考。

修改系统文件最大数

修改  /etc/security/limits.conf  文件，加大配置项，可以在文件末尾增加如下配置：

*         hard    nofile      500000
*         soft    nofile      500000
root      hard    nofile      500000
root      soft    nofile      500000

修改系统，网络参数

修改 /etc/sysctl.conf 文件，在文件末尾增加配置，内容如下：

fs.file-max=500000
net.core.somaxconn=16384
net.ipv4.tcp_max_syn_backlog=32768
net.ipv4.tcp_rmem=873200 1746400 3492800
net.ipv4.tcp_wmem=873200 1746400 3492800
net.ipv4.ip_local_port_range=1024 65535
#net.ipv4.tcp_slow_start_after_idle=0
net.ipv4.tcp_sack = 1
net.ipv4.tcp_timestamps = 1
net.ipv4.tcp_window_scaling = 1
net.ipv4.tcp_keepalive_time = 7200
net.ipv4.tcp_keepalive_intvl = 75
net.ipv4.tcp_fin_timeout = 30
net.ipv4.tcp_tw_reuse = 1
net.ipv4.tcp_tw_recycle = 1
net.core.rmem_max = 16777216
net.core.wmem_max = 16777216

配置修改完毕后，执行 sysctl -p 命令使配置生效。

数据库调优

不同数据库有不同的调优配置，同时不同的使用方式也会影响数据库性能，例如：

数据库允许的最大连接数

数据库索引

数据库是否是集群模式

是否采用读写分离方式

……

场景示例

服务器信息：

CPU：飞腾-20000，16核
内存：64G
硬盘：256G SSD
千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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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测场景：

500用户并发访问业务应用，请求返回100k数据。PAS V6.5中配置调优如下

JVM配置：

-Xmx16384m
-Xms16384m
-XX:+UseG1GC
-XX:+UseStringDeduplication
-XX:MaxMetaspaceSize=2g

网络配置

HTTP 协议设置，修改http-listener-1配置，'HTTP"Tab页中

最大连接数为500；
超时60秒

http-listener-1的“文件高速缓存”Tab页中

状态为已启用；

最长存活时间3600秒；

TCP 设置

缓冲区大小：8192字节；

接受方线程：16；
选择器轮询超时：1000毫秒；

线程池，修改 http-thread-pool 配置

最大线程池大小：350；
最小线程池大小：50；

安全性配置修改

关闭安全管理器；

关闭审计日志记录；

平台日志级别调整，修改日志级别

日志级别都修改为 OFF ；

监视级别

不启用监控服务；

不监控MBean；
将组件级别都修改为 O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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