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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如何构建 ASP.NET 应用程序并使其按照自己的要求工作是一回事，而如何使应用
程序良好运行则是另外一回事。构建 Web 应用程序时，必须确保在应用程序的构建过程中
所做的选择可以提升应用程序的整体性能。
当 Web 应用程序需要更多的用户负载时，可以有多种选择来处理负载增长：可以修改
应用程序代码，或者更换实际硬件。
本章内容很多，但所讨论的内容都会对 ASP.NET 应用程序的整体性能产生直接影响。
本章首先讨论了如何处理状态管理和缓存。然后论述关于硬件的考虑因素以及如何配
置服务器。最后介绍了如何监视应用程序的性能，因为这有助于确定哪些地方是错误的，
或者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2.1

了解 ASP.NET 如何处理页面请求

在开始对应用程序中的某些项进行修改以提升性能之前，首先需要重点了解 ASP.NET
如何处理页面请求。当 ASP.NET 页面(.aspx)被引用时(例如终端用户通过浏览器打开一个
ASP.NET 页面)，ASP.NET 将对这些页面进行编译。
在浏览器中首次引用 ASP.NET 页面时，请求被发送到 ASP.NET 语法分析程序中，并
以页面所使用的语言来创建类文件。而该发送过程主要是根据文件扩展名(.aspx)进行的，
因为 ASP.NET 知道该文件扩展名类型表明了其操作和处理过程。创建类文件后，将其编译
为一个动态链接库(DLL)，然后将此 DLL 保存到 Web 服务器的磁盘中。此时，DLL 被实
例化并进行处理，最后为 ASP.NET 页面的初次请求生成一个输出。图 2-1 显示了该过程的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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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 如何处理初始请求

在接下来的请求中将发生不同的事情。对于第二次及其后续的请求，将不会再经历上
述整个处理过程。相反，请求只引发对已创建 DLL 的实例化，然后向请求者发送一个响应。
图 2-2 显示了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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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 如何处理后续请求

基于上述处理机制，如果改变了.aspx 代码隐藏页面，就必须重新编译应用程序。但如
果网站很大，同时又不希望终端用户经历太长时间的延迟(.aspx 页面编译后首次被引用时
会产生延迟)，会很痛苦。因此，很多的开发人员都创建了自己的工具，以便可以在应用程
序中自动地找到每个页面，这样终端用户在浏览时就不会感受到页面第一次被找到时所造
成的延迟。
ASP.NET 提供了多种通过单一命令(可以通过一个命令行发出)预编译整个应用程序的
方法。其中一种编译类型称为就地预编译(in-place precompilation)。
要预编译整个 ASP.NET 应用程序，必须使用 ASP.NET 所带的 aspnet_compiler.exe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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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而要获取该工具，则需要使用 Command 窗口导航到该工具。从 Command 窗口导航到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然后就可以使用 aspnet_compiler 工具
了。也可以直接通过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命令提示符(Command Prompt)来获取该工具。
选择 Start | All Programs |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 Visual Studio Tools | Visual Studio
Command Prompt(2010)命令即可。
出现命令提示符后，输入下面的命令：
aspnet_compiler -p ＂C:\Inetpub\wwwroot\WROX＂ -v none

然后将收到一条消息，表明预编译已成功。
预编译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可以找出应用程序中任何 ASP.NET 页面上的错误。由于预编
译会找到每一个页面，如果某一个页面中包含了只有在运行时才会触发的错误，则使用该
预处理方法时会立即通报该错误。
2.2 节将介绍应用程序性能中的几个重要方面——状态管理和缓存。对于应用程序来
说，从一开始这些项就是至关重要的。

2.2

状态管理和缓存

简而言之，与构建其他类型的应用程序(如 Windows Forms 应用程序)相比，构建
ASP.NET 应用程序要困难得多，这主要是因为 Web 应用程序是一种无状态的应用程序。
Internet 本身就是无状态的(stateless)。你只需要发出请求和接受响应(通常使用超文本
传输协议，HTTP)。服务器接收特定页面所发出的 HTTP 请求，然后向主叫方发送所请求
的页面(响应)。然而发送响应的服务器不会跟踪到底是谁发出的请求。对于服务器而言，
每个请求都是相等的。
当同一个调用应用程序发出了第二个请求时，服务器会为其提供第二段信息，但是仍
然不知道该调用应用程序的任何信息。此时服务器并不知道该应用程序就是第一次发送请
求的调用应用程序。
如果希望 Web 应用程序记住有关调用应用程序的信息，那么这将是一个难题。然而，
如果可以记住调用应用程序并对不同的请求加以区分，终端用户则可以以一种连续的方式
来使用应用程序。你可能希望当用户发出多次请求时应用程序可以保留某些信息——用户
是谁、他们的喜好或其他任何与用户有关的信息。可以在 Web 应用程序代码中使用几种不
同技术来实现上述功能。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实现上述功能的常用方法之一是使用 Session 对象。但只简单地
使用 ASP.NET，就会有更多更好的处理方式。使用状态管理时，ASP.NET 也提供了多种
功能和技术。而在过去的开发过程中，可能已经使用过这些技术中的大多数。
另一方面，与其他方法相比，缓存(虽然它也用于存储信息)可以更快地加载并运行应
用程序，从而为终端用户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对 ASP.NET 应用程序而言，构建带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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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策略的应用程序是再好不过的了。

2.2.1

了解.NET 中的状态

如果在 Web 应用程序中使用状态管理，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在.NET 中状态是作
为整体而使用的。处理状态时，.NET 框架和 ASP.NET 提供了大量的选项。表 2-1 描述了
一些服务器端选项。
表 2-1 服务器端选项
会 话 类 型
Application

Cache
Database-driven
Session

描

述

通过使用 Application 对象，可以存储适合所有用户使用的状态。但是却不能
用该选项为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状态选项
通过使用 Cache 对象，也可以为应用程序中的每个用户存储状态。该对象支持
缓存过期的功能，还提供了设置缓存过期的依赖项的功能
这是一种使用 Session 对象并将所有状态安全地存储到 SQL Server 中的方法
通过使用 Session 对象，可以在服务器上存储基于每个用户的状态。可以在进

Session

程内(与应用程序相同的进程内)、进程外(在不同的进程中)、甚至使用前面所
述的数据库方法来保存状态

表 2-1 只列出了一部分服务器端选项，如果全部都列出来将会非常长。ASP.NET 还包
括了客户端状态管理技术列表，这使存储状态的过程更加容易。表 2-2 定义了客户端选项。
表 2-2 客户端选项
会 话 类 型

描

述

该选项提供了为控件(也就是为控件开发人员)提供状态的方法。其作用类似于
ControllState

ViewState
该选项提供了直接在客户端的文件系统存储状态的方法。在客户端可以禁用

Cookie

Hidden Field

Cookie
通过使用 Hidden Field，可以直接在页面的代码中为用户存储状态，从而在回传
到服务器的后续请求中使用所存储的状态

querystring

通过使用 querystring，可以在实际的 URL 中存储基于每个用户的状态

View State

该选项提供了在页面代码中使用编码状态的能力

正如所看到的，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使用状态(虽然不能一一列出)。但有一点需要明
白的是，使用状态的方法无所谓对或错。要实现并在应用程序中使用状态，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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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会话

2.2.2

ASP.NET 应用程序中的会话(Session)使用户能够轻松地维护应用程序状态。当用户在
一个给定的周期内重复调用某一应用程序时，会话将一直属于该用户。与从某种类型的数
据存储介质中逐次反复查找状态相比，
会话为提高应用程序的整体性能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然而，在使用会话时也要特别注意。提高 ASP.NET 应用程序性能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
扇出(fan-out)它们所运行的硬件(即添加额外的 Web 服务器)。不正确地使用会话可能导致
应用程序无法在此扇出模型中正常工作。如果采取这种方法，就应该考虑使用粘滞路由
(sticky-routing)，以确保将用户的所有后续请求发送到相同的计算机上，或者使用某种类型
的状态服务器作为会话的中央存储器。如果不正确地使用了 Session 对象(即没有按照扇出
模型所预期的那样构建这些对象)，正在处理后续请求的其他服务器将对所存储的 Session
请求一无所知。稍候将讨论这个话题。
创建会话以及从会话中获取信息都非常容易。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为用户或调用应用
程序创建一个会话，或者为已创建的会话赋值：
Session[＂EmployeeID＂] = Value1;

上述代码将变量 Value1 所保存的值赋予 Session 对象 EmployeeID。要从会话中获取该
信息以便在代码中使用，使用下面的代码：
Value2 = Session[＂EmployeeID＂];

在 ASP.NET 中，对用户而言 20 分钟后会话将超时。如果用户打开 Web 应用程序中的
一个页面(从而创建了一个会话)，然后离开去喝咖啡，40 分钟之后再返回该页面时，会话
将不存在。可以通过进入服务器并修改分配给会话 timeout 属性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样做非常麻烦，首先需要停止服务器，然后再启动服务器以使修改生效。此外，由
于会话是资源密集型，所以通常也不想存储太多会话或让会话存储太久。
使用 ASP.NET 则可以非常容易地修改会话的 timeout 属性。在应用程序级别，timeout
属性存储在 web.config 文件中。而 machine.config 文件则为整个服务器存储默认的 timeout
设置。通过修改 web.config 文件中的设置，可以有效地修改应用程序中会话的 timeout
属性。
在该 XML 应用程序文件中修改 timeout 属性的最大优点是不需要让服务器停止运行，
也不需要为了使修改生效而重新启动服务器。保存 web.config 文件后，所做的修改会立即
生效。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完成上述操作时，会间接地重新启动应用程序域，所有的状态
信息都将丢失，包括 Session 对象中存储的所有内容。
程序清单 2-1 展示了 web.config 文件中用于处理会话状态管理的部分代码——
<sessionState>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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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清单 2-1 回顾 web.config 文件中的<sessionState>元素
<sessionState
mode=＂InProc＂
stateConnectionString=＂tcpip=127.0.0.1:42424＂
sqlConnectionString=＂data source=127.0.0.1;user id=sa;password=＂
cookieless=＂false＂
timeout=＂20＂ />

web.config 文件的<sessionState>节点管理会话状态。这里关心的是 timeout 属性。
此时 timeout 属性被设置为 20(默认设置)。该设置值表示多少分钟。因此，如果希望用
户的会话可以持续 1 小时，则可以将 timeout 属性设置为 60。
1. 在进程内运行会话
目前，在 ASP.NET 中会话的默认设置是以进程内模式(in-process mode)来存储会话。
在进程内运行会话意味着将会话存储在 ASP.NET 工作进程中。因此，如果关闭 IIS(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Internet 信息服务)，然后再次启动，则所有会话都会无效，从而使用
户无法使用。对于关键任务的应用程序而言，这可能将是一场噩梦。
要在进程内运行会话，将<sessionState>节点中的 mode 属性设置为 InProc。在进程内
运行会话可以为应用程序提供最佳性能。
表 2-3 给出了所有可用的会话模式。
表 2-3 可用的会话模式
模

式

描

述

InProc

会话状态存储在 ASP.NET 工作进程中。以 InProc 模式运行会话是默认设置

Off

会话状态不可用

StateServer

在进程外的服务器中存储会话状态

SQLServer

在进程外的 SQL Server 中存储会话状态

2. 在进程外运行会话
在进程外(out of process)运行会话是可能的。在进程外运行会话允许关闭 IIS，然后再
启动，同时保持用户的会话。
随附 NET 框架的有一个名为 ASPState 的 Windows 服务。该服务使你能够在进程外运
行会话，但如果想使用该服务来管理会话，首先就必须启动它。
要启动 ASPState 服务，打开命令提示符(选择 Start | Programs | Accessories | Command
Prompt 命令)窗口。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下面的命令并按 Enter 键：
CD \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

上述命令将更改命令提示符的目录。在输入完上述命令行后，输入下面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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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start aspnet_state

如图 2-3 所示，该命令打开进程外会话功能。

图 2-3

打开进程外会话功能

一旦启用了进程外模式，则可以修改 web.config 文件中<sessionState>节点的设置，以
便所有的用户会话都以这种方式运行。如程序清单 2-2 所示，可以将 mode 设置为
StateServer：
程序清单 2-2 将会话对象设置为使用 StateServer 选项
<sessionState
mode=＂StateServer＂
stateConnectionString=＂tcpip=127.0.0.1:42424＂
sqlConnectionString=＂data source=127.0.0.1;user id=sa;password=＂
cookieless=＂false＂
timeout=＂20＂ />

现在用户可以关闭 IIS，然后再次启动，用户的会话仍然保持不变，虽然与进程内运行
会话相比，在进程外运行会话会稍微多占用一些资源。
如果将 mode 设置为 StateServer，则服务器会查找 stateConnectionString 属性，以便将
会话分配到指定的服务器和端口。此时 stateConnectionString 属性设置为本地服务器(此为
默认设置)。当然也可以修改该设置，以便将会话存储在完全独立的服务器上。
在进程外运行会话为 ASP.NET 提供了很大的优势。当在 Web 场中运行 Web 应用程
序，但又不知道应该将用户引导到 Web 农场中的哪个服务器时，在进程外运行会话就是
一个强大的工具。通过该工具可以将用户从一台服务器移动到另一台服务器，但仍保持
它们的状态。
3. 在 SQL Server 中保持会话
另外一种在进程外运行会话的选择是使用 SQL Server 存储用户的会话。在 SQL Server
中存储会话也能够让用户从一台服务器移动到另一台服务器，同时保持它们的状态。该模
式与 StateServer 模式相同，只不过是将会话存储在 SQL Server 中。
如果安装了.NETFramework 同时也在计算机上安装了 SQL Server 的迷你版本。该 SQL
Server lite 版本能够存储状态管理要使用的会话。然而，推荐使用 SQL Server 的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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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SQL Server 2008。这是更可靠的解决方案。
要想将 SQL Server 作为会话的存储库，首先要利用 SQL 创建 ASP.NET 可以使用的数据
库。在 ASP.NET 的版本文件夹中(可以在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
中找到)包括了两个使用 SQL Server 会话管理的脚本。第一个是安装脚本(InstallSqlState.sql)。
该脚本告诉 SQL Server 应该创建哪些数据库表和存储过程。可以在记事本中打开脚本并查
看脚本指令(该脚本指令具有很好的可读性)。
如果想从 SQL Server 中删除这些表和存储过程，则可以使用卸载脚本(UninstallSqlState.sql)。
如果希望使用 SQL Server 管理会话，则运行安装脚本。为此需要再次打开命令提示符
窗口，并导航到目前运行 ASP.NET 的版本文件夹。在命令行提示符后输入以下命令：
OSQL –S localhost –U sa –P –I InstallSqlState.sql

通过实用工具 OSQL 可以输入 Transact-SQL 语句、系统过程及脚本文件。该实用工具
使用 ODBC(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开放式数据库连接)与服务器通信。运行该命令可
以创建执行 SQL Server 会话管理选项所需要的表和存储过程。其中命令行中的符号－S 指
定了要使用的服务器的位置。该例中命令行中使用了 localhost，表示本地服务器。
符号－U 指明 SQL Server 分配的获取访问权限的用户名。该例中命令行中使用了典型
的 sa。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符号－P 表示 SQL Server 的密码。而该例不需要使用密码，因此
该符号为空。
在 SQL Server 的设置规范后面，指定了希望安装的脚本(InstallSqlState.sql)。该脚本安
装了运行 SQL Server 会话管理所需的相关内容。
当创建完所需的表和存储过程后，按照程序清单 2-3 所示修改 web.config 文件的
<sessionState>节点。
程序清单 2-3 使用 SQL Server 作为 StateServer
<sessionState
mode=＂SQLServer＂
stateConnectionString=＂tcpip=127.0.0.1:42424＂
cookieless=＂false＂
timeout=＂20＂ />

若要使用 SQL Server 管理会话，必须将<sessionState>节点的 mode 属性设置为
SQLServer。设置完后，ASP.NET 将查找 sqlConnectionString 属性，以便找到存储状态时
所需要连接的 SQL Server。在设置的 sqlConnectionString 属性值中所指定的数据源就是用
于存储 SQL 及所需登录信息的服务器。
4. 决定会话的状态
在 Web 应用程序中所选运行会话的模式不同，将会使应用程序的性能、功能及可靠性
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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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应该选择哪种模式？下面列出了应用各种模式选项的最佳条件：
● InProc——会话在 ASP.NET 工作进程中运行。因此，如果会话的保持对于应用程序来
说不是关键任务，就应该选择该选项。与其他选项相比，选择该选项可以获得最佳
性能。
● StateServer——该 Windows Service 选项会在进程外运行会话。因此，当需要在多个
服务器中使用会话，或需要在 IIS 停止再启动的情况下保持会话，该选项可能是最
好的选择。与其他进程外选项(SQLServer)相比，它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
● SQLServer——由于会话直接存储在 SQL Server 中，所以该进程外选项是最可靠的
选择，但在性能上却是最差的。
要从会话的使用中获取最佳性能，可以通过使用 Page 命令中的 EnableSessionState 属
性在每个页面中声明处理 Session 对象的方式。下面列出了使用该属性的一个示例：
<%@ Page Language=＂C#＂ EnableSessionState=＂True＂ CodeFile=＂Default.aspx.cs＂
Inherits=＂Default＂%>

默认情况下，EnableSessionState 被设置为 True(如上面代码的粗体显示)。该属性有 3
个选项：
● EnableSessionState=＂True＂——这是默认设置，意味着 ASP.NET 页面将使用
Session 对象。同时该页面还可以对正在使用的会话 ID 所对应的 Session 对象进行
读/写访问。
● EnableSessionState=＂False＂——将该属性值修改为 False 意味着页面将不需要访
问 Session 对象。如果某页面根本不使用 Session 对象，最好的做法是将该属性值设
置为 False，这样 ASP.NET 会将该特殊页面(即不使用 Session 对象的页面)安排在其
他需要使用 Session 对象的页面的前面，从而有助于提高 ASP.NET 应用程序的整体
可扩展性。
● EnableSessionState= ＂ ReadOnly ＂ —— 将 该 属 性 值 设 置 为 ReadOnly 意 味 着
ASP.NET 页面只需要对 Session 对象进行读访问。所有需要从 Session 对象中读取
数据的页面都将受益于该设置。
如果应用程序不需要使用 Session 对象，出于性能的考虑，最好关闭会话状态。可以
通过 web.config 或 machine.config 文件关闭会话状态。可以将<sessionState>元素中 mode
属性设置为 Off。

2.2.3

使用输出缓存

仍要关注一下状态管理和服务器所使用的缓存策略，期满的另一个选择是缓存。缓存
(caching)是将频繁使用的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以便完成后续请求的过程。与反复调用某一
数据存储区相比，从内存中获取代码需要使用的对象更好。缓存可以提高 ASP.NET 应用程
序的整体性能、可扩展性及可用性。
输出缓存(output caching)可以将动态生成的页面内容保存在服务器内存或磁盘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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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以后使用。该缓存类型保存 post-rendered 内容，以便在下次请求该内容时不必重新生成。
对页面进行缓存后，向服务器发送任何后续请求时，可以再次使用该页面。
可以在.aspx 页面顶端插入一条 OutputCache 页面指令，以便应用输出缓存。
<%@ OutputCache Duration=＂60＂ VaryByParam=＂None＂ %>

其中，Duration 属性定义了页面在缓存中存储多少秒。而 VaryByParam 属性则确定了
实际缓存的是页面输出的哪个版本。可以根据是否需要 HTTP-POST 或 HTTP-GET 响应(通
过 VaryByHeader 属性确定)来生成不同的响应。除了 OutputCache 指令的 VaryByParam 属
性外，ASP.NET 还包括 VaryByHeader、VaryByCustom、VaryByControl 和 Location 属性。
此外，Shared 属性还可以影响 UserControls，稍后将介绍相关内容。
在 ASP.NET 中，缓存被实现为一个 HttpModule，用于监听所有来自 ASP.NET 工作进
程的 HttpRequest。而 OutputCacheModule 则负责监听应用程序的 ResolveRequestCache 和
UpdateRequestCache 事件，处理缓存命中和未命中，以及返回被缓存的 HTML，如果需要
可以绕过页面处理程序。
1. VaryByParam
VaryByParam 属性可以指定导致新版本的页面被缓存的 QueryString 形参，如下所示：
<%@ OutputCache Duration=＂90＂ VaryByParam=＂pageId;subPageId＂ %>

例如，如果有一个名为 navigation.aspx 的页面，其 QuestString 中包括了导航信息(如
pageId 和 subPageId)，则上面所显示的 OutputCache 指令将会缓存 pageId 和 subPageId 的每
个不同值所对应的页面。在本例中，页面的数量可以用等式来表示：
cacheItems = (num of pageIds) * (num of subPageIds)

在等式中，cacheItems 表示所显示的将存储于缓存中的 HTML 页面数量。页面只有被
请求并通过 OutputCacheModule 传输时才会被缓存。只有在每种可能的组合页面(pageId 和
subPageId 的每个不同值所对应的页面)至少被访问一次之后才会使用最大的缓存内存量。
虽然这些仅仅是潜在的最大值，
但创建表示系统潜在最大值的等式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如 果 想 缓 存根 据 不同 的 QueryString 形 参 值 而 生成 的 新 版 本页 面 ，则 可 以使 用
VaryByParam = ＂*＂，如下面代码所示：
<%@ OutputCache Duration=＂90＂ VaryByParam=＂*＂ %>

2. VaryByHeader
VaryByHeader 属性负责处理到达服务器的请求的不同 HTTP 标头。
使用 VaryBy 属性时，
“盘算一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可以添加 VaryByHeader 属性，
并根据浏览器报告的 User-Agent HTTP 头缓存不同版本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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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Cache Duration=＂90＂VaryByParam=＂*＂ VaryByHeader=＂User-Agent＂%>

其中，User-Agent 标识了用户的浏览器类型。ASP.NET 可以为给定页面(为特定浏览器
所自定义的页面)自动生成不同的显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在缓存中保存这些不同的显示是
非常有意义的。Firefox 用户使用的 HTML 可能和 Internet Explorer(IE)用户使用的略有不同，
所以不应该向所有的用户发送相同的 post-rendered HTML。从字面上看，可能存在几十个
(如果不是几百个)User-Agent 字符串，因为这些字符串不只是用来识别浏览器类型。该
OutputCache 指令可能产生数以千计不同版本的缓存页面(主要取决于服务器负载)。此时，
应该衡量一下缓存页面的成本与动态重建页面的成本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缓存会提供最大的性能收益，很多测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
是千万不要像 VaryByParam= ＂*＂这样来使用属性。常用的准则是在刚开始
时缓存尽可能少的数据，日后如果需要可以再添加缓存。记住，服务器内存是
有限的资源，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对磁盘缓存的使用进行配置。以安全
为主，在此基础上平衡有限的资源；同时不要将敏感数据放置在磁盘上。

3. VaryByControl
VaryByControl 是一种可以非常容易地从复杂的 UserControl 中获取重要性能收益的方
法，而这些 UserControl 主要用来显示不经常更改的 HTML。例如，假设有一个显示 Combo
Box 的 UserControl，而该 ComboBox 显示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名称。可能从某一数据库中
获取这些国家的名称，然后显示在组合框中，如下所示：
<%@ OutputCache Duration=＂2592000＂ VaryByControl=＂comboBoxOfCountries＂%>

当然，世界上国家的名称是不会经常改变的，所以 Duration 可以设置为一个月(以秒为
单位)。同时，该示例使用了名为 comboBoxOfCountries 的服务器控件，以及该控件的缓存
输出。对 UserControl 的显示输出进行缓存，从而使那些使用了该控件的页面也可以获得缓
存控件所带来的性能收益(虽然页面本身是动态的)。
4. VaryByCustom
虽然 VaryBy 属性提供了很强大的功能，但有时可能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如果想使用
前面导航示例中的 OutputCache 指令缓存 cookie 中的值，那么可以添加 VaryByCustom。
VaryByCustom 的 值 被 传 递 到 GetVaryByCustomString 方 法 ( 可 以 将 该 方 法 添 加 到
Global.asax.cs)。当每次请求页面时调用此方法，返回一个值则是函数的责任。
对于每个返回的唯一值，将缓存不同版本的页面。例如，假设用户有一个名为 Language
的 cookie，其有 3 个可能的值：en、es 和 fr。可以允许用户指定它们的首选语言，而不
管浏览器支持哪种语言。同时，Language 也可能有第 4 个可能值——该值可能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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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下面示例中的 OutputCache 指令缓存了多个版本的页面：
cacheItems = (num of pageIds) * (num of subPageIds) * (4 possible Language
values)

假设 pageId 有 10 个可能的值，每个 pageId 对应 5 个可能的 subPageId 值，而 Language
有 4 个可能的值。根据上面等式的计算，单个导航页面就有近 200 个不同的缓存版本。显
示这个数字并不是想吓得你远离缓存，但是你应该意识到功能越强大，责任也就越大。
使用 ASP.NET 中的缓存常常会涉及 CPU 和内存之间的权衡问题——CPU 在显示该页
面时有多困难，而与之相对的是内存中是否可以保存近 200 个不同版本的页面。如果页面
只是一个 5KB 的 HTML，与成千上万次的数据库访问相比，可能几兆字节的内存完全能应
付。由于在页面周期中大多数页面将至少访问一次数据库，如果此后每次页面请求都从缓
存中得到服务，将会减少对数据库的访问。如果只需较少的数据库服务器和许可证，则高
效利用缓存可以转换为成本节省。
下面的 OutputCache 指令包括了作为 VaryByParam 值的 pageId 和 subPageId，以及传
递给回调函数 GetVarByCustomString(如程序清单 2-4 所示)的 VaryByCustom(其值为 prefs)：
<%@ OutputCache Duration=＂90＂ VaryByParam=＂ ＂pageId;subPageId＂
VaryByCustom=＂prefs＂%>

程序清单 2-4 中的代码返回存储在 cookie Language 中的值。GetVaryByCustomString
方法的形参 arg 包含了字符串 prefs(在 VaryByCustom 中指定)。
程序清单 2-4 HttpApplication 中的回调函数 GetVaryByCustomString
public override string GetVaryByCustomString(HttpContext context,string arg)
{
if(arg.ToLower() == ＂prefs＂)
{
HttpCookie cookie = context.Request.Cookies[＂Language＂];
if(cookie != null)
{
return cookie.Value;
}
}
return base.GetVaryByCustomString(context, arg);
}

程序清单 2-4 中的 GetVaryByCustomString 方法主要是在 Global.asax.cs 中由 HttpApplication
使用，而每个使用了 VaryByCustom OutputCache 指令的页面都会调用该方法。如果应用程
序中有很多使用了 VaryByCustom 的页面，那么可以创建一个 switch 语句以及一系列的辅
助函数，以便从用户的 HttpContext 中检索任何想要的信息，同时为缓存键生成唯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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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扩展<outputCache>
随着 ASP.NET 4 的发布，现在可以对 OutputCache 指令的工作方式进行扩展，从而以
自己自定义的方式来处理缓存。这意味着可以将 OutputCache 指令与其他类型的缓存方法
一起使用，包括分布式缓存、云缓存、磁盘、XML 或其他任何想到的东西。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创建自定义的输出缓存提供程序作为类，而该类必须继承自
System.Web.Caching.OutputCacheProvider 类。要继承 OutputCacheProvider，必须重写 Add ()、
Get()、Remove()和 Set()方法，以便实现输出缓存的自定义版本。
一旦完成了自定义实现，下一步就是在配置文件(machine.config 或 web.config 文件)中
对扩展进行配置。此时需要修改配置文件中的<outputCache>元素，以便可以应用自定义的
缓存扩展。
在 配置 文件 的<caching> 部 分 可以找 到 <outputCache> 元素 ，目前 该元 素包 括一 个
<providers>子元素。
<caching>
<outputCache>
<providers>
</providers>
</outputCache>
</caching>

可以在新的<provider>元素中嵌套一个<add>元素，以便引用新的输出缓存功能(从
OutputCacheProvider 类派生而来)。
<caching>
<outputCache defaultProvider=＂AspNetInternalProvider＂>
<providers>
<add name=＂myDistributedCacheExtension＂
type=＂Wrox.OutputCacheExtension.DistributedCacheProvider,
DistributedCacheProvider＂ />
</providers>
</outputCache>
</caching>

有了新的<add>元素后，就可以使用新扩展的输出缓存了。还需要注意的是<output
Cache>元素中新的 defaultProvider 属性。此时，该属性被设置为 AspNetInternalProvider，
在配置文件中这是默认设置。这意味着在默认情况下输出缓存按照其一贯的方式工作，并
将缓存存储到运行应用程序的计算机的内存中。
有了自定义输出缓存提供程序后，就可以通过页面上的 OutputCache 指令指向该提供
程序，定义如下：
<%@ OutputCache Duration= ＂90＂ VaryByParam= ＂*＂
providerName=＂myDistributedCacheExtension＂ %>

如果没有定义提供程序名称，则使用在配置文件中 defaultProvider 属性所定义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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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2.2.4

部分页面缓存

与输出缓存相类似，可以使用部分页面缓存(partial page caching)对 Web 页面的特定区
域进行缓存。例如，只缓存用户可以看见的页面中心区域。部分页面缓存通过用户控件的
缓存来实现，所以可以构建使用了大量用户控件的 ASP.NET 页面，然后对所选择的用户
控件应用输出缓存。从本质上讲，这只会对页面中你所希望的部分进行缓存，而使页面的
其他部分处于缓存范围之外。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如果使用正确，可以更好地执行页面。但是这需要提前规划
好模块化设计，以便可以将页面的组件划分为由用户控件组成的逻辑单元。
一般来说，UserControl 可以放置在多个页面中，以便最大限度地重用通用功能。然
而，当使用@OutputCache 指令的默认属性对这些 UserControl(.ascx 文件)缓存时，实际上
它们 是以 每 个页 面为 基础 缓 存的 。这 也 就意 味 着 ，即 使放 置 在 pageA.aspx 页 面和
pageB.aspx 页面中的 UserControl 输出相同的 HTML，其页面输出也会缓存两次。但是通
过启用 Shared=＂true＂属性，可以在多个大量使用共享 UserControl 的页面和网站中共享
UserControl 的输出。
<%@ OutputCache Duration=＂300＂ VaryByParam=＂*＂ Shared=＂true＂ %>

通过上面的共享方式所节约的内存容量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只需缓存 post-rendered 用
户控件的一个副本，而不必缓存每个页面的副本。与所有的优化一样，必须进行相关测试，
以保证输出的正确性和内存的使用情况。

如果有一个使用了 OutputCache 指令的 UserControl，记住，该 UserControl
只为第一次请求而存在。如果 UserControl 从 OutputCache 中获取自己的
HTML ， 则 实 际 上 在 .aspx 页 面 中 并 不 存 在 该 控 件 ， 而 是 会 创 建 一 个
PartialCachingControl 作为该控件的代理或影子。

如果 UserControl 控件通过 OutputCache 重建，则需要经常使用该控件的.aspx 页面中
的代码可能运行失败。所以，确保在使用任何控件之前检查缓存的类型。下面的代码片段
说明了当访问一个可能的被缓存 UserControl 时所需要的逻辑类型：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
{
if (PossiblyCachedUserControl != null)
{
// Place code manipulating PossiblyCachedUserControl he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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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NET 4 中新的对象缓存选项

如果曾经使用过 System.Web.Caching.Cache 对象，会知道该对象功能非常强大，甚
至能够创建自定义缓存。而在 Cache 对象下，这种扩展性及强大功能都发生了变化。
导致产生这些变化的是 System.Runtime.Caching.dll。System.Web 版本中的内容被重构，
所有对象都被重建到新的命名空间 System.Runtime.Caching 中。
并不是为了 ASP.NET 开发人员才进行这些更改，而是为了其他的应用程序类型，如
Windows Forms 和 WPF(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Windows 演示文稿基础)应用程
序等。这是因为 System.Web.Caching.Cache 对象非常有用，以致其他类型应用程序的开发
人员也将 System.web 命名空间引入到自己的项目中以便使用该对象。所以，为了避免
Windows Forms 开发人员为使用 Cache 对象而将 System.Web.dll 引入到项目中，System.
Runtime.Caching 命名空间对 System.web 中的内容进行了析取和扩展。
ASP.NET 开发人员仍然可以像使用 ASP.NET 的早期版本那样使用 System.Web.
Caching.Cache 对象。该对象并不会消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NET 框架的发展，.NET
开 发 团 队 会 将 更 多 的 精 力 投 入 到 System.Runtime.Caching 命 名 空 间 ， 而 不 是
System.Web.Caching 命令空间。
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在 System.Runtime.Caching 的最新版本中看
到一些额外的增强功能，而这些功能却不会出现在 System.Web.Caching 命名空间中。虽然
如此，但是也并不是说为了确保你走在 Microsoft 的战略大道上，而将所开发的所有功能都
移植到新的 System.Runtime.Caching 命名空间中，因为这两种缓存是放在一起管理的。
现在，看一个使用了 System.Runtime.Caching 命名空间中缓存的示例。在本示例中，
ASP.NET 页面使用了一个 Label 控件，
该控件将显示 XML 文件中所存储的一个用户名。
第一步需要创建一个 XML 文件，并将其命名为 Username.xml，如程序清单 2-5 所示。
程序清单 2-5 Username.xml 文件中的内容
<?xml version=＂1.0 ＂ encoding=＂utf-8＂ ?>
<usernames>
<user>Bill Evjen</user>
</usernames>

将该 XML 文件保存到驱动器的根目录下，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 Default.aspx 的代码隐
藏页，该页面使用了文件中的用户名，并将其显示在页面的 Label 控件中。程序清单 2-6
显示了 Default.aspx 页面的隐藏代码。
程序清单 2-6 使用 System.Runtime.Caching Namespace
using
using
using
using

System;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System.Linq;
System.Runtime.C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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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ystem.Xml.Linq;
namespace RuntimeCaching
{
public partial class Default : System.Web.UI.Page
{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ObjectCache cache = MemoryCache.Default;
string usernameFromXml = cache[＂userFromXml＂] as string;
if (usernameFromXml == null)
{
List<string> userFilePath = new List<string>();
userFilePath.Add(@＂C:\Username.xml＂);
CacheItemPolicy policy = new CacheItemPolicy();
policy.ChangeMonitors.Add(new
HostFileChangeMonitor(userFilePath));
XDocument xdoc = XDocument.Load(@ ＂C:\Username.xml ＂);
var query = from u in xdoc.Elements(＂usernames＂)
select u.Value;
usernameFromXml = query.First().ToString();
cache.Set(＂userFromXml＂, usernameFromXml, policy);
}
Label1.Text = usernameFromXml;
}
}
}

程序清单 2-6 使用了 System.Runtime.Caching 中的新缓存。因此需要在 ASP.NET 项目
中引入该命名空间。
首先，创建了缓存对象的一个默认实例。
ObjectCache cache = MemoryCache.Default;

然后，就像使用传统的 ASP.NET 缓存对象那样使用该缓存。
string usernameFromXml = cache[＂userFromXml" ＂] as string;

要启动缓存，必须创建一个用来定义所处理缓存是什么类型的对象。可以生成一个自
定义实现，或者也可以使用.NET 4 中所提供的默认实现。
CacheItemPolicy policy = new CacheItemPolicy();
policy.ChangeMonitors.Add(new HostFileChangeMonitor(userFil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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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FileChangeMontior 类可用于查看目录和文件路径，并监视它们的变化。例如，
XML 文件发生变化时，该类将触发缓存失效。 ChangeMonitor 对象的其他实现包括
FileChangeMonitor 和 SqlChangeMonitor。而 HostFileChangeMontior 类则实现了 FileChange
Monitor 类，并且是一个密封类。
运行该示例。第一次运行时，文本 Bill Evjen 被加载到缓存，并显示在 Label 控件上。
保持应用程序的运行状态，然后返回 XML 文件并修改该值。刷新页面时，会发现所修改
的值将导致缓存失效。
现在，很多开发人员都使用一种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并使用一组服务来满足自己的
需求。2.3 节将重点介绍如何为服务实现缓存。

2.3

缓存 Web 服务

在几乎所有用.NET 构建的应用程序中，缓存都是一个重要功能。而在 ASP.NET 中，
有很多缓存功能可用(如本章所述)，但是.NET 中 ASP.NET Web Service 的某些功能能够对
向任何服务使用者发送的 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简单对象访问协议)响应进
行缓存。
首先，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缓存是一种维护内存中存储区的能力，而存储区中存储
了可重用的数据、对象及各种其他项。该功能提高了所构建和管理应用程序的响应性能。
有时，返回被缓存的结果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应用程序的性能。
XML Web 服务使用 CacheDuration 属性来控制对 SOAP 响应的缓存。程序清单 2-7 显
示了该属性的使用方法。
程序清单 2-7 使用 CacheDuration 属性
[WebMethod(CacheDuration=60)]
public string GetServerTime() {
return DateTime.Now.ToLongTimeString();
}

如你所见，
WebMethod 特性就像使用 Description 和 Name 属性一样使用 CacheDuration
属性。CacheDuration 属性接受一个 Integer 值，该值表示 SOAP 响应被缓存的秒数。
当第一次请求到来时，服务器缓存 SOAP 响应，同时使用者获取 SOAP 响应可缓存的
秒数。当所设置的秒数结束后，将删除所存储的缓存，然后生成新的响应并再一次将其存
储到缓存中，以便为所有的其他请求服务。
在缓存 SOAP 响应所带来的众多优点中，会发现如果响应在不断重新创建的过程中没
有任何变化，则应用程序的性能将会大大提高。
许多开发人员都会止步于解决方案的软件实现阶段。作为软件开发人员，考虑硬件注
意事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务必记住，诸如如何在硬件上建立解决方法、如何对硬件进行
配置等问题可能会对应用程序的整体性能产生显著的影响。2.4 节将讨论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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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注意事项

2.4

在开发过程中的一个注意事项是要构建运行良好的 ASP.NET 应用程序，或者使用缓
存以避免对后台数据源的频繁调用。而另一个注意事项是对应用程序进行相应的配置，以
便可以充分利用应用程序所部署到的硬件。ASP.NET 应用程序运行时，可以利用一些可用
资源。
通过配置文件的<system.net>元素，可以控制 ASP.NET 能够执行的出站 HTTP 连接的
最大数量。默认情况下，该最大数量为 2，但是可以通过 maxconnection 特性调整该值。程
序清单 2-8 显示了 maxconnection 特性的使用。
程序清单 2-8 设置 maxconnection 属性
<configuration>
<system.net>
<connectionManagement>
<add name=＂www.swank.com ＂ maxconnection=＂5＂ />
<add name=＂*＂ maxconnection=＂4＂ />
</connectionManagement>
</system.net>
</configuration>

使用<connectionManagement>元素可以管理特定的 URL 甚至 IP 地址。此时，共有
5 个允许访问 www.swank.com 的连接，还有 4 个允许访问任何网站(带有星号的定义)
的连接。
接下来的问题是正确的连接数应该是多少。这主要取决于 CPU 能力。Microsoft 公司
建议将该数字设置为服务器上 CPU 数量的 12 倍。因此，如果正在使用一台双 CPU 的服务
器，那么应该将该数字设置为 24。
ASP.NET 应用程序使用来自.NET 线程池中的线程。这样就无需创建新线程，而直接从线
程池中借出线程，当应用程序使用完线程后，该线程返回到线程池中以便以后重复使用。
为了管理线程数量，线程池使用了可用的硬件资源。更重要的是，可通过 CPU 和 CPU
利用率来确定线程池的大小。此外，当应用程序需要清除文件或者进行任何服务调用时，
需要进行 I/O 操作。
machine.config 文件的相关设置可以就 ASP.NET 将如何管理其可以处理的线程数量来
加以限制。如果 ASP.NET 应用程序在一个多 CPU 服务器上运行，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线程，
但前提是需要调整 machine.config 文件中的默认设置。
配置文件中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区域是<processModel>部分。在该部分中可以设置一些
值，以确定 ASP.NET 应用程序如何处理线程。同时还需要注意<processModel>元素中的相
关特性。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 maxToThreads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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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axToThreads 特性可以指定 ASP.NET 工作进程所使用的.NET 线程池中 I/O 线程
的最大数量。其默认值为 20。将该值修改为 100，而不使用默认值。不必担心所设置的值
如何与 CPU 的数量相关联，因为该值会自动乘以检测到的 CPU 数量。因此，如果应用程
序在一个双 CPU 的服务器中运行，那么所使用的值将是 200。
通过 maxWorkerThread 特性可以指定 ASP.NET 工作进程线程池中线程的最大数量。
其默认值也为 20。与 maxToThreads 属性一样，将该属性值设置为 100。同样，该值将会
自动分配给所检测到的 CPU 数量。
在 machine.config 文件的<httpRuntime>元素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特性——minFree
Threads 特性。由于 ASP.NET 运行库使用其线程池中可用的自由线程来满足请求，因此
minFreeThreads 指定了线程池中保证 ASP.NET 可用的线程数量。默认的线程数是 8。例如，
如果应用程序需要一些额外的线程来完成相应的处理，则该属性可以确保这些线程是可用
的，并保证在等待空闲线程以安排更多的工作时应用程序不会被锁定。Microsoft 公司建议
将该属性值设置为服务器上 CPU 数量的 88 倍。因此，如果正在使用一台双 CPU 的服务器，
就应该将该值设置为 176。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特性是<httpRuntime>元素中的 minLocalRequestFreeThreads 特性。
该特性控制专门处理本地请求的自由线程的数量。其默认属性值为 4。对于该属性，
Microsoft 公司建议将其值设置为服务器上 CPU 数量的 76 倍。因此，如果正在使用一台双
CPU 的服务器，则应将该值设置为 152。
除了从软件和硬件的角度来考虑应该如何做之外，还需要对应用程序的性能进行基准
检验，以便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实现应用程序性能的提升。2.5 节将介绍可供使用的性能计
数器。

2.5

使用性能计数器

如果想监控运行中的应用程序，那么使用性能计数器是非常重要的。具体的监控内容
则完全取决于你。在 Windows 中有很多的性能计数器可供使用，其中有 60 多个计数器是
针对 ASP.NET 的。

通过管理工具查看性能计数器
如果正在使用 Windows XP，可以通过打开控制面板中的 Performance 对话框来查看这
些性能计数器。而如果使用的是 Windows 7，则选择 Control Panel | System and Security |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nd Tools | Advanced Tools | Open Performance Monitor 命令。图 2-4
显示了在 Windows 7 中显示的 Performance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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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Windows 7 中的 Performance 对话框

通过单击菜单中的加号，能够向列表中添加更多的性能计数器。而从图 2-5 中所示的
列表中可以找到许多专门用于 ASP.NET 的计数器。

图 2-5

ASP.NET 特定的计数器

下面详细列出了一些 ASP.NT 专有的性能计数器，以及计数器的定义(在 Windows 7 中，
可以通过选中对话框的 Show Description 复选框来显示计数器的定义)。
● Application Restarts——在 Web 服务器的生命期中应用程序被重启的次数。
● Application Running——目前运行中的应用程序的数量。
● Audit Failure Events Raised——自应用程序启动以来审计失败的次数。
● Audit Success Events Raised——自应用程序启动以来审计成功的次数。
● Error Events Raised——自应用程序启动以来发生错误事件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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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rastructure Errors Events Raised——自应用程序启动以来发生 HTTP 错误事件的
次数。
● Request Error Events Raised——自应用程序运行以来发生运行错误事件的次数。
● Request Execution Time——用来执行最近的请求所需的毫秒数。
● Request Wait Time——最近的请求在队列中等待的毫秒数。
● Request Current——当前请求的数量，包括正在队列中排队的、当前正在执行的或
者等待写入到客户端的。根据 ASP.NET 处理模型，当该计数器超过了 processModel
配置节点中所定义的 requestQueueLimit 时，ASP.NET 将开始拒绝请求。
● Request Disconnected——由于通信错误或用户终止而导致的断开连接请求的数量。
● Request Queued——等待处理的请求数量。
● Request Rejected——由于请求队列已满而被拒绝的请求数量。
● State Server Sessions Abandoned——已显式放弃的会话数量。
● State Server Sessions Active——当前活动的会话数量。
● State Server Sessions Timed Out——已超时的会话数量。
● State Server Sessions Total——总的会话数量。
● Worker Process Restarts——在计算机上重新启动工作进程的次数。
● Worker Process Running——计算机上正在运行的工作进程的数量。
这些都是针对 ASP.NET v2.0.50727 的性能计数器。还可以为其他 ASP.NET 特定项(如
下所示)找到对应的计数器：
● ASP.NET
● ASP.NET Applications
● ASP.NET Apps v4.0.30319
● ASP.NET State Service
● ASP.NET v4.0.30319
性能计数器提供了一个非常卓越的视图来查看应用程序所发生的一切。但由特定计数
器所获取的数据并不是连续的，这是因为每 400ms 才会为特定的计数器拍摄快照。所以，
当对生成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务必将该因素考虑进去。
到目前为止，本章已经介绍了一些关于应用程序性能的重要主题。然而，还有一些小
技巧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性能，参见 2.6 节。

2.6

提示和技巧

当然，可以为 ASP.NET 应用程序做一些其他事情，从而保证应用程序正常运行并尽
快被用户所处理。同时可以使用一些技巧来减少请求的数量并使这些请求尽可能小。
可以使用几个不错的工具来对 ASP.NET 应用程序进行分级。一些受欢迎的工具包括
Firebug(作为 Firefox 的一个插件)和 Fiddler(可以在 www.fiddertool.com 中找到)。通过这些
工具可以看到客户端发往接受托管应用程序的服务器的所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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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将请求减少到最小值

将请求数量减少到最小值有好几种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将多个文件组合成单一
文件的方式减少 JavaScript 和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级联样式表)的调用次数。所以，
不再需要两个或多个.js 或.css 文件(客户端需要使用这些文件而生成一个请求)，而是将这
些文件组合成一个单一的.js 或.css 文件。总的来说，这样确实减少了请求的数量。

2.6.2

使用内容传递网络

在 ASP.NET 应用程序中，当一个终端用户发出对一个页面的请求时，该请求通常会
经过许多跃点才会到达服务器。用户的计算机离服务器越远，所需要的跃点也越多。例如，
如果一个用户从日本东京调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服务器，那么与居住在圣路易
斯的用户相比，该用户将可能需要更多的跃点。
很多公司喜欢将比较大的内容放置在一个由位于世界各地的服务器所组成的系统中，
并将这些服务器作为边缘缓存(edge cache)。因此，通过文件分发使其驻留在一系列分散在
世界各地的网络服务器的方式让文件离终端用户更近。这种类型的系统被称为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内容传递网络)。包括 Akamai 和 EdgeCast 在内的很多公
司都采用了这种系统。
作为 ASP.NET 架构师，也许可以利用这些类型的边缘功能，而这些功能会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应用程序的性能。
目前，Microsoft 公司为使用 jQuery 和 Ajax 的开发人员提供了免费的 CDN 功能。如
果正在使用.NET 4，就可以非常容易地使用 Microsoft Ajax CDN。Microsoft 公司在 CDN 中
提供了很多可免费使用的 JavaScript 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jQuery
● jQuery UI
● jQuery Validation
● jQuery Cycle
● Ajax Control Toolkit
● ASP.NET Ajax
● ASP.NET MVC JavaScript Files
要从 CDN 中使用这些 JavaScript 文件，只需要简单地修改<script>标记中所使用的
URL，如程序清单 2-9 所示。
程序清单 2-9 使用 Microsoft Ajax CDN
<script src= ＂http://ajax.aspnetcdn.com/ajax/jQuery/jquery-1.4.4.js ＂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由此可以看到，jQuery 1.4.4 库通过 ajax.aspnetcdn.com 提供相关服务，而不是通过调
用你自己的服务器提供服务。这意味着当终端用户激活请求 jQuery 库的调用时，该库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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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 Microsoft CDN，而不是你自己的服务器。对终端用户而言这将更快，最终将节省你
的宽带流量。

要获取 Microsoft CDN 所支持的 JavaScript 库及相关的 URL，可访问
www.asp.net/ajaxlibrary/cdn.ashx。

如果 ASP.NET 页面正在使用 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字层)，还可以用 SSL
来调用 Microsoft Ajax CDN，因为 ASP.NET 支持该操作。程序清单 2-10 显示了如何通过
SSL 使用相同的 jQuery。
程序清单 2-10 使用 Microsoft Ajax CDN
<script src=＂https://ajax.aspnetcdn.com/ajax/jQuery/jquery-1.4.4.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如果在 ASP.NET Ajax 应用程序中使用了 ScriptManager 服务器组件，就可以使用该控
件中的新特性 EnableCdn。
将该特性值设置为 true，使应用程序可以利用 Microsoft Ajax CDN
而不是本地服务器，如程序清单 2-11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该操作只在.NET 4 中有效。
程序清单 2-11 通过 ScriptManager 使用 Microsoft Ajax CDN
<asp:ScriptManager ID=＂ScriptManager1＂ EnableCdn=＂true＂ runat=＂
server＂ />

如果在 Microsoft Ajax CDN 中找不到正在使用的 JavaScript 库，Google 提
供了类似的能力，可以看一下这些库是否可以满足需求。可以通过
http://code.google.com/apis/libraries/devguide.html#AjaxLibraries 找到所支持的
Google 托管库。

2.6.3

使浏览器可以长时间缓存项

在 ASP.NET 页面中总有一些元素是不会经常改变的。例如，页面中有些不经常更换
的图像，当用户浏览该页面时，与其让终端用户为了相同的图像而一次次地发出请求，还
不如将这些图像保存在终端用户浏览器的缓存中更好。默认情况下，所有的页面组件都不
会被浏览器所缓存。可以对需要缓存的项设置到期时间，从而改变默认行为。
比较好的方法是将所有的 JavaScript、CSS 和图像放到专用的文件夹中，在这些文件夹
中控制它们可以在客户端缓存多长时间。可以通过不同方法完成上述操作。
其中一个方法是使用 IIS 管理器(IIS Manager)。在 IIS 管理器中会高亮显示正在使用的
文件夹，在可用选项列表中选择 HTTP Response Headers 图标，如图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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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可用选项列表中的 HTTP Response Headers 图标

双击该图标，显示一个标头列表，这些标头针对每个请求从 IIS 中发出。从列表中单
击 Set Common Header 链接，然后出现如图 2-7 所示的对话框。

图 2-7

设置 Common HTTPResponse Headers 对话框

选中 Expire Web content 复选框，在设置了时间间隔或者指定日期后，就可以选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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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内容。从图 2-7 可以看出，文件夹中的内容 7 天后就会过期。单击 OK 按钮后，在该
文件夹中将生成一个 web.config 文件，其内容如程序清单 2-12 所示。
程序清单 2-12 生成的 web.config 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system.webServer>
<staticContent>
<clientCache cacheControlMode=＂UseMaxAge＂
cacheControlMaxAge=＂7.00:00:00＂ />
</staticContent>
</system.webServer>
</configuration>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某一图像设置为缓存一段时间，而且终端用户拥有该图
像缓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缓存期间对该图像进行修改，终端用户将仍然只会看到缓存
中所保存的图像。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为所修改的图像起一个不同的名称。这样，
终端用户将会调用一个全新的图像，而不是使用缓存中具有相同名称的图像。

2.6.4

启用内容压缩

终端用户向 Web 服务器发出请求时，在该请求中将会发送一个头。该头包含一个声
明，表明终端用户的浏览器是否可以支持压缩响应。程序清单 2-13 显示了一个支持压缩
的示例头。
程序清单 2-13 声明客户端支持压缩的请求头
GET http://www.swank.com/ HTTP/1.1
Accept: text/html, application/xhtml+xml, */*
Accept-Language: en-US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WOW64;
Trident/5.0)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Connection: Keep-Alive
Host: www.swank.com

该头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代码行：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该行代码告诉服务器：
客户端可以支持压缩响应。发送回明显压缩的响应将有助于节省带宽。
通过 IIS 7 能够非常容易地对静态或动态内容进行压缩。在 IIS 管理器中，高亮显示网
站并从可用选项列表中选择 Compression 图标。此时，服务器提供了两个选项(如果安装了
这些选项)。一个选项是启用动态内容内容压缩，而另一个选项是启用静态内容压缩。在图
2-8 中可以看到这两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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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IIS 管理器中的压缩选项

要注意的是，如果启动了动态压缩，将会在 CPU 中实时压缩相关响应，所以需要对
CPU 进行监视，以便能够了解该压缩是否对应用程序有意义。

2.6.5

页面中内容的位置

你可能认为页面中内容的位置不会对应用程序有什么影响，但实际上页面中辅助项的
位置会使页面的性能产生很大差异。推荐的做法是将所有的 CSS 引用放置在页面顶部，而
将所有的 JavaScript 引用放置在页面的底部。
需要处理 CSS 时，可以将 CSS 文件放在 ASP.NET 页面的<head>元素中。从而允许页
面加载时将页面中的项下载到客户端。而当在页面中显示相关项时，终端用户会认为页面
加载非常快。
将 JavaScript 的<script>标记放置在页面的底部并不会锁定其他页面内容的下载，此外，
可以使页面的加载速度更快。

2.6.6

将 JavaScript 和 CSS 外部化

在 ASP.NET 中，可能会将 JavaScript 和 CSS 代码放置在 ASP.NET 页面内部。但实际
上，将所有的 JavaScript 和 CSS 放置在外部文件(如 MyJavaScript.js)中可能更好。理由是如
果 JavaScript 和 CSS 代码包含在外部文件中，可以非常容易地对这些内容进行缓存。而如
果代码包含在 ASP.NET 页面内部，则很难对其进行缓存。
此外，如果在应用程序的多个地方需要使用 JavaScript 或 CSS 代码，则不必多次下载
这些代码。该想法(即将 JavaScript 和 CSS 代码放置在外部文件中)只需要对代码进行一次
缓存，然后重复使用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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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通过 Internet 产生了一些功能强大的应用程序，但也使这些应用程序的开发变得非常
困难。由于 Internet 是一种断开连接的环境(这意味着只有发送请求或获取响应时才会实时
连接到应用程序或远程服务器)，因此有时很难保持它的状态。然而，ASP.NET 通过许多
解决方案解决了这个难题，如果正确使用这些解决方案，很快就能忘记所工作和娱乐的这
个已断开连接的世界。
本章介绍了很多实现 ASP.NET 应用程序的方法。首先介绍了在 Web 应用程序中状态
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如何通过 Session 对象使用缓存。接着介绍了如何对 ASP.NET 应用程
序进行配置，以便利用部属应用程序的硬件。此外，还讨论了用于监视性能的性能监视器。
最后，本章提供了一些提示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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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权利和众多非戏剧场所的持牌电影，包括全球游轮、美国学院和大学、K-12 公立学院和
图书馆、美国的民用和军用医院、大客车、美铁列车、教养所及其他场所(如公园、艺术博
物馆和企业)。Evjen 毕业于华盛顿州贝灵汉的西华盛顿(Western Washington)大学，获得了
俄语学位。当他休息时，通常居住在位于芬兰托伊瓦卡的避暑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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