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理解消息通信

本章要点
■ 消息通信概念——消费者、生产者和代理
■ AMQP元素——交换器、队列和绑定
■ 虚拟主机
■ 消息持久化
■ 一条消息历经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生命周期

当提到消息通信（messaging）时，程序员们会联想到许多不同的事物。脑海里
最先浮现的是邮箱和 IM（即时通信），不过这些模型并非我们讨论的 RabbitMQ 消
息通信。虽然在某些方面，RabbitMQ 的消息通信和邮箱、IM 有共同之处，但它们
却是完全不同的模式。举例来说，虽然 AMQP（高级消息队列协议）像邮箱那样为
离线消费者存储消息，但是这些根据标签路由的消息更为灵活。同时和邮件不同的
是，这些消息没有固定的结构，甚至可以直接存储二进制数据。不同于 IM 协议，
AMQP 隐去了消息的发送方和接收方。AMQP 也没有“存在”1 这个概念。因此，这
1 主流的IM协议有四种，即时消息和存在协议（Instant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IMPP）、存
在和即时消息协议（Presence and Instant Messaging Protocol，PRIM）、SIP即时消息和存在扩展协议
（SIP for Instant Messaging and Presence Leveraging Extensions，SIMPLE）和可扩展消息与存在协议
（Extensible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XMPP）。——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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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灵活的基础设施鼓励你解耦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AMQP 消息能以一对多的广播
方式进行路由，也可以选择以一对一的方式路由。在 IM 中，你只能一对一通信。
由于 AMQP 消息通信与其他通信协议不同，因此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几节中解
释 AMQP 中的术语和构造。如果你有像 TIBCO 或者 IBM MQ 系列这样的企业级消
息通信系统的良好基础，那你会觉得很多内容其实非常熟悉。因为 RabbitMQ 专注
于应用程序之间的消息通信，所以清楚地理解通信模式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让我
们忘记根植于脑海的客户端 / 服务器端特性，从现在开始熟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概
念吧。

2.1

消费者和生产者（这可不是经济学课程哦）

如果你曾在工作中使用过网络软件，脑海中应该会有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概念。
不管是浏览器和 Web 服务器，还是应用程序和 MySQL 服务器，都是其中一方发送
请求，而另一方服务这些请求。你可以将其视为快餐车模式。你的应用程序下订单，
然后快餐车完成订单。你需要的数据来源于快餐车服务器。该模型就是我们平时如
何尝试理解应用程序和服务器之间发生的一切。因此对于这个新的消息通信机制，
你可能会问 ：哪个是顾客，哪个是快餐车，还有我怎样下订单呢？
这 确 实 是 个 问 题。RabbitMQ 不 是 快 餐 车 而 是 消 息 投 递 服 务。 应 用 程 序 从
RabbitMQ 获得的数据并不是由 Rabbit 产生的，就如同你收到的快递包裹也不是由
FedEx 生产的一样。因此，让我们把 Rabbit 当作一种投递服务。应用程序可以发送
和接收包裹。而数据所在的服务器也可以发送和接收。RabbitMQ 在应用程序和服
务器之间扮演着路由器的角色。所以当应用程序连接到 RabbitMQ 时，它就必须做
个决定 ：我是在发送还是在接收呢？或者从 AMQP 的角度思考，我是一个生产者还
是一个消费者呢？
生产者（producer）创建消息，然后发布（发送）到代理服务器（RabbitMQ）。
什么是消息呢？消息包含两部分内容 ：有效载荷（payload）和标签（label）。有效
载荷就是你想要传输的数据。它可以是任何内容，一个 JSON 数组或者是你最喜欢
的 iguana Ziggy 的 MPEG-4。RabbitMQ 不会在意这些。标签就更有趣了。它描述
了有效载荷，并且 RabbitMQ 用它来决定谁将获得消息的拷贝。举例来说，不同于
TCP 协议的是，当你明确指定发送方和接收方时，AMQP 只会用标签表述这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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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交换器的名称和可选的主题标记），然后把消息交由 Rabbit。Rabbit 会根据标
签把消息发送给感兴趣的接收方。这种通信方式是一种“发后即忘”
（fire-and-forget）
的单向方式。稍后在我们讨论交换器和绑定时，会更详细地探讨 RabbitMQ 是如何
解释标签的。眼下你只需要知道生产者会创建消息并设置标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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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消息流

消费者很容易理解。它们连接到代理服务器上，并订阅到队列（queue）上。把
消息队列想象成一个具名邮箱。每当消息到达特定的邮箱时，RabbitMQ 会将其发送
给其中一个订阅的 / 监听的消费者。当消费者接收到消息时，它只得到消息的一部分：
有效载荷。在消息路由过程中，消息的标签并没有随有效载荷一同传递。RabbitMQ
甚至不会告诉你是谁生产 / 发送了消息。就好比你拿起信件时，却发现所有的信封
都是空白的。想要知道这条消息是否是从 Millie 姑妈发来的唯一方式是她在信里签
了名。同理，如果需要明确知道是谁生产的 AMQP 消息的话，就要看生产者是否把
发送方信息放入有效载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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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生产者创建消息，消费者接收这些消息。你的应用程序
可以作为生产者，向其他应用程序发送消息。或者作为一个消费者，接收消息。也
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切换。不过在此之前，它必须先建立一条信道（channel）。等等！
什么是信道呢？
你必须首先连接到 Rabbit，才能消费或者发布消息。你在应用程序和 Rabbit 代
理服务器之间创建一条 TCP 连接。一旦 TCP 连接打开（你通过了认证），应用程
序就可以创建一条 AMQP 信道。信道是建立在“真实的”TCP 连接内的虚拟连接。
AMQP 命令都是通过信道发送出去的。每条信道都会被指派一个唯一 ID（AMQP
库会帮你记住 ID 的）。不论是发布消息、订阅队列或是接收消息，这些动作都是通
过信道完成的。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需要信道呢？为什么不直接通过 TCP 连接发
送 AMQP 命令呢？主要原因在于对操作系统来说建立和销毁 TCP 会话是非常昂贵
的开销。假设应用程序从队列消费消息，并根据服务需求合理调度线程。假设你只
进行 TCP 连接，那么每个线程都需要自行连接到 Rabbit。也就是说高峰期有每秒成
百上千条连接。这不仅造成 TCP 连接的巨大浪费，而且操作系统每秒也就只能建立
这点数量的连接。因此，你可能很快就碰到性能瓶颈了。如果我们为所有线程只使
用一条 TCP 连接以满足性能方面的要求，但又能确保每个线程的私密性，就像拥有
独立连接一样的话，那不就非常完美吗？这就是要引入信道概念的原因。线程启动
后，会在现成的连接上创建一条信道，也就获得了连接到 Rabbit 上的私密通信路径，
而不会给操作系统的 TCP 栈造成额外负担，如图 2.2 所示。因此，你可以每秒成百
上千次地创建信道而不会影响操作系统。在一条 TCP 连接上创建多少条信道是没有
限制的。把它想象成一束光纤电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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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理解 AMQP 信道和连接

每条电缆中的光纤束都可以传输（就像一条信道）。一条电缆有许多光纤束，
允许所有连接的线程通过多条光纤束同时进行传输和接收。TCP 连接就像电缆，而
AMQP 信道就像一条条独立光纤束。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假设你正在编写一个服务用来跟踪代客泊车。所有人都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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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bitMQ 进行交流。服务必须要完成两个任务 ：
（1）存储代客票 ID 以及对应的车辆停放泊车位。
（2）返回指定代客票 ID 对应的泊车位。
就第一个任务而言，你提供的服务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它订阅 Rabbit 队列，
等待“存放票”消息。该消息包含票 ID 和泊车位号码。对于第二个任务，你提供
的服务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它需要接收消息来获取特定代客票 ID，然后它需要
发布一个包含对应泊车位号码的应答消息。
为了实现第二个任务，应用程序要扮演生产者的角色。一旦建立到 RabbitMQ
代理服务器的连接，应用程序将创建多条信道 ：chan_recv 信道用于服务接收消
息的线程，chan_sendX（X 就是线程号）信道用于服务每一个应答线程。你使用
chan_recv 设置队列的订阅，用来接收包含“票查询”请求的消息。当应用程序通
过 chan_recv 信道收到一条票查询消息时，它检查消息中包含的票 ID。一旦确认了
对应的泊车位号，应用程序将创建线程发送应答（原始线程则继续接收新的请求）。
然后新的应答线程创建包含泊车位号的消息。最终，新线程为应答消息设置标签并
通过 chan_sendX 信道将其发送给 Rabbit。如果只有一条信道，新应答线程将无法分
享 TCP 连接。你有两个选择。其一，每个线程使用一个连接。这意味着你的应用程
序在响应当前请求前无法处理新的票查询请求。其二，为每个发送线程都分配 TCP
连接，这样会浪费 TCP 资源。使用多个信道，线程可以同时共享连接。这意味着对
请求的应答不会阻塞消费新的请求，而且也不会浪费 TCP 连接。有时，你可能会选
择仅使用一条信道，但是有了 AMQP，你可以灵活地使用多个信道来满足应用程序
的需求，而不会有众多 TCP 连接的开销。
重要的是记住消费者和生产者是消息发送和消息接收概念的体现，而非客服端
和服务器端。从总体上来说，消息通信，特别是 AMQP，可以被当作加强版的传输层。
使用信道，你能够根据应用需要，尽可能多地创建并行的传输层，而不会被 TCP 连
接约束所限制。当你理解了这些概念时，你就能把 RabbitMQ 看作软件的路由器了。

2.2

从底部开始构造：队列

你已对消费者和生产者有了一定的了解，已经急着要开始了吧？先别急。首先
你需要理解什么是队列。从概念上来讲，AMQP 消息路由必须有三部分 ：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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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和绑定。生产者把消息发布到交换器上 ；消息最终到达队列，并被消费者接收 ；
绑定决定了消息如何从路由器路由到特定的队列。在你研究交换器和绑定之前，需
要先理解队列的概念和工作原理。看一下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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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AMQP 栈 ：交换器、绑定，以及队列

就像我们之前在讨论生产者和消费者时说的那样，队列就如同具名邮箱。消息
最终达到队列中并等待消费。消费者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从特定的队列中接收消息 ：
（1）通过 AMQP 的 basic.consume 命令订阅。这样做会将信道置为接收模式，
直到取消对队列的订阅为止。订阅了消息后，消费者在消费（或者拒绝）最近接收
的那条消息后，就能从队列中（可用的）自动接收下一条消息。如果消费者处理队
列消息，并且 / 或者需要在消息一到达队列时就自动接收的话，你应该使用 basic.

consume。

（2）某些时候，你只想从队列获得单条消息而不是持续订阅。向队列请求单条
消息是通过 AMQP 的 basic.get 命令实现的。这样做可以让消费者接收队列中

的下一条消息。如果要获得更多消息的话，需要再次发送 basic.get 命令。你不

应该将 basic.get 放在一个循环里来替代 basic.consume。因为这样做会影响

Rabbit 的性能。大致上讲，basic.get 命令会订阅消息，获得单条消息，然后取消
订阅。消费者理应始终使用 basic.consume 来实现高吞吐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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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至少有一个消费者订阅了队列的话，消息会立即发送给这些订阅的消费者。
但是如果消息到达了无人订阅的队列呢？在这种情况下，消息会在队列中等待。一
旦有消费者订阅到该队列，那么队列上的消息就会发送给消费者。更有趣的问题是，
当有多个消费者订阅到同一队列上时，消息是如何分发的。
当 Rabbit 队列拥有多个消费者时，队列收到的消息将以循环（round-robin）的
方式发送给消费者。每条消息只会发送给一个订阅的消费者。假设有 seed_bin 队列，
消费者 Farmer Bob 和消费者 Farmer Esmeralda 订阅到 seed_bin 队列。 当消息到达
seed_bin 队列时，消息投递方式如下 ：
（1）消息 Message_A 到达 seed_bin 队列。
（2）RabbitMQ 把消息 Message_A 发送给 Farmer Bob。
（3）Farmer Bob 确认接收到了消息 Message_A。
（4）RabbitMQ 把消息 Message_A 从 seed_bin 中删除。
（5）消息 Message_B 到达 seed_bin 队列。
（6）RabbitMQ 把消息 Message_B 发送给 Farmer Esmeralda。
（7）Farmer Esmeralda 确认接收到了消息 Message_B。
（8）RabbitMQ 把消息 Message_B 从 seed_bin 中删除。
你可能注意到了 Farmers Bob 和 Esmeralda 做了一些我们还未讨论过的事情 ：他
们对消息进行了确认。消费者接收到的每一条消息都必须进行确认。消费者必须通
过 AMQP 的 basic.ack 命令显式地向 RabbitMQ 发送一个确认，或者在订阅到队

列的时候就将 auto_ack 参数设置为 true。当设置了 auto_ack 时，一旦消费者接
收消息，RabbitMQ 会自动视其确认了消息。需要记住的是，消费者对消息的确认
和告诉生产者消息已经被接收了这两件事毫不相关。因此，消费者通过确认命令告
诉 RabbitMQ 它已经正确地接收了消息，同时 RabbitMQ 才能安全地把消息从队列
中删除。
如果消费者收到一条消息，然后确认之前从 Rabbit 断开连接（或者从队列上取
消订阅）
，RabbitMQ 会认为这条消息没有分发，然后重新分发给下一个订阅的消费者。
如果你的应用程序崩溃了，这样做可以确保消息会被发送给另一个消费者进行处理。

20

第2章

理解消息通信

另一方面，如果应用程序有 bug 而忘记确认消息的话，Rabbit 将不会给该消费者发
送更多消息了。这是因为在上一条消息被确认之前，Rabbit 会认为这个消费者并没
有准备好接收下一条消息。你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如果处理消息内容非常耗时，
则你的应用程序可以延迟确认该消息，直到消息处理完成。这样可以防止 Rabbit 持
续不断的消息涌向你的应用而导致过载。
在收到消息后，如果你想要明确拒绝而不是确认收到该消息的话，该如何呢？
举例来说，假设在处理消息的时候你遇到了不可恢复的错误，但是由于硬件问题，
只影响到当前的消费者（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直到消息处理完成之前，你绝不
能进行确认）。只要消息尚未确认，则你有以下两个选择 ：
（1）把消费者从 RabbitMQ 服务器断开连接。这会导致 RabbitMQ 自动重新把
消息入队并发送给另一个消费者。这样做的好处是所有的 RabbitMQ 版本都支持。
缺点是，这样连接 / 断开连接的方式会额外增加 RabbitMQ 的负担（如果消费者在
处理每条消息时都遇到错误的话，会导致潜在的重大负荷）。
（2）如果你正使用 RabbitMQ 2.0.0 或者更新的版本，那就使用 AMQP 的 basic.

reject 命令。顾名思义 ：basic.reject 允许消费者拒绝 RabbitMQ 发送的消息。

如果把 reject 命令的 requeue 参数设置成 true 的话，RabbitMQ 会将消息重新发
送给下一个订阅的消费者。如果设置成 false 的话，RabbitMQ 立即会把消息从队列中

移除，而不会把它发送给新的消费者。你也可以通过对消息确认的方式来简单地忽略
该消息（这种忽略消息的方式的优势在于所有版本的 RabbitMQ 都支持）
。如果你检测
到一条格式错误的消息而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无法处理的时候，这样做就十分有用。
注 意 ：当 丢 弃 一 条 消 息 时， 为 什 么 要 使 用 basic.reject 命 令， 并 将

requeue 参数设置成 false 来替代确认消息呢？在将来的 RabbitMQ 版本中

会支持一个特殊的“死信”（dead letter）队列，用来存放那些被拒绝而不
重入队列的消息。死信队列让你通过检测拒绝 / 未送达的消息来发现问题。
如果应用程序想自动从死信队列功能中获益的话，需要使用 reject 命令

并将 requeue 参数设置成 false。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如何创建队列。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能使用 AMQP 的
queue.declare 命令来创建队列。但是如果消费者在同一条信道上订阅了另一个

队列的话，就无法再声明队列了。必须首先取消订阅，将信道置为“传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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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建队列时，你常常想要指定队列名称。消费者订阅队列时需要队列名称，并在
创建绑定时也需要指定队列名称。如果不指定队列名称的话，Rabbit 会分配一个随
机名称并在 queue.declare 命令的响应中返回（对于构建在 AMQP 上的 RPC 应
用来说，使用临时“匿名”队列很有用，我们会在第 4 章学习它）。以下是队列设置
中另一些有用的参数 ：


exclusive——如果设置为 true 的话，队列将变成私有的，此时只有你的应

用程序才能够消费队列消息。当你想要限制一个队列只有一个消费者的时候
很有帮助。


auto-delete——当最后一个消费者取消订阅的时候，队列就会自动移除。

如果你需要临时队列只为一个消费者服务的话，请结合使用 auto-delete
和 exclusive。当消费者断开连接时，队列就被移除了。

如果尝试声明一个已经存在的队列会发生什么呢？只要声明参数完全匹配现存
的队列的话，Rabbit 就什么都不做，并成功返回，就好像这个队列已经创建成功一
样（如果参数不匹配的话，队列声明尝试会失败）。如果你只是想检测队列是否存在，
则可以设置 queue.declare 的 passive 选项为 true。在该设置下，如果队列存在，
那么 queue.declare 命令会成功返回 ；如果队列不存在的话，queue.declare

命令不会创建队列而会返回一个错误。
当设计应用程序时，你最有可能会问自己，是该由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来创建所
需的队列呢？看起来最自然的答案是由消费者来创建队列。毕竟，消费者才需要订
阅队列，而且总不能订阅一个不存在的队列，是吧？先别这么快下结论。你首先需
要想清楚消息的生产者能否承担得起丢失消息。发送出去的消息如果路由到了不存
在的队列的话，Rabbit 会忽略它们。因此，如果你不能承担得起消息进入“黑洞”
而丢失的话，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都应该尝试去创建队列。另一方面，如果你能
承担得起丢失消息，或者你实现一种方法来重新发布未处理的消息的话（我们会向
你展现如何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只让自己的消费者来声明队列。
队列是 AMQP 消息通信的基础模块 ：


为消息提供了处所，消息在此等待消费。



对负载均衡来说，队列是绝佳方案。只需附加一堆消费者，并让 RabbitMQ
以循环的方式均匀地分配发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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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是 Rabbit 中消息的最后的终点（除非消息进入了“黑洞”）。

在掌握了队列之后，你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个 Rabbit 构造块 ：交换器和绑定！

2.3

联合起来：交换器和绑定

就像在前几节看到的那样，你想让消费者从队列中获取消息。现在的问题是，
消息是如何到达队列的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AMQP 的交换器和绑定。当你想要将
消息投递到队列时，你通过把消息发送给交换器来完成。然后，根据确定的规则，
RabbitMQ 将会决定消息该投递到哪个队列。这些规则被称作路由键（routing key）。
队列通过路由键绑定到交换器。当你把消息发送到代理服务器时，消息将拥有一个
路由键——即便是空的——RabbitMQ 也会将其和绑定使用的路由键进行匹配。如
果相匹配的话，那么消息将会投递到该队列。如果路由的消息不匹配任何绑定模式
的话，消息将进入“黑洞”。
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你也许会这么说 ：
“我只想让消息到达队列而已。”让我
们看一个例子，以便理解上述概念的优势。
你可以将这个场景和邮件进行比较 ：如果你想把一条消息发送给任何一个联系
人，则只需把消息发送到对方的邮件地址，SMTP 服务器会检查消息是发送给谁的
并会负责投递到用户的收件箱。但是，如果你的联系人想要把来自你的每条消息都
归档到商务文件夹下的话会如何呢？为了能达成这个目标，他们需要根据消息内容
设置明确的规则。举例来说，他们可能也想通过设置基于主机名的规则，将某些商
业供应商归类到同一个文件夹中。通过交换器、绑定和队列的概念，AMQP 实现上
述以及更多的使用场景，因此你能将队列绑定到交换器上，而不使用路由键，然后
你发送给交换器的每一条没有路由键的消息会投递到上述的队列中去。这一点和邮
件系统非常类似。如果你需要复杂的使用案例，例如发布 / 订阅或者多播，则也能
够轻易完成。一会儿你就能看到。
除了可以用交换器和绑定来完成不同的使用场景之外，还有另一个好处是 ：对
于发送消息给服务器的发布者来说，它不需要关心服务器的另一端（整个消息处理
环节中的队列和消费者）的逻辑。就如你将看到的那样，这可以导致有趣的消息通
信场景。如果服务器只允许你直接发布消息到队列的话，是无法实现这些场景的——
或者说非常难以实现。

2.3

联合起来：交换器和绑定

23

就像你之前看到的那样，服务器会根据路由键将消息从交换器路由到队列，但
它是如何处理投递到多个队列的情况的呢？协议中定义的不同类型交换器发挥了作
用。一共有四种类型 ：direct、fanout、topic 和 headers。每一种类型实现了不同的路
由算法。我们会讲解除了 headers 交换器外的其他三种。headers 交换器允许你匹配
AMQP 消息的 header 而非路由键。除此之外，headers 交换器和 direct 交换器完全一
致，但性能会差很多。因此它并不太实用，而且几乎再也用不到了。让我们仔细看
看其他几种类型的交换器吧。
direct 交换器非常简单 ：如果路由键匹配的话，消息就被投递到对应的队列。
请参考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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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交换器消息流

服务器必须实现 direct 类型交换器，包含一个空白字符串名称的默认交换器。
当声明一个队列时，它会自动绑定到默认交换器，并以队列名称作为路由键。这意
味着你可以使用如下代码发送消息到之前声明的队列去。前提是你已经获得了信道
实例 ：
$channel->basic_publish($msg, ‘’, ‘queue-name’);

第一个参数是你想要发送的消息内容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空的字符串，指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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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交换器 ；而第三个参数就是路由键了。这个路由键就是之前用来声明队列的名
称。之后，你会看到如何使用默认交换器和临时队列来实现 RPC 消息通信模式。
当默认的 direct 交换器无法满足应用程序的需求时，你可以声明你自己的交换
器。只需发送 exchange.declare 命令并设置合适的参数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 fanout 交换器。就如你看到的图 2.5 那样，这种类型的
交换器会将收到的消息广播到绑定的队列上。消息通信模式很简单 ：当你发送一条
消息到 fanout 交换器时，它会把消息投递给所有附加在此交换器上的队列。这允许
你对单条消息做不同方式的反应。举例来说，一个 Web 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在用户上
传新的图片时，用户相册必须清除缓存，同时用户应该得到些积分奖励。你可以将
两个队列绑定到图片上传交换器上。一个用于清除缓存，另一个用于增加用户积分。
从这个场景中你可以了解到，使用交换器、绑定和队列比直接向指定的队列发送
消息要有优势。假设应用程序的第一个需求是在图片上传到网站上后，需要清除用
户相册缓存。你可以通过只使用一个队列就能轻易完成。但是当产品负责人让你实
现一个新功能，即在上传完成后给用户一点奖励，你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直接将
消息发送给队列的话，就不得不修改发送方的代码，以将消息发送给新的用户积分
（points）队列。如果你使用的是 fanout 交换器的话，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新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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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写一段代码，然后声明新的队列并将其绑定到 fanout 交换器上。就如同我们之
前讲的那样，发送方的代码和消费者的代码两者之间完全解耦了，这允许你轻而易
举地添加应用程序的功能。
最后，我们将讨论 topic 交换器。这类交换器允许你实现有趣的消息通信场景，
它使得来自不同源头的消息能够到达同一个队列。让我们用 Web 应用程序日志系
统作为示例。你拥有多个不同的日志级别，例如 error、info 和 warning。与此同时，
你的应用程序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user-profile、image-gallery、msg-inbox 等。参见
图 2.6，如果在发送消息的动作失败时，你想要报告一个 error 的话，则可以编写以
下代码 ：
$channel->basic_publish($msg, ‘logs-exchange’, ‘error.msg-in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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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topic 交换器消息流

然后，假设你声明了一个 msg-inbox-errors 队列，你可以将其绑定到交换器上来
接收消息，如下所示 ：
$channel->queue_bind('msg-inbox-errors',
'logs-exchange',
'error.msg-inbox');

26

第2章

理解消息通信

到目前为止，这看起来和使用 direct 交换器很像。你为队列绑定操作和消息发
布路由键指定了相同的 error.msg-inbox 字符串作为绑定规则。那样就能确保你

的消息会路由到 msg-inbox-errors 队列，这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你想要一

个队列监听 msg-inbox 模块的所有 error 级别的话，你该怎么做呢？你可以通过将新
的队列绑定到已有的同一个交换器来实现，就像下面这样 ：
$channel->queue_bind('msg-inbox-logs',
'logs-exchange',
'*.msg-inbox');

msg-inbox-logs 队 列 将 会 接 收 从 msg-inbox 模 块 发 来 的 所 有 error、warning 和
info 日志信息。那么如何接收所有的日志呢？这实现起来也很简单。你可以在队列
绑定到交换器上的时候使用通配符。从之前的例子可以看到，单个“.”把路由键分
为了几部分，
“*”匹配特定位置的任意文本。为了实现匹配所有规则，你可以使用“#”
字符 ：
$channel->queue_bind('all-logs', 'logs-exchange', '#');

通过这样的绑定方式，all-logs 队列将会接收所有从 Web 应用程序发布的日志。
当然，要使得之前的示例能够运行，你必须在绑定之前对队列进行声明。“*”操作
符将“.”视为分隔符 ；与之不同的是，“#”操作符没有分块的概念，它将任意“.”
字符均视为关键字的匹配部分。
到目前为止，你应该已经理解了这三种交换器类型，并能体会 AMQP 的强大之
处了。你可以对服务器的行为编程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它既能够以发布 / 订阅模式
的设置方式作为队列服务器使用，也可以作为 RPC 服务器。这取决于你如何组织这
些功能。
让我们回顾一下本节所学到的知识 ：


AMQP 架构中最关键的几个组件分别是交换器、队列和绑定。



根据绑定规则将队列绑定到交换器上。



消息是发布到交换器上的。



有三种类型的交换器 ：direct、fanout 和 topic。



基于消息的路由键和交换器类型，服务器会决定将消息投递到哪个队列去。

2.4

2.4

多租户模式：虚拟主机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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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租户模式：虚拟主机和隔离

在理解了交换器、绑定和队列之后，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 Rabbit 的
所有特性。但是随着深入使用 Rabbit 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概念我们尚未讨论过 ：
vhost。每一个 RabbitMQ 服务器都能创建虚拟消息服务器，我们称之为虚拟主机
（vhost）。每一个 vhost 本质上是一个 mini 版的 RabbitMQ 服务器，拥有自己的队列、
交换器和绑定……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自己的权限机制。这使得你能够安全地使用
一个 RabbitMQ 服务器来服务众多应用程序，而不用担心你的 Sudoku（数独）应用
可能会删除狗狗防丢跟踪器正在使用的队列。vhost 之于 Rabbit 就像虚拟机之于物
理服务器一样 ：它们通过在各个实例间提供逻辑上分离，允许你为不同应用程序安
全保密地运行数据。这很有用，它既能将同一 Rabbit 的众多客户区分开来，又可以
避免队列和交换器的命名冲突。否则你可能不得不运行多个 Rabbit，并忍受随之而
来头疼的管理问题。相反，你可以只运行一个 Rabbit，然后按需启动或关闭 vhost。
vhost 是 AMQP 概念的基础，你必须在连接时进行指定。由于 RabbitMQ 包含
了开箱即用的默认 vhost ：
“/”，因此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如果你不需要多个 vhost 的
话，那么就使用默认的吧。通过使用缺省的 guest 用户名和密码 guest 就可以访问默
认 vhost。为安全起见，你应该更改它（更多内容请参见第 3 章）。AMQP 的一个有
趣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指定权限控制是在 vhost 级别还是在服务器端级别实现。这
留给了服务器的开发者去决定。在 RabbitMQ 的例子中，权限控制是以 vhost 为单位的。
当你在 Rabbit 里创建一个用户时，用户通常会被指派给至少一个 vhost，并且
只能访问被指派 vhost 内的队列、交换器和绑定。当你在设计消息通信架构时，记
住 vhost 之间是绝对隔离的。你无法将 vhost banana_tree 上的交换器绑定到 vhost
oak_tree 中的队列去。事实上，这既保证了安全性，又确保了可移植性。假设你为
重要的银行应用设计了支票兑现层，并使用了自己的 vhost。最初，你可能把这个
vhost 同其他 vhost 一起运行在同一个 Rabbit 上。直到有一天客户们开始兑换数以
百万计的支票——对你来说是好事，但是对 Rabbit 服务器来说可就惨了。支票兑换
需要运行在轻负载的 Rabbit 服务器上。如果支票兑现层使用的是默认 vhost 的话，
则你不得不担心命名冲突（队列和交换器）。不过既然它有自己的 vhost，你就能安
全地迁移到新的 Rabbit 服务器上，然后马上开始处理新的负载而不会有任何命名冲
突。因此，我们强烈推荐你仔细甄别基础架构（譬如 Web 日志）中的通用功能群
组，并为它们分别分配各自的 vhost。同时，请记住，当你在 RabbitMQ 集群上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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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ost 时，整个集群上都会创建该 vhost。vhost 不仅消除了为基础架构中的每一层运
行一个 RabbitMQ 服务器的需要，同样也避免了为每一层创建不同集群。
我们讨论了 vhost 带来的所有巨大益处，那么如何创建它们呢？ vhost 和权限
控制非常独特，它们是 AMQP 中唯一无法通过 AMQP 协议创建的基元（不同于队
列，交换器和绑定）。对于 RabbitMQ 来说，你需要通过 RabbitMQ 的安装路径下
./sbin/ 目录中的 rabbitmqctl 工具来创建。通过简单地运行 rabbitmqctl add_

vhost[vhost_name] 就可以创建一个 vhost。其中 [vhost_name] 就是你想要创建的

vhost。删除 vhost 同样简单 ：rabbitmqctl delete_vhost[vhost_name]。一旦

vhost 创建成功之后，你就可以连接上去并开始添加队列和交换器了。如果你想要知
道特定 Rabbit 服务器上运行着哪些 vhost 时，运行 rabbitmqctl list_vhosts 即
可。之后你就会看见如下所示的内容 ：
$ ./sbin/rabbitmqctl list_vhosts
Listing vhosts ...
/
oak
sycamore
...done.

注意 ：通常情况下，你将在服务器上直接运行 rabbitmqctl 来管理自
己的 RabbitMQ 节点。不过，你也可以通过指定 –n rabbit@[server_

name] 选项来管理远程 RabbitMQ 节点。@ 符号将节点标识符（rabbit@

[server_name]）分成两部分 ：左边的是 Erlang 应用程序名称，在这里永远
都是 rabbit。右边是服务器主机名或者 IP 地址。你需要确保运行 Rabbit 节
点的服务器和运行 rabbitmqctl 的工作站安装了相同的 Erlang cookie。
更多关于 Erlang cookie 的信息，请参阅 3.4.1 节。
到目前为止，通过 vhost 你保障了队列和交换器的安全。现在我们来讨论当
Rabbit 崩溃或者重启时，如何确保关键消息不丢失。

2.5

我的消息去哪儿了呢？持久化和你的策略

关于在 Rabbit 里创建队列和交换器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默认情况下它们无法
幸免于服务器重启。没错，重启 RabbitMQ 服务器后，那些队列和交换器就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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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随同里面的消息）
。原因在于每个队列和交换器的 durable 属性。该属性默认
情况为 false，它决定了 RabbitMQ 是否需要在崩溃或者重启之后重新创建队列（或者
交换器）
。将它设置为 true，
这样你就不需要在服务器断电后重新创建队列和交换器了。
你也许会认为把队列和交换器的 durable 属性设置为 true 就足够可以让消息幸免于
重启，但是你错了。队列和交换器当然必须被设置成 true，但光这样做还不够。
能从 AMQP 服务器崩溃中恢复的消息，我们称之为持久化消息。在消息发布前，
通过把它的“投递模式”（delivery mode）选项设置为 2（AMQP 客户端可能会使用
人性化的常量来代替数值）来把消息标记成持久化。到目前为止，消息还只是被表
示为持久化的，但是它还必须被发布到持久化的交换器中并到达持久化的队列中才
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则包含持久化消息的队列（或者交换器）会在 Rabbit 崩溃
重启后不复存在，从而导致消息成为孤儿。因此，如果消息想要从 Rabbit 崩溃中恢复，
那么消息必须 ：


把它的投递模式选项设置为 2（持久）



发送到持久化的交换器



到达持久化的队列

做到以上三点，你就不用和你的关键消息玩“躲猫猫”了。
RabbitMQ 确保持久性消息能从服务器重启中恢复的方式是，将它们写入磁盘
上的一个持久化日志文件。当发布一条持久性消息到持久交换器上时，Rabbit 会在
消息提交到日志文件后才发送响应。记住，之后这条消息如果路由到了非持久队列
的话，它会自动从持久性日志中移除，并且无法从服务器重启中恢复。如果你使用
持久性消息的话，则确保之前提到的持久性消息的那三点都必须做到位（我们再怎
么强调也不为过）。一旦你从持久化队列中消费了一条持久性消息的话（并且确认
了它），RabbitMQ 会在持久化日志中把这条消息标记为等待垃圾收集。在你消费持
久性消息前，如果 RabbitMQ 重启的话，服务器会自动重建交换器和队列（以及绑定），
重播持久性日志文件中的消息到合适的队列或者交换器上（取决于 Rabbit 服务器宕
机的时候，消息处在路由过程的哪个环节）。
你可能认为自己应该为所有的消息都启用持久化消息通信。你可以这样做，但
同时你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性能。写入磁盘要比存入内存中慢不止一点点，而且
会极大地减少 RabbitMQ 服务器每秒可处理的消息总数。使用持久化机制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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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吞吐量降低至少 10 倍的情况并不少见 2。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持久性消息在
RabbitMQ 内建集群环境下工作得并不好。虽然 RabbitMQ 集群允许你和集群中的任
何节点的任一队列进行通信，但是事实上那些队列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节点而没有冗
余（在集群中任何一个队列都没有备份的拷贝）。如果运行 seed_bin 队列的集群节
点崩溃了，那么直到节点恢复前，这个队列也就从整个集群中消失了（如果队列是
可持久化的）
。更重要的是，当节点宕机时，其上的队列也都不可用了，而且持久
化队列也无法重建。这就会导致消息丢失。我们会在第 5 章更详细地讨论这一情况，
并给出替代的集群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权衡取舍，什么情况下你应该使用持久性 / 持久化消息通信呢？首先，你需要
分析（并测试）性能需求。你是否需要单台 Rabbit 服务器每秒处理 100 000 条消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寻找其他方式来保证消息投递（或者使用更快速的存储系
统）。举例来说，生产者可以在单独的信道上监听应答队列。每次发送消息的时候，
都包含应答队列的名称，这样消费者就可以回发应答以确认接收到了。如果消息应
答未在合理时间范围内到达，生产者就重新发送消息。也就是说，要保证消息的投
递这一关键本质决定了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消息（例如日志消息）会有更低的吞吐量。
因此如果持久性消息通信能够满足性能需求的话，那么用这种机制确保消息投递是
极佳的方式。我们更多的是为关键消息使用持久化机制。我们只是对何种类型的内
容使用持久性消息通信举棋不定。举个例子，我们运行两种类型的 Rabbit 集群 ：非
持久化消息通信的传统 RabbitMQ 集群和持久化消息通信的活动 / 热备非集群 Rabbit
服务器（使用负载均衡）。这样做确保了为持久化消息通信处理负载不会减慢非持
久化消息的处理。这也意味着 Rabbit 内建集群在节点宕机时不会让持久性消息消失。
请记住 Rabbit 能帮助确保投递，但并不是万无一失的。硬盘崩溃、充满 bug 的消费
者或者其他极端事件都能导致持久化消息丢失。最终确保消息安全到达都将取决于
你的策略。持久化消息通信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一点。
和消息持久化相关的一个概念是 AMQP 事务（transaction）。到目前为止，我
们讨论的是将消息、队列和交换器设置为持久化。这一切都工作得很好，并且
RabbitMQ 也负责保证消息的安全。但是由于发布操作不返回任何信息给生产者，
那你怎么知道服务器是否已经持久化了持久消息到硬盘呢？服务器可能会在把消息
写入磁盘前就宕机了，消息因此而丢失，而你却不知道。这就是事务发挥作用的地方。

2 将RabbitMQ的消息存储置于SSD上的话，就可以极大地提升持久化消息通信的性能。

2.5

我的消息去哪儿了呢？持久化和你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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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继续处理其他任务前，你必须确保代理接收到了消息（并且已经将消息路由给所
有匹配的订阅队列），你需要把这些行为包装到一个事务中。如果你有数据库背景
的话，不要把 AMQP 事务和大多数数据库的事务概念搞混了。在 AMQP 中，在把
信道设置成事务模式后，你通过信道发送那些想要确认的消息，之后还有多个其他
AMQP 命令。这些命令是执行还是忽略，取决于第一条消息发送是否成功。一旦你
发送完所有命令，就可以提交事务了。如果事务中的首次发布成功了，那么信道会
在事务中完成其他 AMQP 命令。如果发送失败的话，其他 AMQP 命令将不会执行。
事务填补了生产者发布消息以及 RabbitMQ 将它们提交到磁盘上这两者之间“最后
1 英里”的差距。不过，还有更好的方法来填补差距。
虽然事务是正式 AMQP 0-9-1 规范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有阿喀琉斯之踵 3 ：几乎
吸干了 Rabbit 的性能。使用事务不但会降低大约 2~10 倍的消息吞吐量，而且会使
生产者应用程序产生同步。而你使用消息通信就是想要避免同步。知晓了所有这一
切之后，RabbitMQ 团队决定拿出更好的方案来保证消息投递 ：发送方确认模式 4。
和事务相仿，你需要告诉 Rabbit 将信道设置成 confirm 模式，而且你只能通过重新
创建信道来关闭该设置。一旦信道进入 confirm 模式，所有在信道上发布的消息都
会被指派一个唯一的 ID 号（从 1 开始）。一旦消息被投递给所有匹配的队列后，信
道会发送一个发送方确认模式给生产者应用程序（包含消息的唯一 ID）。这使得生
产者知晓消息已经安全到达目的队列了。如果消息和队列是可持久化的，那么确认
消息只会在队列将消息写入磁盘后才会发出。发送方确认模式的最大好处是它们是
异步的。一旦发布了一条消息，生产者应用程序就可以在等待确认的同时继续发送
下一条。当确认消息最终收到的时候，生产者应用的回调方法就会被触发来处理该
确认消息。如果 Rabbit 发生了内部错误从而导致了消息的丢失，Rabbit 会发送一条
nack（not acknowledged，未确认）消息。就像发送方确认消息那样，只不过这次说
明的是消息已经丢失了。同时，由于没有消息回滚的概念（同事务相比）
，因此发送
方确认模式更加轻量级，同时对 Rabbit 代理服务器的性能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至此，你了解了 RabbitMQ 的各个部分，包括从消费者和生产者到持久化消息
3 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原指阿喀琉斯的脚跟。因为这是其唯一一个没有浸泡到神水的地
方，所以是他唯一的弱点。后来，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被人射中脚跟而致命。这里指事务本身具有致
命的弱点。——译者注
4 发送方确认（publisher confirm）模式是RabbitMQ独有的针对AMQP的扩展（尽管其他服务器也可以
自由地将其添加到AMQP实现中去）。该模式仅在RabbitMQ 2.3.1或更高版本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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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那么它们如何结合起来呢？一条真实消息的生命周期是怎样的呢？回答这些
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代码层面来看看消息的一生。

2.6

把所有内容结合起来：一条消息的一生

我们已经讨论了 RabbitMQ 的历史，我们也讨论了 AMQP 及其细节，也安装了
服务器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动手写点代码了。我们会演示消息的创建、发布，然后
在服务器的另一端进行消费。我们会按照传统来开始自己的第一个 Hello World 例子，
就这么办吧。
在本书中，我们用 PHP 和 Python 语言来编写代码。感谢 AMQP，代码示例可
以轻而易举地移植到另一门库和语言（如果仔细比较 Python 代码和 PHP 代码，就
会明白这一点）。
为了构建 Hello World 程序，让我们从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开始。


Python 2.6 或更高版本——你需要 Python 解释器的最新版本。我们使用的是
安装在 Mac OS X 10.6 平台的 2.6.1 版本。你可以使用包管理器在你的 Linux
平台上安装 Python。



easy_install——这个小程序是 Python 包 setuptools 的一部分。它会帮你
安装额外的包。



Pika 0.9.6 或更高版本——Pika 是 rabbit 家族可爱的成员，同时也是 Rabbit
团队编写的官方 Python AMQP 库。

为了设置环境，首先需要安装 easy_install（根据操作系统的要求，你也许需要
在 sudo 下运行这些命令）：
$ wget http://peak.telecommunity.com/dist/ez_setup.py
...
(25.9 KB/s) - ez_setup.py saved [10285/10285]
$ python ez_setup.py
...
Installed /Library/Python/2.6/site-packages/setuptools-0.6...

安装完 easy_install 之后，下一步安装 Pika ：
$ easy_install pika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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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ed /Library/Python/2.6/site-packages/pika-0.9.6-py2.6.egg
Processing dependencies for pika
Finished processing dependencies for pika

下一步创建文件夹存放你的示例代码 ：
$ mkdir chapter-2
$ cd chapter-2

让我们从发布者的代码开始。它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


连接到 RabbitMQ



获取信道



声明交换器



创建消息



发布消息



关闭信道



关闭连接

至此你完成了所有的设置工作，在文本编辑器里打开 hello_world_producer.py
文件，并键入以下代码。
清单 2.1

Hello World 生产者
थቡ҂̽ေ
Ҭ٨ᄊᤌଌ

ᖍ४η᥋
ܦ̔૱٨

ѹथጦవ๗ৌ

ԧ࣋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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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这堆代码做了些什么。首先在 处，用样板代码来连接 RabbitMQ
（ 这 里没有指定虚拟主机，使用的是默认的“/”）。RabbitMQ 默认运行在本机的
5672 端口上。使用默认的 guest 用户名和密码。然后获得信道 和 RabbitMQ 进行通信。
下一步是声明交换器 。消息将发送到这里。第一个参数是交换器名称 helloexchange，第二个参数是交换器类型 direct。第一个 Boolean 标记告诉 RabbitMQ 你

发送的是非 passive 模式的 declare 命令。这说明你想要声明交换器，而非仅仅获

得它的信息。后两个标记说明你想要持久化的交换器，并且不会自动删除。
处 你 着 手 创 建 了 一 条 消 息。 消 息 的 内 容 是 传 递 给 hello_world_
consumer.py 脚本的第一个参数。消息内容类型是 text/plain。
然后在第
5

获得消息之后，你就将其通过 basic_publish 命令发送给 hello-exchange

。

你不需要每次都关闭连接。你可以通过一条信道 / 连接发送多条信息。发送完
之后再关闭。
发布者已经准备就绪，现在让我们创建消费者。它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


连接到 RabbitMQ



获得信道



声明交换器



声明队列



把队列和交换器绑定起来



消费消息



关闭信道



关闭连接

看起来和之前很像，但事实上却不是。在之前的代码样例中，你已经完成了前
三步和后两步。这里新的内容是如何声明队列，并绑定到交换器上，然后开始消费
新消息。
创建一个名为 hello_world_consumer.py 的文件，并把以下代码加入进去。
如你所见，这些包含类库和定义常量的代码是一样的。你可以把这些定义放置
到 config.py 文件中以避免重复代码。我们把这个作为练习留给你完成。
5 作者笔误，应该是hello_world_producer.py。——译者注

2.6

清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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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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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处你建立了到服务器的连接，并在

处创建了信道。在获得了连接之后，

6

你在 处再一次声明了交换器 。由于 declare 命令的语义是“如果没有就创建；否

则继续”，所以这里什么都没发生。如果之后你发送 queue_bind 命令时，万一交
换器并没有预先创建好。这样做为的是要避免这类错误的发生。
在 处，你使用 AMQP 默认参数声明了一个名为 hello-queue 的队列。之后

你把队列绑定到 hello-exchange

。你使用的路由键为 hola。

你几乎已经准备就绪开始消费消息了，不过你还需要一个用于处理消息的回调
函数。在 处你创建了该函数，它会确认消息 。因此，RabbitMQ 才能删除消息并
给消费者发送新的消息。在回调函数的末尾，你打印出了消息体。不久你就会知道
处做了什么。
6 第一次是在hello_world_producer.py文件中声明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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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_consume 命令订阅队列了。第一个参

数就是你刚编写的回调函数。接下来的参数分别是队列的名称和用于标识进程的消
费者标记。RabbitMQ 发送给消费者的每一条消息都会传入你的回调函数。
通过之前的命令，你已经准备好接收消息了。现在你必须要真的这样做了。你
在 处开始了一个阻塞的循环等待从信道进来的数据。如果 RabbitMQ 发送消息给
你，pika 会把消息传递给你的回调函数的。
我们还剩最后一点困惑 没有讲到。start_consuming() 是一个无尽的阻塞
while 循环。要想让它停止，你可在回调函数内插入一个条件判断。条件判断会检查
消息体是否为 'quit'，如果是的话，就会发送 basic_cancel 命令以结束消费（同
时关闭信道和连接）。你必须提供消费者标记作为 basic_cancel 的参数。

现在让我们来测试一下代码吧。首先你必须启动 RabbitMQ，然后打开新的终
端窗口，移动到 RabbitMQ 的安装目录，输入以下命令 ：
$ sbin/rabbitmq-server

一旦 RabbitMQ 运行起来了，切换回之前的终端窗口，用以下命令启动消费者（见
图 2.7）：
$ python ./hello_world_consumer.py

图 2.7

RabbitMQ Hello World

2.7

使用发送方确认模式来确认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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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个新的终端窗口，移动到 chapter-2 文件夹，输入以下命令 ：
$ python ./hello_world_producer.py ‘Hello World!’

如果一切正常，你应该会在运行消费者的终端窗口上看到 "Hello World!"
文本。恭喜你，一切工作正常！
现在像这样发送其他消息试试 ：
$ python ./hello_world_producer.py ‘Hello Mundo!’

你应该可以看到 ：
“Hello Mundo!”
最后我们停止消费者 ：
$ python ./hello_world_producer.py ‘quit’

让我们看看你刚刚做了些什么。你想要发送消息并消费它们，因此你声明了交
换器以保证有地方发布消息。同时你也创建了队列并绑定到 hello-exchange 上。
然后基于你在命令行输入的文本，你创建了消息实例并通过 RabbitMQ 发送出去。
基于 direct 交换器类型，RabbitMQ 将消息路由到 hello-queue 上。由于在另一
端有消费者在等待消费，因此 RabbitMQ 投递了消息并由回调函数进行处理。你看
到此处并没有提供路由键。那是因为 AMQP 既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这取决于
我们怎么使用它。对我们的例子来说空白路由键就够了。

2.7

使用发送方确认模式来确认投递

你明白了如何编写基本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但你也许还在思考如何将发送方确
认模式和事务结合起来。让我们看看你如何改进 Hello World 生产者，利用 publisher
confirm 来追踪消息投递 7。在我们动手改进 Hello World 生产者使用发送方确认模式
之前先看看图 2.8，它形象地展示了消息 ID 是如何指派的。

7 由于事务会影响性能，因此我们专注于使用publisher confirm作为消息投递保障的首选方案。我
们将Hello World生产者的事务版本包含在了本书的在线示例中：https://github.com/rabbitinaction/
sourc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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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发布者确认消息 ID

之前我们说过，当信道设置成 confirm 模式时，发布的每一条消息都会获得唯
一的 ID。这可能会让你猜测 basic_publish 会返回消息 ID，不过事实上消息 ID
不是这样工作的。由于一条信道只能被单个线程使用，因而可以确保信道上发布的
消息都是连续的。因此，RabbitMQ 做了个简单的假设 ：任一信道上发布的第一条
消息将获得 ID 1，并且信道上接下来的每一条消息的 ID 都将步进 1。也就是说，信

道上发布的第二条消息将会拥有 ID 2，第三条消息将会拥有 ID 3，等等。对信道来说，

消息 ID 是唯一的。所以一旦信道关闭后，你将无法追踪发布在该信道上任何未完
成的发送方确认消息状态。这意味着 RabbitMQ 不必告诉你刚发布的消息的 ID ；你
在应用程序内部通过一个计数器自己来跟踪。每次应用程序信道发布消息时，你需
要把计数器加 1。同时，由于每条信道的消息 ID 都是从 1 计数的，因此如果你同时
拥有众多运行的信道的话，就需要为每条信道分别维护一个内部消息 ID 计数器。

2.7

清单 2.3

39

使用发送方确认模式来确认投递

带有确认功能的 Hello World 生产者

ԧவᆸ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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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和最初的 Hello World 生产者很像，不过现在你增加了一个回调函数
confirm_handler。该函数会在应用程序接收到发送方确认消息时调用。之后你

告诉 Pika 将信道设置成 confirm 模式 ，并用 confirm_handler 作为回调函数接
收到达的发送方确认消息。一旦信道设置成处理发送方确认消息之后，你需要设置
内部列表（msg_ids）来追踪信道上的消息 ID

，并发布消息 。最后，消息发布

一完成，你就要将代表消息 ID 的 msg_id_no 增加 1

。有关 confirm 的有趣魔法

都包含在 confirm_handler 里了。

当 confirm_handler 接收到一条发送方确认消息时，它首先检查确认类型是

否是 Confirm.SelectOk ：

if type(frame.method) == spec.Confirm.SelectOk:
print "Channel in 'confirm'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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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第 一 次 将 信 道 设 置 为 confirm 模 式 时，RabbitMQ 会 发 送 一 条 Confirm.

SelectOk 类型的确认消息。这并不是对消息的确认，而是通知你信道已经准备

就绪来接收发送方确认消息了。如果确认消息不是 Confirm.SelectOk，那么

confirm_handler 检查是否为 Basic.Nack 确认消息 ：
elif type(frame.method) == spec.Basic.Nack:
if frame.method.delivery_tag in msg_ids:
print "Message lost!"

你也许记得我们解释发送方确认模式时说过，Basic.Nack 指明了消息由于

RabbitMQ 内部错误而丢失了。但在你将消息处理为丢失之前，先检查一下 frame.

method.delivery_tag 以确保消息确实是丢失了。如果消息 ID 和发布的 ID 一致，

那么你得告诉用户这条消息丢失了。在更复杂的应用中，这里还是放置重发丢失消
息代码的地方。最终，如果确认消息既不是 Confirm.SelectOk，也不是 Basic.

Nack，那么需要检查它是否是 Basic.Ack。

elif type(frame.method) == spec.Basic.Ack:

假设该消息为发送方确认模式的确认消息（Basic.Ack），则你需要确保消息
ID 在已发布的消息 ID 列表中 ：
if frame.method.delivery_tag in msg_ids:
print "Confirm received!"
msg_ids.remove(frame.method.delivery_tag)

如果这个确认消息的消息 ID 是所追踪的 msg_ids 中的一个，那么你向用户确
认该消息已经成功到入队，然后将这条消息的 ID 从等待投递确认的 ID 列表中删除。
这比最初版本的 Hello World 生产者稍微复杂一点，不过也只用了 12 行代码就为消
息发布增加了追踪投递的能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段简单的代码可以追踪每
分钟数以百万计的消息投递。这显示了发送方确认模式比 AMQP 事务的表现要好得
多。

2.8

总结

本章我们讲解了很多内容。你不仅拥有了消息通信基础来构建任何你能想象得
到的应用程序，同时也拥有了真实存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特别是生产者还能追踪
消息投递！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会讲述构建消息通信应用程序的具体模式，它能

2.8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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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应用程序优雅、高效和强大。但就目前你已经学到的知识，你可以立即为那
个令你生不如死的分布式 Twitter 克隆开始编码了。在深入编码细节之前，让我们先
来看看如何更专业地管理 RabbitMQ 服务器。举例来说，让任何人都能连接到你的
虚拟主机上，然后发布消息给任一交换器，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这就是下一步我
们将要向你展示的，如何通过设置权限控制去避免这种类型的问题。因此，让我们
看看如何启动、停止，以及管理 RabbitMQ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