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Web 服务 API 风格

2.1

引言
在《企业应用架构模式》（Patterns of Enterprise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1 一书中，

Randy Stafford 讲述了如何使用服务层（Service Layer）[POEAA] 来为多种客户端类型
创建一种独特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这种
API 由一组服务组成，它在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与一个目标域或应用之间建立了一种明
确的边界。Web 服务正是提供这种边界的一种有效方式。它们的行为有点类似于外观
（Facades）模式 [GoF]，同时也将客户端和底层执行技术隔离开。这样，各种客户端就
可以更容易地重用服务的业务逻辑，而服务所有者也可以方便地按需要修改领域逻辑。
此外，Web 服务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入口，可以通过它们来进行事务管理、客户端认证
等常规操作。
本章将探讨一些最常见的、用于 Web 服务的 API 设计风格以及它们各自的优点和
不足。表 2.1 是这些风格的概览。
表 2.1
模式名称

问题

Web 服务 API 风格
描述

定义一组消息，以标识要执行的远程过程 ；同时定义
客户端如何通过 HTTP 执行远程 一套固定的元素，它们直接映射到远程过程的参数。客
RPC API（2.3 节）
过程
户端必须将消息发送到为远程过程分配的一个统一资源
标识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URI）
定义一组与远程过程不相关的消息。这些消息可以承
客户端如何通过 HTTP 向远程系
消息（Message）
载不同的信息 ：特定的主题、要执行的任务、事件等。
统发送命令、通知或其他信息，同
API（2.4 节 )
客户端向指定的 URI 发送消息后，一旦服务器收到消
时避免与远程过程直接耦合
息，就会检查它的内容，再决定应该执行什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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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模式名称

问题

描述

客户端应该如何处理由远程系统
为 所 有 的 过 程、 领 域 数 据 的 实 例、 文 件 分 配 一 个
资 源（Resource） 管理的数据，同时避免与远程过程 URI。利用 HTTP 作为一种完整的应用协议，用于定义
API（2.5 节）
的直接耦合，并最小化对特定领域 标准的服务行为。尽可能利用标准化的媒体类型和状态
API 的需求
码来交换信息

为需求选择正确 API 风格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有关服务 API 风格的决策可能是你
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一旦选定了某种 API 风格，以后就很难再移植为其他的替代
方案。

2.2

设计 Web 服务 API 的考虑因素
无论选择何种风格，在设计服务 API 时都应该考虑以下因素。
● 封装性：服务一般都应该隐藏实现细节。例如，客户端不必知道服务是否直接访
问数据库，也不必知道服务使用什么领域模型（Domain Model）[POEAA]。这
样有助于避免客户端与执行请求的方法直接耦合。此外，服务设计人员应该考
虑在设计 API 时，采用领域相关的模型、数据库表、存储过程可能产生的结果。
这样的设计会使客户端与内部实体直接耦合。如果领域模型和表设计需要发生
变化，那么客户端也必须做出相应的修改。如果创建的 API 只是简单地让外部
客户端访问内部领域实体，则称这种方式是“自底向上”的 API 设计。但在大
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自顶向下”设计服务 API。也就是说，架构师应该根据
客户需求来创建 API，API 应该反映各种客户端应用需要的用例（参见 7.7 节）。
这种 API 通常可以很好地隐藏内部实体，它们提供了一个间接层，可以使内部
实体不断改进，甚至被替代，同时又可以将对客户端的影响降到最低。
● 服务契约（Service Contract）：服务契约是一种约定，规定了客户端和服务的
交互方式。对于这一概念，每种 API 风格都有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在设计
任何一种服务 API 时，都应该强调需要交换什么类型的信息，这样的交换在什
么时候可能发生，以及以什么样的频率进行交换。如果服务设计者开始重点关
注这些外部指标，那么 API 设计过程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开发人员也应
该考虑在调用服务之前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即前置条件），以及当服务完成后应
该会发生什么（即后置条件和期望的服务行为）[Meyer，Bertrand]。同时，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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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澄清一些非技术需求（即服务质量或 QoS 需求），例如客户端身份验证、数据
保密、服务响应时间、操作完成时间，以及服务在线时间（即服务的可用性）。
这些信息为获得一个满足其客户端要求的 API 提供了必要的上下文。确定了这
些信息，开发人员就可以继续创建外部 API 之后的业务逻辑了。
需要注意的是，机器可读的契约（如 WSDL）只能够定义一些使用服务所需的
最基本的信息。实际上，更详细的服务说明信息（如服务的实际用途、何时使用服
务、如何准备请求、如何处理异常）通常只能通过说明文档或单元测试来描述。
● 自治性（Autonomy）：当服务可以控制自身的执行，并较少依赖外部因素时，
就 更 可 能 得 到 一 致 的、 可 靠 的 输 出 结 果。 这 意 味 着，Web 服 务 API 通 常 不 提
倡（ 甚 至 禁 止 ） 使 用 分 布 式 事 务（ 即 WS-Atomic Transactions）。 当 Web 服 务
API 允许分布式事务时，服务自治性就会降低，因为其输出部分取决于外部实
体（如另一个服务）。此外，分布式事务经常会成为服务可伸缩性的绊脚石，因
为服务锁定内部实体（如数据库表）以后，持有时间经常超出正常值。这部分
是因为网络延迟，但是也可能是由另外一些因素造成的（例如，参与事务的另
一个服务失去了连接，使整个事务处于挂起状态）。补偿（compensation）处理
为分布式事务提供了一种虽然不完美但却合理的替代方案。在企业组织之间交
换数据，或当服务需要花费几分钟、几小时、几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时，
就会经常用到补偿处理。为了支持补偿处理，Web 服务开发人员可以提供一些
成对的服务，这些服务的逻辑功能相反。例如，在客户账户管理系统中可以提
供“借方”和“贷方”两种服务。如果需要对客户账户的借方操作进行反向处
理，那么客户端可以调用“贷方”服务以完成对借款的补偿处理。不过，我们
必须明白，在协作系统之间共享的数据可能不是完全同步的。
● 延迟：服务开发人员和客户端开发人员都必须牢记延迟的存在，也就是客户端在
收到 Web 服务的响应之前总要花费一段时间。调用 Web 服务的延迟明显高于调
用类似的进程内功能，即使与服务位于同一台机器上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所有
请求都必须先被序列化为字节流，在进程之间传输数据，再由服务器进程拦截，
在接收端进行反序列化处理，最后分发到合适的处理器。当服务提供响应时，
也会发生类似的过程。这意味着，在完成任务时，Web 服务开发人员创建的
API 应该最小化需要的网络往返次数。在设计消息和媒体类型时，我们应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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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一切办法使它们能够携带给定用例需要的所有信息。这样做的副作用是可能
为网络传输带来“巨大的”数据负载。尽管如此，如果服务 API 选择通过少数
“大块消息”（chunky message）来交换数据，而不采用“聊天式对话”（chatty
conversation）来交换数据，通常会减少延迟。在“聊天式对话”数据交换中，
为了完成同样的目标，必须交换多个体积更小的消息。
● 局部故障 ：Web 服务调用通常必须利用分布式通信，在调用过程中，一个本地进
程（如客户端）尝试通过网络连接来调用另一个远程进程（如服务）。客户端必
须为服务处理失败做好准备，反之亦然。此外，双方都必须准备好处理网络故
障或流量饱和的情况。当清晰地划分了本地和远程进程的边界后，开发人员则
更有可能实现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比如，为通信错误添加异常处理模块，幂
等重试（Idempotent Retry）等（参见 6.6 节）。消息 API（参见 2.4 节）和资源
API（参见 2.5 节）风格更倾向于强调这种划分。相反，RPC API（参见 2.3 节）
风格给人的印象则类似于客户端正在调用一个本地过程，尤其是和服务代理
（Service Proxy，参见 6.2 节）结合使用时更是如此。
● 文本数据的二进制消息编码：通过 RPC API 与消息 API 交换的信息通常是基
于文本的。尽管如此，在将其序列化为字节流并通过网络传输之前，可以先将
这种基于文本的信息编码为二进制数据。二进制编码具有很多突出的优点。以
XML Infoset 为例，它可能相当巨大，二进制编码相当于对这种负载进行压缩，
从而有助于节约网络带宽、减少延迟。大多数 Web 服务框架都为开发人员提供
了配置选项，用于设置服务是否可以使用二进制编码。如果选择了二进制编码，
框架可以自动将基于文本的消息转换成二进制数据，反之亦然。当然，客户端
和服务器在编码和解码二进制消息负载时，也要额外花费一些处理时间。但这
样的转换通常还是有价值的，通过测量总的响应时间，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

2.3

RPC API
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或处理由远程系统管理的基于文本的信息。
客户端如何通过 HTTP 来执行程过程？
客户端要调用远程软件的功能，并非易事。客户端可能需要通过“底层”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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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BSD Socket API）与远程系统建立连接。不过，使用这些调用机制的开发人员必
须将远程计算平台上定义的数据类型转换为本地平台上相应的类型。这可能是一项令
人生畏的任务，因为不同的平台会使用不同的字符集编码模式（如 ASCII、EBCDIC、
UTF-8、UTF-16、字节顺序）来代表和存储数据类型。在这一层面上，开发人员必须
理解远程平台是如何编码、如何解释收到的字节流的。
像 CORBA 和 DCOM 这样的远程技术已经使共享和使用远程过程变得相当容易
了。虽然它们已经抽象了很多底层细节，但当双方使用的实现技术不同时，还是会在
互操作性上出现问题。例如，在 .NET 平台上运行的客户端无法轻易地访问由 CORBA
提供的分布式对象，反之亦然。可以通过第三方产品来桥接不同的平台，但这样做的
成本相当昂贵，也过于复杂。此外，不同软件供应商使用的 TCP 端口也没有一定的标
准，所以网络管理员必须经常打开一些非常规端口，以允许外部流量通过防火墙。
通过 HTTP 可以缓解许多这类问题，因为利用这一开放标准，在不同计算平台上
运行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就能够方便地进行通信。但是客户端如何使用 HTTP 来执行远
程过程呢？一种方法就是将过程调用的语义信息封装到特定的消息中，再将消息发送
给服务器。
定义特定的消息，以标识要执行的远程过程；并定义一组固定的元素，它们直接映
射为远程过程的参数。客户端再将消息发送到为远程过程指定的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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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API 的核心概念是远程过程调用（Remote Procedure Call，RPC）思想。通过
RPC，客户端先向远程服务器进程发送消息，再阻塞自己，等待接收响应。请求消息可
以标识要执行的过程，同时也包括一组固定的参数，这些参数直接映射为远程过程的
参数。当消息到达服务器时，服务器进程会检查消息，根据在消息中找到的名称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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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关的过程（即服务），将消息参数直接映射为服务的输入参数。这些任务通常由服
务框架（如 JAX-WS 和 WCF）进行处理。在得到调用之后，服务可能会处理客户端请
求，返回响应。客户端接着再提取结果，继续执行处理。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默认的服务设计风格，因为它相对容易理解而且实现简单。
开发人员的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流行的 Web 服务框架（如 JAX-WS 和 WCF）
提供的工具的代码生成能力。开发人员应用这些框架能够创建用 Java 或 C# 语言编写
的 Web 服 务， 同 时 不 必 知 道 很 多 关 于 结 构 化 格 式（ 如 XML、JSON 等 ）、 编 码 策 略
（如用文本还是二进制，诸如 UTF-8 字符编码等），以及 WSDL 服务描述符（Service
Descriptor，参见 6.3 节）等底层细节。在这些 Web 服务框架的帮助下，开发人员只
要简单地用关键字为方法加上特定注解，就可以将类方法输出为 Web 服务。对于利用
XML 的框架，这些注解也支持自动生成 XSD（用于描述服务的输入和输出消息）。例
如，如果一个加了注解的类方法的名称是 GetStockQuote，那么框架可能生成两段
XSD，分别描述名称为 GetStockQuote 和 GetStockQuoteResponse 的输入和输
出消息。通过这一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RPC API 的消息与远程过程（即服务）是紧
密耦合的；通过关联，客户端也会与相应的过程耦合。
。
在使用这种 API 风格时，有两种基本方法可以用于定义服务契约（Service Contract）
最常见的方法是使用 XML 模式语言（XML Schema Language）定义可重用的数据类型
和消息，用 Web 服务描述语言（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WSDL）提供服
务描述符，用 WS-Policy 和 WS-Security 之类的规范来定义如何对客户端进行授权、如
何对数据进行加密等规则。定义 RPC 服务契约的第二种方法包括各种非 XML 方法，这
些方法有 JSON-RPC 之类的规范、由各种组织、开源社区和软件商提供的众多专有框架。

考虑因素
实现 RPC API 的服务开发人员应注意以下问题。
● 创建扁平 API 的倾向：使用这种风格的开发人员经常会按照声明普通类方法签名
的方式来创建服务签名。这些签名经常具有很长的参数列表，类似于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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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API 风格的问题是它本身不灵活、很脆弱。客户端必须按准确的顺序
来发送过程参数，如果需要增加、删除参数，或调整参数顺序，这时就无法避免
产生破坏性的变化。不过，如果将服务签名设计成只接受一个单消息参数（SingleMessage Argument，参见 7.4 节），就有可能增加这种风格的灵活性。使用这种
模式，服务开发人员可以避免为服务方法强制规定某种严格的元素顺序，同时
还可以将消息设计为包含更多可选或重复的元素。
● 代理和服务描述符 ：客户端应用程序通常使用代理（参见 6.3 节）来连接使用这
种风格的服务。代理将客户端与网络通信逻辑（与服务交互）隔离开，从而让
服务更容易使用。客户端不用直接连接到服务，而是选择名称与远程过程相对
应的代理方法。从客户端的角度来说，这看起来经常像是一个本地调用。但实
际上，代理会建立与远程服务器的连接，为客户端转发消息。代理通常是由能
够读取服务描述符的客户端工具生成的，这些生成的文件描述了客户端如何调
用一个或多个服务。最常见的用于 Web 服务的描述符语言是 WSDL，所有文件
都必须同步以反映它们所描述的服务的签名。因此，如果服务签名发生了变化，
那么就必须更新描述符（反之亦然）。这意味着，一旦描述符发生了变化，就
必须更新代理。图 2.1 说明了这种关系。当描述符发生破坏性变化时，必须重新
生成代理。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即使描述符发生了变化，
㋮⿈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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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由于服务描述符和远程过程之间存在双向的依赖关系，所以当一方变化时，另一
方必须重新生成。当描述符变化时，代理也需要重新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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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必更新代理。例如，服务拥有者可以在 WSDL 端口（或接口）上增加新的
操作，如果客户端想使用这些操作，则它们只需要重新创建相应的代理（有关
破坏性变化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 7.2 节）。
● 位 置 透 明 性 和 代 理 ：RPC 和 RPC API 的 另 一 个 特 点 是 位 置 透 明 性（Location
Transparency）。对这个原则的一种解释是 ：服务的真实位置应该是完全隐藏的，
无论是调用本地过程，还是调用远程过程，客户端开发人员编写的代码都应该
大致相同。其思想是，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不关心服务的具体位置，那么服务
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移动。不过，这也意味着必须使用其他机制来帮助客户端
定位和连接服务。一种方法是将服务的位置信息保存在配置文件或数据库表中，
当调用代理方法时再查询这些信息。有关这一主题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服务
连接器模式（参见 6.2 节）。
遗憾的是，应用这一原则经常会让客户端开发人员意识不到分布式的服务
交互。当客户端开发人员使用服务代理时，经常会发生这种问题。在很多情况
下，这些代理让客户端开发人员很难知道他们何时正调用远程过程。结果，他
们可能没有提供处理网络相关失败（如丢失连接、服务器崩溃、服务繁忙）所
必需的逻辑。不过，很多开发人员已经开始明白使用代理就隐含着分布式通信，
而且必须为代理创建异常处理逻辑，以处理通信错误。
● 实现异步性：除了默认的请求 / 响应模式（参见 3.3 节），使用 RPC API 的服务还
可以使用请求 / 确认的交互模式。使用这种模式，当收到请求时，不会立即处
理。相反，服务会将消息转发到一个异步后台进程，并向客户端返回一个简单
的确认。通过将接收消息和处理消息的时间分离，系统就能够更好地处理请求
负荷中无法预料的峰值，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控制处理消息的速率。服务器收到
消息后，通过消息队列进行转发，或者将消息保存到数据库中，并由一个后台
进程定期轮询该数据库中的消息。
● 如何避免阻塞：使用 RPC API 的客户端在发送消息后，不需要阻塞。相反，它们
可以使用异步响应处理器（参见 6.4 节），这种模式可以保证客户端在处理请求
的同时，也能够执行其他有用的工作。
● 二进制编码：可以将从 RPC API 接收和发送的信息编码为二进制数据，从而压
缩网络传输负载。这样通常可以节省网络带宽，而且有助于减少延迟。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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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服务框架允许开发人员配置服务是否可以使用二进制编码。当选择了该选
项时，框架将自动把二进制请求转换为基于文本的数据，并把基于文本的响应
转换为二进制负载。其副作用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为了编码和解码负载数据，
需要花费额外的处理时间。因此，开发人员应该衡量每个服务使用和不使用二
进制编码时的响应时间，再决定额外的计算时间是否合理。

示例：使用 JAX-WS 创建 Java 的 RPC API
这个示例将说明消息如何使用 Document-Literal-Wrapped SOAP 绑定风格，以将参
数直接映射到远程过程。以下代码展示一个使用这种绑定服务的 WSDL 1.1 端口定义。
该 端 口 只 包 含 一 个 名 为 GetFlightSchedules 的 操 作， 它 接 收 一 个 GetFlight
Schedules 消息，并返回一个 GetFlightSchedulesResponse 消息。

GetFlightSchedules 操作接收和返回的消息定义如下。

每 个 消 息 包 含 一 个“ 消 息 部 分 ”（message part）， 其 名 称 与 消 息 名 称 相 匹 配。
GetFlightSchedules 的消息部分标识了一个数据结构，这个结构封装了为相同名称
的远程过程提供的输入参数。GetFlightSchedulesResponse 消息定义了响应的数
据结构的一部分。以下是这些消息的 XSD 定义，省略了 TravelConstraints XSD
的一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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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FlightSchedules 数据结构标识了两个输入参数，分别为 departConstraints
和 returnConstraints。GetFlightSchedulesResponse 消息将操作的返回类
型标识为 TravelOptions。
根据上述 WSDL 生成的服务端点接口（Service Endpoint Interface，SEI）的 Java
代码如下所示。这段 SEI 是服务控制器（Service Controller）模式（参见 4.2 节）示例
的一部分。注意 GetFlightSchedules 文档包装器的元素是如何直接映射到这一过
程的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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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段 SEI 的实现。

下面是一个调用上述服务的 C# 客户端的实现代码。注意，客户端先声明并实例化
了一个代理，然后调用代理的 Open 方法，建立了与服务的连接。这里明显没有使用任
何本地对象。客户端实例化并填充了一个请求对象，接着再从代理上选择远程过程的
名称以进行调用。

代理发送的 HTTP POST 命令和 SOAP 消息可能与下面的类似。这些消息可能非常
长，因此省略了标头和其他次要的数据，以保持示例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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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过程名称通常也会在 SOAPAction 和 WS-Addressing 标头中进行标识。大多
数 Web 服务框架使用这些标头，以将请求路由到正确的 Web 服务处理器中。更详细的
信息，可以参考 4.2 节。

2.4

消息 API
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或处理由远程系统管理的基于文本的信息。
客户端如何通过 HTTP 向远程系统发送命令、通知或其他信息，同时避免与远程

过程的直接耦合？
通过远程过程的签名可以派生出服务 API。但是，服务拥有者必须考虑这样的策略
所带来的几个问题。如果过程签名发生了变化，那么 Web 服务 API 就必须随之变化，
客户端代码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服务和客户端应用程序由相同的组织进行管
理，则这种调整或许还可以接受。不过，这样的变化需要所有参与方小心规划、深入
合作、协调一致才能实现。如果客户端和服务由不同的组织或业务部门进行管理，那
么这种方法就是不现实的。这种方法还假设，要么服务拥有者有权定义交换的数据结
构，要么客户端能够接受根据他们的过程派生而来的消息结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消息设计并不能完全由服务拥有者驱动，在大型组织或者业务合作方需要交换数据的
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这些场合中，服务开发人员需要一种这样的 API 风格，它能够识
别一组相互关联的消息，但不会将这些消息和特定的过程进行绑定。
定义一组消息，这些消息不是派生自远程过程的签名，它们可以承载与特定主题、
要执行的任务、事件有关信息。客户端先将消息发送给指定的 URI，一旦服务器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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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就会检查它的内容，再决定应该执行什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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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息 API（也就是文档 API）的服务，会在一个给定的 URI 上收到一个或多
个自描述的消息。消息体包含了最主要的数据。此外，消息也可以选择性地包含一些标
头，用于表达“控制信息”，如客户端身份验证、请求的有效截止日期以及应该将错误信
息发送给哪些 URI。消息 API 经常接收或发送标准化的消息格式（如 SOAP）。然而，除
了 SOAP 和 XML 以外，还可以使用其他消息格式。有些消息 API 使用 XML，而不采用
SOAP 和 XSD，我们通常将这类消息称为普通 XML（Plain Old XML，POX）服务。
使用消息 API 的客户端需要将消息发送给一个指定的 URI。发送消息以后，客户
端可以选择阻塞来等候响应。当消息到达服务器时，Web 服务执行反序列化处理，检
查消息，并选择适当的过程（即处理器）来处理请求。通过将客户端与真正的处理器
（即远程过程）隔离，Web 服务提供了一个间接层。在调用处理器后，它负责处理客户
端请求，并返回响应。客户端接着再提取结果，恢复执行。
这种模式的名称，意在强调它是基于消息设计的。在收集需求和设计服务 API 期
间，通信各方可以识别出需要交换的并独立于任何远程过程的逻辑消息。当外部实体
（如行业团体）驱动需求定义时，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定义消息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
XML 模式语言（XML Schema Language）。不过，消息结构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
定义（例如，Google 公司的 Protocol Buffers）。
通常在识别并完成消息设计以后，才会创建 Web 服务。因此，API 应该提供一个
接收端点，Web 服务则扮演分发器的角色。客户端发送的消息通常有三种 ：命令消息
（Command Message），用于请求接收系统执行特定的任务（如处理贷款）；事件消息
（Event Message），用于通知接收者感兴趣的事件（如库存耗尽）；文档消息（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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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s），类似于业务文档（如采购订单）。用于识别消息类型的信息可能存在于消
息内的任何位置。例如，它可以是消息本身的名称、消息体中的第一个元素，或者是
消息体的某个参数。如你所料，消息 API 也通过消息提供结果。这些消息可以包含客
户端请求的实际结果，也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确认，表示客户端已经收到了请求并正
在处理中。如果在请求处理期间发生了故障，那么返回的消息也可能会包含详细的错
误信息。例如，使用 SOAP 的消息 API 经常会返回 SOAP Fault（SOAP 错误）消息，
这就是一种针对特定类型错误的特定消息。
消息 API 的服务契约通常使用 XML 模式语言来定义可重用的数据类型和消息。它
们可以选择性地使用 WSDL 来定义服务描述符，用 WS-Policy 和 WS-Security 之类的
规范来定义各种规则，用于规定如何验证客户端的身份、如何加密数据等。消息 API
也可以通过任意一种不基于 XML 的方法进行定义，各种组织、开源社区和软件供应商
都提供了很多这样的方法。

考虑因素
消息 API 开发人员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 服务描述符和连接器：消息 API 经常使用服务描述符（参见 6.3 节）来辅助生成
客户端服务连接器（参见 6.2 节）的代码。最常见的服务描述符机制是 WSDL，
通过这种元语言（meta-language）可以定义一套相关的“服务操作”，供客户
端 使 用。 这 些 操 作 按 组 划 分 成 一 个 抽 象 类 型（ 即 WSDL 1.1 中 的 端 口 类 型 和
WSDL 2.0 中的接口）。每个操作也会标识出一组相关联的作为输入和输出消息
的 XSD，以及一些额外的使用约束（即策略）。可能标识出的策略包括客户端身
份验证和数据加密等的需求定义。之后再将端口 / 接口类型与某种特定的传输协
议（如 HTTP）绑定，并在指定的 URI 上输出其内容。所有这些元素综合起来，
就定义了一个明确的接口。
● 工作的委托：通常可以通过命令调用器（Command Invoker）模式（参见 5.6 节）
触发用于处理特定消息类型的逻辑。当处理给定文档所需要的逻辑特别复杂
时，就可以采用这种模式。在许多情况下，将消息处理逻辑和接收 Web 服务
分离更易于管理。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修改 Web 服务，让它在与原来相同
的 URI 上接收新消息。除了命令调用器模式，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工作流连接器
（Workflow Connector）模式（参见 5.7 节），当接收消息触发一个复杂的或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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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运行的处理时，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 实现异步性：使用消息 API 的服务通常会采用请求 / 确认交互模式，而不采用请
求 / 响应模式。在请求 / 确认交互模式中，收到请求后，不会立即进行处理。相
反，服务将消息转发到一个异步的后台进程，并向客户端返回一个简单的确认。
通过分离消息的接收和处理时间，系统就能够更好地处理无法预测的峰值负载，
更好地控制处理消息的速率。服务器收到消息后，可以通过队列来转发消息，
或是将它保存到数据库中，由后台进程定期轮询该数据库中的消息。
● 如何避免阻塞：为了避免发送消息后的阻塞，调用这些服务的客户端可以使用
异步响应处理器（参见 6.4 节）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保证客户端在处理请求的同
时，也能够执行其他有用的工作。
● 延后绑定（Late Binding）：由消息 API 返回的响应经常会为相关的服务客户端
提供可以使用的地址。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链接服务模式（Linked Service，参
见 3.5 节）。
● 消息载荷的二进制编码：通过对接收或发送的数据进行二进制编码，消息 API 能
够节约网络带宽并减少延迟。Web 服务开发人员通常可以配置是否使用二进制
编码，在使用二进制编码的情况下，框架会自动将二进制的请求转换成基于文
本的数据，并将基于文本的响应转换成二进制的负载。一些框架总是以二进制
方式传输数据。二进制编码的副作用是，客户端和服务器在编码和解码消息载
荷时需要额外的处理时间。因此，开发人员应该衡量每个服务在使用和不使用
二进制编码情况下各自的响应时间，以决定这些额外的计算时间是否合理。

示例：一个基于 SOAP 和 WSDL 的消息 API
这个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基于 SOAP 和 WSDL 的服务来实现消息 API 模式。示
例的第一部分首先展示了用 C# 代码实现的服务，之后展示的是与服务实现相关联
的 WSDL。
第一个代码片段展示的是用 C# 编写的服务控制器（参见 4.2 节）。这个类定义了一
个抽象的 WSDL 端口，WCF 框架在运行时将自动生成该端口的定义。注意，这个接口
标识了两个逻辑操作，Invoice 和 Contractor。虽然我们一般认为操作和过程是同
义词，但它们是根据收到的消息进行命名的。还要注意，每个操作都只接收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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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RPC API 和消息 API 之间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区别：前者通常接收一个或多个输入
参数，这些参数不是消息，一般是基本数据类型或复杂数据类型 ；相反，利用 WSDL
的消息 API 总是接收一个单独的消息参数（输入参数）。

以下是 InvoiceMessage 类的定义。注意，它只包含了一个 MessageBodyMember
（即 WSDL 消息部分）。这是因为，WCF 框架默认使用 Document-Literal-Wrapped SOAP
绑定风格。

作为消息部分使用的复杂类型如下所示。

以下是这个服务的部分实现。注意，这个类实现了 IDropbox 接口。这样不但会
强制 MessageService 类实现该接口中的所有方法，还会将 WCF 框架和服务实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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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通信连接起来。结果，当收到 IDropbox 接口中标识的特定消息时，就会自动调
用这个类的相应方法。

现 在 我 们 关 注 一 下 与 以 上 代 码 相 关 联 的 WSDL。 第 一 段 WSDL 展 示 了 在 名 为
DropBox 的抽象 WSDL 端口定义上的逻辑操作。通过这段 WSDL 能够看出它们是如
何映射为之前标识的类方法的。

以下是 InvoiceMessage 消息的定义。注意，这个消息只有一个端口，它引用
了一个名为 Invoice 的复杂类型。消息定义之后就是 Invoice 类型和元素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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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个不使用 WSDL 的消息 API
这个示例说明没有 WSDL 也可以实现消息 API。这种方法可以使用 SOAP，也可
以不用 SOAP。但是在本示例中，我们假定服务接收到的是普通 XML 消息（即不携带
SOAP 包装器的消息）。注意是否应该使用 WSDL 往往取决于你是否想使用 WS* 规范
（如 WS-Security 或 WS-ReliableMessaging）。
第一个代码片段展示了用 C# 编写的服务接口类，这个服务将会部署到 .NET/WCF
框架中。接口类指定了一个 URI 模式，用于拦截消息，并将消息路由到特定的处理器。
在这个例子中，处理器是 ReceiveMessage，URI 模式是由 UriTemplate 定义的。
RequestFormat 注解通知 WCF 框架，服务需要一个 XML 消息。ReceiveMessage
操作表明它可以接收任意数据流。因此，客户端几乎可以将具有任何结构形式的消息
以 POST 操作传送到实现该接口的服务中。

以下代码演示了 MessageService 的基本实现。注意 ReceiveMessage 方法是
如何接收 IDropbox 接口所指定的字节流的，服务一旦被调用，就会调用 Message
Helper 类，将收到的字节流转换成字节数组，接着再用这个数组来获取 msgName（即
消息名称）。

在收到消息名称之后，服务将它传递给 MessageProcessors 类的 Get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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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or 方法。这个方法会返回一个类，由该类负责处理当前的消息。此处省略了
这一过程的实现细节。如果没有找到处理消息的类，将返回一个 null 值，程序退出并
返回 HTTP 状态码 400。

此时，我们已经拥有一个知道如何处理当前消息的对象。消息服务接着再调用该
处理器上的方法，为它提供消息的字节数组，并调用消息处理。如果一切运行正常，
则返回 HTTP 状态码 200。如果有异常发生，服务将有关错误的信息记录在日志，并返
回一个表示有错误发生的特定编码。

以上代码片段提供了 Web 服务的代码。接下来的代码列表将提供一些该服务使用
的类的实现细节。第一个展示的类是 MessageHelper。这个类有两个方法。第一个
方法接收传输而来的字节流，先将它复制到一个内存缓存中，再返回一个字节数组，
供后续操作使用。第二个方法 GetRootNodeName 很关键，它使用一个快速而有效的
XPathNavigator 来检索所接收的 XML 文档中的根节点名称。这是一个关键信息，
用于决定应该调用哪个对象来处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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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用于处理客户端请求的消息处理器都定义成抽象类 MsgProcessor 的子类。
这个抽象类为入站消息保留一个字节数组，并使用最少量的处理逻辑以支持子类将消
息反序列化为特定的处理类型。以下是这个类的实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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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类展示了具体的消息处理器类，它继承自基类 MsgProcessor。可以看
到，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用基类，将消息序列化为它能够处理的类型。Invoice 消
息的设计应该与前面的 WSDL 示例是相同的，此处省略了处理 Invoice 的其他逻辑，
因为它们与这个示例的设计目的关系不大。

2.5

资源 API
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或处理由远程系统管理的文本、图片、文档或其他类型的媒

体文件。
客户端如何处理由远程系统管理的数据，如何避免与远程过程直接耦合，如何最
小化对领域特定的 API 的需求？
对于客户端重用远程过程中的逻辑，使用 HTTP 将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容易，
同时 HTTP 还可以将客户端与底层技术隔离开来。调用这些过程的一种方法是让客
户端在发送消息时不但要指定需要执行的过程，还要包含相当于过程参数的元素。当
Web 服务器收到这些消息时，底层的服务框架通常会根据消息中的过程名称来调用相
应的过程。在现代开发工具的帮助下，使用该 API 风格的 Web 服务相对容易实现和使
用，但消息和过程也是紧密耦合的。如果需要增加、修改或删除过程参数，就必须更
新相关的消息结构，客户端的代理（Proxy）也不得不重新生成。为了替代这种 API，
开发人员应该创建一种消息与远程过程不直接耦合的服务 API。这些消息不直接指定一
个接收系统内部的特定过程名称，而是只标识一个感兴趣的主题、事件，或逻辑命令。
当 Web 服务器收到消息时，服务框架或定制的代码可以使用消息中的内容来决定应该
调用什么过程。虽然这样做减弱了消息和远程过程之间的依赖，但仍需要考虑一些其
他因素。
许多 Web 服务都使用消息来构建与所在领域相关的 API。这些消息包括常用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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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命 令， 如 Create、Read（ 即 Get）、Update 或 Delete。 不 过， 这 种 CRUD 操 作 会 导
致消息量的增加，即使在相对较小的问题域中也是如此。例如，以一组用于管理公司
和合同信息的服务为例。在这一场景中，客户端开发人员必须使用 8 个或更多不同的
消息，每个消息对应一个领域实体（即公司或合同）和 CRUD 操作的组合。类似这
样的 API 可能会包含诸如“CreateCompany”（创建公司）、“GetCompany”（获取公司
信息）这样的消息。服务所有者也必须为各种服务处理结果创建相应的响应消息（如
“CreateCompanyResp”、“GetCompanyResp”等）。除了创建这种特定领域的 API，我
们还能够利用一些在 HTTP 规范中定义的标准。
为所有过程、领域数据的实例以及文件分配一个 URI。利用 HTTP 作为一种完整
的应用协议，以定义标准的服务行为。利用标准化的媒体类型和可能获得的状态码，
以交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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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资源 API 的服务使用请求的 URI、由客户端发起的 HTTP 服务器方法，以及
一同提交或请求的媒体类型来判断客户端的意图。这些服务通常会遵守表述性状态转
移（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REST）原则，但也不是每个资源 API 都是 REST
风格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模式，下面先简单回顾一下 REST 体系风格。
正如其名字所示，资源 API 提供对资源的访问。资源可以是文本文件、媒体文
件（ 如 图 片、 视 频、 音 频 ）、 数 据 库 表 中 特 定 的 一 行 数 据、 一 组 相 关 的 数 据（ 如 产
品）、逻辑事务、队列、可下载程序、业务处理（即过程）等，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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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客户端通过“表述”来处理这些资源的状态。例如，一个数据库表的行可以表
述成 XHTML、XML，或 JSON。表述通常可以表达资源的当前状态或预期状态。客
户端由服务接收某个表述的过程，通常就是获得那个资源的最新状态的过程。当客户
端向服务发送表述信息时，它们的意图通常是修改资源的状态。当客户端和服务之间
交换表述时，资源状态就会发生转变。这就是“表述性状态转移”（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这一术语的由来。以下是一个使用 Atom 发布协议（Atom Publishing
Protocol，APP）的表述示例。

这一表述展示了客户端应用程序如何获取返回航班详细信息的服务。在这个示例
中，关于客户的去程和返程航班的信息，可以通过跟踪 href 标记中的 URI 发现。每
个 URI 是一个逻辑地址，客户端通过向这个地址发送请求，就可以调用服务。这些
URI 可以是永久的地址，也可以是临时的地址，客户端可以引用、保存、共享这些地
址，也可以将它们加为书签。例如，一位公司职员可以方便地将上面展示的 URI 转发
给他的财务部门，以供审核。下面再继续演示如何使用 URI 标识其他资源。
http://www.acmeCorp.org/products
http://www.acmeCorp.org/products/Model205
http://www.acmeCorp.org/orders/b0d891d1-3ddd-4d1a-a90f-b3138388ae1f
通过第一个 URI，客户端可以访问一组产品。第二个 URI 引用了一个特定的产品，
最后一个 URI 提供了对客户订单的访问。通过类似这样的 URI 模式，当有需要时，就
能够简单地为不同资源添加新的服务。例如，acmeCorp.org 只要在一个新的 URI 上
接收请求，就能够简单地增加一个新的“商店查找服务”。
资源和 URI 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对多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资源可以有多个地址，
如同一个人可以有一个正式名字和多个绰号一样。不过，一个 URI 应该只用于引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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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逻辑资源。这样，客户端才能唯一地标识和访问特定的资源或资源集合。由于每个
URI 只引用一个资源或资源集合，所以我们可以轻松地增加、修改或删除服务，同时
将对其他服务的影响减到最小。
资源 API 的服务契约由应用协议（即 HTTP）构成，服务会使用或生成一些媒体类
型，并使用服务的状态码、URI 和 URI 模式来识别资源。
资源 API 使用 HTTP 作为应用协议，来描述几种标准的服务行为。我们期望所有
Web 服务器能够实现标准的 HTTP 方法，所有资源 API 也将按如下方式来响应这些方法。
● PUT：用于创建或更新资源。
● GET：用于检索资源的表述。
● DELETE：用于删除一个资源。
● POST ：POST 的行为多种多样。它可以用于创建一个在客户端请求中标识的目标
资源的子资源，或是当其他方法都不合适时，它可以作为一种“非标准行为”。
例如，一个共同基金（mutual fund）服务可能会通过 POST 接受一些请求，用于
执行类似“Exchange Funds”（兑现基金）、“Sell X Shares”（出售股票）、“Sell
Dollar Amount”（出售份额）的功能。当 Web 服务器禁用了 PUT 和 DELETE 方
法，或防火墙阻塞了这两种方法时，也可以用 POST 方法作为一种替代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应该由其他方法执行的行为，都可以通过 POST 以隧道化
（tunneling）形式执行。很多 REST 支持者反对类似 POST 的隧道化处理，因为
这样可能会模糊请求的目的。此外，一些中间件也不能够对 POST 形式请求进
行缓存。
● OPTIONS：这个动词可以用于发现目标 URI 所支持的 HTTP 方法。
● HEAD. ：用于获取在 URI 上交换的与媒体类型有关的元数据。它类似于 GET，
只是不返回关于资源的表述。
● 虽然核心方法是固定的，但目前已经增加了对 HTTP 的扩展（如 WebDAV）。
资源 API 应该按照规定的方式来响应上述方法。所以，如果客户端向 acmeCorp.
org/products 发起一个 GET 请求，那么客户端就期望服务执行 Get Products（获
取产品）功能。因为这些语义是 HTTP 预先定义好的，所以客户端不必学习特殊的
API。不过，客户端必须预先知道每个 URI 上可以使用的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的使用时
机。此外，最终还需要服务开发人员根据标准来实现这些功能。因为 PUT、GET、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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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的标准行为可以大致映射为 CRUD 范例操作，所以一些人就认为资源 API 只
适用于 CRUD 的用例。不过，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可以利用 POST 执行一些
无法映射为 CRUD 的行为。
HTTP 规范也说明了哪些方法是“安全的”，哪些方法是“幂等的”。如果操作不会
产生副作用，则认为它们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安全的操作不会触发写操作（即创建、
更新或删除）。GET、HEAD、和 OPTIONS 方法可以实现为安全的操作。幂等性是指无
论调用同一个过程多少次，只要参数相同，就返回相同的结果。GET、HEAD、PUT、
DELETE，以及 OPTIONS 都是幂等的，但 POST 不是幂等的。因此，如果客户端重复
将联系信息 POST 到同一 URI，那么用户实际上会希望每次都将该联系信息写入。在此
期间，POST 总会有几次展示出一定幂等性的行为。例如，如果客户端一次又一次地发
送同样的订单，那么客户端也不必担心会生成重复的订单。这意味着，服务必须能够
区分多次不同的 POST 请求。针对这一需求，最简单的实现方法是客户端在请求中插入
一个唯一的键值（即标识符），服务在执行它的主要逻辑之前会检查该键值。如果服务
发现它已经处理过了一个具有相同键值的请求，便会拒绝这个新请求。问题是必须确保
这些标识符确实是唯一的。另一种方法是让客户端先查询一个服务，取回一个唯一的
URI，供后续的 POST 专门使用。这种模式称为“只 POST 一次”（Post-Once-Exactly）
[Nottingham，Marc]。
资源 API 通常利用标准的 HTTP 状态码，向客户端提供处理结果。例如，当处理
请求成功时，服务不会返回一段 XML 消息，而是返回一个 HTTP 状态码 200。如果资
源被移动到了新位置，则服务会返回状态码 301 ；如果客户端发送了一个格式错误的消
息，则服务可能会返回 400 错误码，用于通知客户端无法理解它们所发送的请求，不
能进行处理。涉及一些常见场景的状态码还有很多，详情可以参考 http://www.w3.org/
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10.html。状态码使得客户端和服务之间能够以一种标准的
方式进行通信，同时也有助于优化网络利用率，因为这种方式向客户端返回了最少量
的数据。
在资源 API 契约中，服务使用或生成的媒体类型是规定得最明确的一部分。契约
内容定义了需要的数据结构（即使用 XML 还是使用 JSON 等格式来表示数据）、字符
编码（例如，Unicode、ASCII）、解析数据的规则、链接到其他资源的标准。可以修
改或扩展媒体类型，只要这些数据结构、字符编码、解析规则、链接标准的变化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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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户端产生破坏性的变化（有关破坏性变化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 7.2 节）。这意
味着，在使用这种 API 风格的服务时，我们不应该突然将媒体类型换成客户端无法理
解的另一种类型。事实上，在“企业级应用程序”（enterprise business application）中
是不允许这种单向变化的，修改都需要经过各方的协调。因此，客户端必须预先知
道服务的媒体类型，也必须知道如何处理它们。所有各方都应该利用一些标准类型
（如 MIME 协议），如果可以还应该使用一些公共词汇（如 Atom Publishing Protocol、
Microformat）。如果没有使用现有的标准类型或词汇，那么应用各方就不得不开发他们
自己的专有类型和词汇。当然，这样会限制服务的使用。
并不是每个客户端都需要理解服务使用的媒体类型，一些客户端可以将特定媒
体类型的处理委托给专门的代理。例如，服务可以用“执行引擎（如 Java applet 或
JavaScript）”来封装某种处理的表现形式，并且确保客户端能够安装和运行这种引擎。
还有一些媒体类型可以使用插件，这些插件拥有该媒体类型的处理模型的特定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客户端也必须安装这种插件，并为它们授予相应的执行权限。

考虑因素
创建资源 API 的开发人员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 适用不同类型的客户端 ：当客户端类型很多时，资源 API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这种风格的 API 来说，Web 浏览器、新闻摘要阅读器、联合服务（syndication
service）、Web 聚合、微博、应用糅合（mashup）、AJAX 控件，以及移动应用
程序都可以是其很自然的客户端。除此之外，这种 API 风格也可以用于企业集
成和工作流场合。
在必须交换大型文档、消息，或二进制文件时，资源 API 也特别有效。这
种方式的优点是不需要把这些媒体类型封装在消息封套（Message envelope）中。
如果使用消息封套，客户端和服务在传递消息时，就必须使用额外的协议（如消
息传输优化机制（Message Transmission Optimization Mechanism，MTOM）），在
发送时将传输的数据负载附加到消息中，接收时再从消息中分离出有效的载荷。
● 可寻址能力：通过资源 API，客户端可以方便地保存和共享的服务链接。不过，服
务拥有者必须首先确定数据是否应该被直接寻址。问题是，对于恶意用户来说，
URI 往往为他们提供了挖掘信息组织结构的线索。这些“容易破解”的 URI 使
得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理解每一段 URI 的含义，如果替换特定 URI 分段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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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用户就能够访问不应该看到的信息。例如，URI 可能会将客户账号作为它
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就很容易被利用。通过将简单的账号数字替换成无意义的
UUID，服务拥有者就能够防止不良用户破解这些 URI。不过，这还不够。服务
拥有者总是应该实现适当的身份验证和授权逻辑，以确认调用者的身份，并限
制每个调用者能够执行的操作。虽然如此，仍然会有一些人认为，即使已经设
置了正确的验证和授权保护机制，资源的直接可寻址性还是具有很大的安全风
险。替代方案就是通过消息 API 或 RPC API 来过滤所有的请求。
● 服务连接器的代码生成：使用资源 API 的客户端开发人员通常无法利用代码生成
工具。这种情况部分归咎于资源 API 的设计者都不太喜欢提供服务描述符（参
见 6.3 节）。对于那些喜欢使用代码生成工具自动生成客户端服务连接器的开发
人员来说，基于消息 API 或 RPC API 的服务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 实现异步性：面向资源的服务通常使用请求 / 响应模式，但也可以使用请求 / 确
认交互模式。如果采用请求 / 确认模式，在收到请求时不立即进行处理 ；服务会
把请求转发到一个异步后台进程，并返回一个确认消息（即 HTTP 状态码 202）。
通过将接收消息与处理消息进行分离，系统就能够更好地处理无法预料的峰值
负载，控制请求处理的速率。
● 如何避免阻塞 ：使用这种 API 风格的客户端在发送消息后，不需要进行阻塞。相
反，它们可以使用一个异步响应处理器（参见 6.4 节），使客户端在发送消息后，
可以立即执行其他有用的工作。
● 能够支持客户端偏好：资源 API 通常会为同一个逻辑资源提供多种表现形式。不
必为每种表现形式使用互不相同的 URI，相反，可以使用媒体类型协商（Media
Type Negotiation，参见 3.4 节），让客户端指定它们各自的偏好。
● 延迟绑定 ：当服务处理完请求之后，客户端一般还需要按照特定的顺序来调用其
他服务。例如，客户端调用了“创建订单”（Order Creation）服务后，一般还会
相继调用“更新订单”（Order Update）、“取消订单”（Order Cancel）、和“查询
订单状态”（Order Status）等服务。通过采用链接服务模式（Linked Service，参
见 3.5 节），客户端在收到服务影响后，就能够发现其他可以被调用的相关服务。
● 利用缓存技术的能力：这种 API 风格可以利用针对 HTTP 专门设计的缓存技术。
例如，当客户端请求一个产品信息时，如果这个产品的信息在过去一天内没有

第2章

Web 服务 API 风格

37

发生变化，那么就可以在一个反向代理（Reverse Proxy）上找到关于该产品的
信息，再直接返回缓存的表述，省略服务执行。这样可以减少对原始服务器的
负荷，尤其是当服务需要查询数据库、执行 CPU 或进行内存密集的计算时。因
此，资源 API 非常适合“读操作”的场景。客户端也可以实现缓存机制，在向
服务发送消息之前，先检查匹配的表述。图 2.2 演示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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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API 的表述可以容易地从客户端、中间层和服务器缓存中获得。只要距离客户端较近的
缓存能够提供表现数据，就可以避免网络延迟带来的性能开销，同时最小化服务器的负载

● 资源 API 与 REST ：前面提到，资源 API 通常会遵循 REST 的原则，但并不是
每个资源 API 都可以认为是符合 REST 风格的。REST 是一种由多项约束条件定
义的架构风格 [Fielding]。这些约束包含以下内容。
- 客户端 / 服务器：无论使用何种 API，所有 Web 服务都需要满足此约束。
- 无状态性 ：不是每个资源 API 都是无状态的。一些开发人员并不十分关心超级可
伸缩性，创建的 Web 服务会在多个调用之间维护客户端状态。详细描述可以参
见 5.2 节。
- 可缓存的响应：大多数资源 API 可以利用缓存技术。是否应该对响应数据进行缓
存是另一个讨论话题。应该注意到的是，RPC API 和消息 API 返回的响应也能
够由中介进行缓存，但这样的模式通常必须使用特定的基础设施。
- 统一的接口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约束。它要求在所有组件（即客户端、中间
层和服务器）之间使用统一的接口。对于资源 API 来说，这种统一的接口是通
过 HTTP 规范定义的。REST 实践者建议资源 API 必须严格按照 HTTP 规范的
规定来使用服务器方法（即，GET、PUT、POST 和 DELETE）。因此，一个依靠
POST 来执行所有逻辑操作的 API 则不是 REST 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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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约束还包含四项体系结构方面的子约束。首先，必须统一标识所有资
源，这是通过 URI 实现的。第二和第三项子约束要求通过表述对资源进行处理，
消息必须是自描述的。资源 API 通常都可以满足这些要求。最后一项子约束的
内容是超媒体应该作为应用程序状态的引擎。简言之，这项约束意味着应该使
用超链接来指导客户端应用程序的各种工作流状态转换。许多资源 API 不能满
足这个要求。有关该主题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链接服务模式（参见 3.5 节）的
相关描述。
- 分层系统 ：如果从开放系统互连（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OSI）模型的
角度来看，所有 Web 服务，无论使用什么 API 风格，都满足该原则。
- 按需代码 ：这个原则要求客户端应用程序应该是可扩展的，允许下载和执行脚本
或插件，以支持服务提供的媒体类型。因此，是否满足这一原则的决定权在客
户端，而不是 API。

示例：用 Java 和 JAX-RS 实现的资源 API
这 个 示 例 是 一 个 实 现 乐 曲 查 询 的 资 源 API， 只 演 示 了 部 分 实 现。MusicGenre
Controller 类是一个服务控制器（参见 4.2 节），它负责将客户端请求映射到特定
的请求处理器。这里的请求处理器类是 GetArtistsInGenre，它将乐曲流派和艺术
家姓名的起始字符作为输入。控制器会使用 MusicSearch 命令 [GoF] 执行对艺术家
的搜索。Artists 数据传输对象（Data Transfer Object，参见 4.3 节）会生成数据的
JSON 表述，再将它返回到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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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服务支持客户端触发 GET 请求来调用服务，如下所示：

该资源的表述类似于：

示例：过程调用
Flickr 是一个受欢迎的图片和视频托管网站，提供了一些 API（参见 www.flickr.
com/services/api/）。以下是资源 API 的几个例子，它们可以使客户端上传或替换标准的
二进制图片：
http://api.ﬂickr.com/services/upload/
http://api.ﬂickr.com/services/replace/
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向特定的 URI 发起 HTTP GET 或 POST 请求来调用这些过程，
如下所示：
http://api.ﬂickr.com/services/rest/?method=X&arg1=Y
显然不能将这种调用看作 REST 风格的 API，因为它没有利用 HTTP 的统一接口。
换句话说，在不使用 PUT 或 DELETE 的情况下，客户端可以调用有副作用的操作（例
如，一个写数据库的例程）。无论如何，这个 API 为客户端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种执行过
程的简单方法。有趣的是，对于这种远程过程的一次特定调用，包括调用参数（通过
查询字符串指定的数据），我们都可以将其保存下来，或添加到浏览器的收藏夹中。

示例：条件查询和更新
客户端在执行查询和更新操作时，如果指定只返回最近更新过的数据，就能够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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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降到最低。例如，客户端可以利用标准的 HTTP 标头属性 If-Modiﬁed-Since，通
知服务只返回在指定时间之后进行过修改的实体数据。以下是这种客户端请求的一个
例子：

在这个示例中，只有当价格表在 If-Modiﬁed-Since 标头指定的日期之后发生
变化时，服务才会返回响应数据。如果资源没有被修改，服务只返回一个 HTTP 状态码
304，表示什么都没有变化。因为不必再向客户端返回完整的数据表述，因此这种操作有
助于优化网络带宽。不过，服务器负载可能不会显著降低，因为服务仍然需要执行一些必
要的业务逻辑，以检索数据，并评估资源是否在客户端标头指定的日期之后发生过变化。
服务拥有者可以采用几种方法来降低服务器负载。方法之一是使用服务拦截器模
式（Service Interceptor，参见 6.5 节）。例如，可以配置一个入站拦截器，让它在分布
式缓存中检查是否能发现请求的信息，而该分布式缓存可以在多个 Web 服务器之间
共享。如果能在缓存中找到请求的信息，那么拦截器就直接返回找到的结果，而不再
调用请求处理器。处理器原本可能需要查询数据库，并格式化响应数据，现在不必执
行这种操作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服务器的利用率。不过，服务器仍然会收到
请求，所以这时的负载要高于完全收不到请求的情况。通过配置反向代理（Reverse
Proxy），缓存响应数据，可以进一步降低服务器负载。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会按一定
的客户端请求条件来查询它的缓存，如果条件满足，就返回之前保存的响应数据表述。
无论使用哪种缓存方法，服务拥有者都必须设定数据在缓存中的保存时限，超过这个
时限，缓存中的数据将会失效。
丢失更新问题（Lost-Update Problem）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条件语句来避免：

如果请求直接发送到服务，没有经过任何拦截器（包括反向代理），那么只有当服
务认为资源在随客户端请求一同提供的日期以后，没有被修改，才会处理该请求。否
则，服务会返回一个 HTTP 状态码 412，以表示某个“前置条件”失败了。在这种情况
下，前置条件就是修改日期。总之，利用分布式缓存的服务拦截器以及反向代理，都
可以有效降低服务器的负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