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第3章

通信系统高层抽象

分布式系统通信技术的基础应该就是网络通信，上一章我们讲解了网络的基本概念和
Socket，直接使用底层的 Socket 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公告牌程序，并且自行设计了相应的应用
层协议。
但是读者会发现，如果直接使用 Socket 来实现网络服务效率很低：需要自行设计协议，
需要自己对数据传输进行编码和解码，需要自己开发服务器等。因此除非有特殊原因，如性
能问题、安全性问题或遗留系统，在开发实际的应用程序时我们并不会直接使用 Socket。
而在计算机世界中，解决一切复杂性问题的方法无非就是两种：分层和封装。为了控制
网络通信程序的复杂度，人们提出了大量网络通信的高层抽象，本章将会介绍一些比较流行
且被广泛使用的高层抽象。这些高层抽象可以极大简化我们开发应用程序的过程，提高应用
程序开发效率。

3.1

RPC 介绍
在开发纯粹的本地应用程序时，我们会将庞大的系统划分为子系统，然后再将子系统

划分为更小的模块，接着再对模块不断细分，而系统中最细粒度的抽象单位就是“函数”
（Function），或者是“过程”（Procedure）。函数和过程同时也是模块之间的“通信接口”，如
果 A 模块想要调用 B 模块的服务，一般直接调用 B 模块对外公开的函数或过程接口。对于
一个程序员来讲，这种过程调用是非常直观，易于理解与维护的。
但是在分布式系统中，不同的子系统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服务器上，也就是说如果子系统
A 想要调用子系统 B 的服务，无法通过过程调用来实现，而是需要利用网络通信，由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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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服务器向子系统 B 服务器发送特定的网络请求，由子系统 B 接受请求并指向相应服务，最
后再次通过网络将执行结果返回给 A 服务器——这个过程在上一章中的公告牌系统中已经有
所体现，这里不再赘述了。
当模块之间的调用变成大量的网络请求之后，整个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势必会受到
不利影响。
为了模拟对程序员来说最简单直观的过程调用，RPC（Remote Procedure Call），即远程
过程调用应运而生。
所谓远程过程调用就是开发者在不需要了解底层网络技术的情况下（无论是基础协议还
是 Socket），可以像调用本地方法一样调用远程服务器提供的函数或过程。假设我们在服务器
B 上编写一个名为 Hello 的类，代码如代码清单 3-1 和代码清单 3-2 所示。
代码清单 3-1
1
2
3
4
5

Hello 类的定义

class Hello : public RPCModule
{
public:
void hello();
};

代码清单 3-2

HelloClient 的实现

1 int test()
2 {
3
Hello::Client helloClient(host, port);
4
helloClient.hello();
5 }

可以发现，在使用 RPC 技术后，我们并不需要关心如何和服务器通信，如何构建协议，
如何解析数据，而只需要指定目标服务器（通过主机地址和端口号），并直接像调用本地成员
函数一样调用远程服务器的成员函数。在本
例中，直接在服务器 A 中构造了 Hello 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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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Client::hello

Hello::hello

一个“客户端”，并直接通过该客户端调用
服务器 B 中 Hello 类的 hello 成员函数。
作为一个合格的程序员，虽然我们不需
要自己构造我们的工具，但必须知道工具是
如何构造出来的（不造车轮但必须知道车轮
的构建原理）。那么 RPC 是如何实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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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的基本思想其实非常简单，我们
可以用图 3-1 来描述整个 RPC 的架构。
架构中的各个组件如下。
1）调用方：调用远程过程的代码，如

RPC᪃ி࢞ଋ᎕

图 3-1

RPC᪃ி೧Ԡۯ

RPC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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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清单 3-2 中的 test 成员函数。
2）客户端成员函数（HelloClient::hello）：RPC 对过程的封装。调用方调用 hello 时并不
是直接执行 hello 的代码，因为 hello 的实际代码在服务器 B 中，客户端成员函数的任务是解
析客户端需要调用的成员函数，并解析参数，将需要调用的成员函数和参数传入下一层。
3）RPC 编码组件：众所周知，数据如果想要在服务器之间通信，需要进行编码和解码
（当然也可以直接传送原始二进制数据，如果是简单的数据，这样是没问题的）。所以客户端会
使用编码组件对函数的参数进行编码，并将需要调用的成员函数与编码后的参数传入下一层。
4）RPC 连接客户端：该层负责使用 Socket 维护底层连接，将生成的函数调用请求转化
成对应的网络请求，通过 Socket 连接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 B。客户端需要知道服务器端 RPC
服务的主机号和端口号。这应该是唯一对用户不透明的部分。
5）RPC 连接服务器：该层负责使用 Socket 维护底层连接，接受客户端请求，并将获取
到的数据转换成函数调用请求（包括需要调用的函数与编码后的参数），并发到上一层。
6）RPC 解码组件：既然客户端需要编码，那么服务器就需要解码。服务器这里需要将
编码后的参数解码还原成本地语言可以理解并正确处理的数据，例如，这里就是将数据转换
成 C++ 的二进制数据。这就是解码层的作用。接着解码组件就将请求传入上一层。
7）服务器成员函数（Hello::hello）：RPC 服务器启动时，所有成员函数都会将自己的信
息注册到服务器中，服务器就可以通过客户端想要调用的成员函数名找到服务器上对应的成
员函数，这里就是调用服务器端的成员函数，并将解码后的参数传递给该成员函数。
8）被调用代码：即 Hello 类中的 hello 成员函数，也就是真正执行的代码。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RPC 的架构其实就是分层和封装，将底层的网络通信通过客
户端的成员函数隐藏起来，让底层通信对用户透明（除了对方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同时
这也印证了分层在网络通信系统设计中的重要性。
同时，这里我们调用的是无返回值的函数，如果函数包含返回值，则服务器需要将返
回发送回客户端，那么服务器端就需要编码工作，而客户端则需要解码工作。此外，这里的
RPC 调用是同步调用，也就是客户端必须等到服务器执行任务返回后才能继续执行。实际情
况中，我们常常会使用异步调用——客户端执行之后继续执行其他代码，通过回调函数对服
务器的响应进行处理。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取舍。
RPC 是比较早发展起来的网络通信抽象之一，已经有许多成熟的框架，如本章最后一节
将会介绍的 Thrift。
RPC 只是网络通信抽象中的一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他的抽象概念。

3.2

RESTful
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指的是一种架构设计风格，而满足这种设计风格

的应用程序或设计就被认为是 RESTful 的。这也是目前互联网中最流行的一种软件架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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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它结构清晰、符合标准、易于理解，越来越多的应用服务开始使用 RESTful 这种架构风
格，尤其是那些基于 HTTP 协议的网络服务。
REST 是 2000 年由 Roy Thomas Fielding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Fielding 是 HTTP 协
议的主要设计者、Apache 服务器软件作者之一，因此他的论文对互联网软件开发产生了深远
影响。
他认为他的目的是“在符合架构原理的前提下，理解和评估以网络为基础的应用软件的
架构设计，得到一个功能强、性能好、适宜通信的架构”。最后他提出了 RESTful 架构。
Fielding 在论文中规定了一系列的互联网软件架构原则，将其命名为 REST，翻译成中
文是“表现层状态转移”。这些原则统称为 REST 原则，而符合这些原则的架构就是 RESTful
架构。注意，这里并没有强调具体的实现技术，也就是说实现 RESTful 不一定要使用 HTTP
协议，只不过 HTTP 协议确实是目前实现 RESTful 服务的常用技术方案。接下来我们来解释
一下到底什么叫“表现层状态转移”。

3.2.1

资源和表现层

首先解释一下资源（Resource）的概念。资源是 REST 中的核心概念，所谓资源指的是
网络上的某一个实体（Entity）。资源可以是文本、图片、视频、音频，这类资源比较具体，
容易呈现，容易理解；也可以是一种特定服务，这种资源比较抽象。我们可以和面向对象类
比，在面向对象中，一切皆对象，而在 REST 中，一切都是资源。
每一个资源都有一个唯一标识，就是所谓 URI（Uniform Resource Identif ier，统一资源
标识符），顾名思义就是资源的标识符，保证在整个网络中每个资源都有唯一的 URI。如果我
们想要访问某个资源，只需要访问相应的 URI 即可。例如，在浏览器中访问 http://test.com/
content/1.txt，就是在访问这个 URI 对应的资源，也就是 1.txt 这个文本文件。
那么，所有对网络的访问都可以抽象成对资源的“访问”
，也就是说调用资源对应的 URI。
而与资源相对，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表现层（Representation）。顾名思义，表现层就是资
源的一种表现方式。例如，同样一段文字，可以使用纯文本（txt）展示，也可以使用 HTML、
XML 和 JSON 来表示，无论什么表现形式，最后表示的都是相同的内容。同样，相同的一张
图片，可以是 BMP 格式，也可以是 JPG 格式，还可以是 PNG 格式，等等。
既然 URI 代表的是资源，而非资源的表现层，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URI 里其实不需
要包含资源的格式信息，如果使用 HTTP 协议，那么这些格式信息应该写在 HTTP 请求头的
Accept 和 Content-Type 中。但是出于对静态资源访问性能上的妥协，我们一般会直接将静态
资源后缀名（相当于资源的表现形式）写到 URI 中，以直接访问对应的静态资源。

3.2.2

状态转移

对资源的访问，肯定牵涉到对资源的“修改”，而在 REST 中，将修改资源抽象成资源
的“状态转移”。换言之，REST 中认为资源有各种状态，而我们需要使用某种手段改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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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也就是从某个状态转移到另一个状态（如资源存在和资源删除）。
REST 使用的基本技术是无状态的（如 HTTP），因此所有状态都保存在服务器，所以
REST 的核心就是使用某种方式完成资源的状态转移，而这种转移则是基于资源的表现层
（无论是用户传递的数据，还是服务器反馈的数据，都属于资源的某种表现层），因此我们将
其称为“表现层状态转移”。
那么如何实现状态转移呢？以 HTTP 为例，我们通常会使用 HTTP 的方法来实现。常用
的方法有 GET、POST、PUT 和 DELETE。这几种方法的具体含义如下。
1）GET ：获取资源。该方法只是获取特定资源的某种表现层。GET 方法有幂等性，也
就是无论多少次访问同一个资源，只要资源状态不因其他动作产生变化，其返回结果必须是
一样的。也就是说 GET 不能产生资源的状态转移。
2）POST ：投递数据，创建资源。该方法一般用来创建资源。和 GET 方法不同，POST
方法允许请求携带请求体，因此可以在请求体中插入资源的表现层。当然这也是创建资源所
必需的。此外，POST 还常常用来表示执行某种会产生状态转移的特定服务（当 URI 表示某
种服务资源时）。
3）PUT ：更新资源，该方法和 POST 一样，不同之处在于 PUT 严格意义上是用来更新
已经存在的资源，也就是改变已存在资源的状态。
4）DELETE：删除资源，顾名思义，就是将已存在的资源转变成不存在，完成删除的状
态转移。

3.2.3

RESTful 总结

因此，我们可以把 RESTful 风格的核心设计原则总结为以下几条。
1）RESTful 风格使用 URI 表示每个资源。
2）RESTful 风格使用特定方式（如 HTTP 的方法）操作服务器资源，完成服务器资源的
“状态转移”。
3）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通信的数据表示资源的某种表现层。
4）读者要学会通过这些原则区分什么是真正的 RESTful 设计，什么是“挂羊头卖狗肉”
的设计。

3.3

消息队列
前文介绍了 RPC 和 RESTful 两种对网络通信的高层抽象。无论这两种方式有何不同，

其过程都是一样的，如下所示。
1）调用（RPC 里直接调用过程，RESTful 调用 URI）。
2）客户端向服务器传输数据。
3）服务器向客户端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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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调用方和被调用方是直接的耦合关系。
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通信抽象，这种抽象方式可以形成“松耦合”，这就是消息队列。
消息队列是一种消息投递的抽象。这种概念认为模块之间互相调用可以分解成互相投递
消息，而模块可以是一个进程中的两个线程，可以是同一台机器上的两个进程，可以是不同
的两台机器上的服务，甚至可以是从一个集群到另一个集群，其概念非常广泛。
消息队列原本在操作系统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如 Windows 这种微内核操作系统，整个操
作系统的运转方式就是基于消息队列，任何行为都可以抽象为向某个进程或模块发送消息。
这种方式成功地将内核中的不同部分独立成不同的进程，从物理上完成了模块之间的隔离，
避免出现宏内核设计不良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哪怕是在 Linux 这种宏内核操作系统中，
消息队列也是进程间通信（IPC）的一种主要方式。而这种天生的隔离性也使得这种抽象可以
应用于不同的领域。
消息队列模型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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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消息队列原理

可以看到，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是一种“松耦合”关系，也就是说发送者并不是将消息
直接发送到接收者，而是通过一个名为消息队列的服务，由消息队列帮助发送方完成消息的
投递。而接收者则负责主动去消息队列获取消息，当获取到消息之后执行相应服务，并通过
消息队列向发送方投递一个“回执”，表示服务执行结果。
如果是在一个大系统中的几个小系统之间通信，消息队列将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因为
消息队列可以扩展到任何范围内。在现在的分布式系统中，往往会有一个“分布式消息队列”
来处理不同机器之间的消息通信。此外，消息队列也可以成为一种实现 RPC 的技术，所以
消息队列适用性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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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消息队列应用到网络通信中时，常常需要一台独立的消息队列服务器或一个消息队列
服务器集群专门处理消息的转发。这也是一种模块化与分离式的设计，让消息队列专注于消
息的快速投送，而让其他服务更加专注于实现业务功能。
现在我们来使用伪代码阐述一下运用消息队列的通信方式。需要实现的代码的结构如
图 3-3 所示。
从图 3-3 中可以看出，这里有两个类，分别为 MessageQueue

MessageQueue
(from Other)

和 Message。其中 MessageQueue 类依赖于 Message。MessageQueue
有两个方法，分别如下。
1）registerService：用于注册服务，有一个参数 serviceName，

registerService(serviceName)
send(message)

表示服务名称。
2）send ：用于发送消息，这是一个同步发送服务，在发送时
.FTTBHF

程序会阻塞。该函数有一个参数为 message，表示需要发送的消息。
Message 类有 3 个方法，分别如下。

setType(type)
setParam(params)
setDestination(destination)

1）setType：设置消息类型。
2）setParam ：设置消息的参数，参数是一个变长参数列表，

图 3-3

消息队列类图

可以设置多个参数。
3）setDestination：设置消息发送目的地，参数是目的节点的名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发送方的实现逻辑，内容如代码清单 3-3 所示。
代码清单 3-3

消息发送方代码

1 int main()
2 {
3
MessageQueue queue(host, port);
4
queue.registerService("A");
5
6
Message message;
7
message.setDestination("B");
8
message.setType("say");
9
message.setParam("content", "hello world");
10
11
Message reply = queue.send(message);
12
std::cout << reply.getResult() << std::endl;
13
14
return 0;
15 }

第 3 行，我们首先创建了一个消息队列，并在第 4 行向消息队列注册了一个服务，将其
命名为“ A ”。
接着，我们在第 6 行构造了一个消息对象。
第 7 行，通过 setDestination 设置了期望发送的对端，接着设置了消息的类型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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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
第 11 行，我们通过消息队列的 send 方法将组装好的消息发送出去，并将对应的回复赋
值给 reply。
编写好发送方的代码后，再来看一看接收方的代码逻辑，内容如代码清单 3-4 所示。
代码清单 3-4

消息接收方代码

1 int main()
2 {
3
MessageQueue queue(host, port);
4
queue.registerService("B");
5
6
while ( 1 )
7
{
8
Message message = queue.getMessage();
9
if ( message.getType() == "say" )
10
{
11
std::string content = message.getParam("content");
12
Reply reply(message);
13
reply.setResult(std::string("ok") + content);
14
15
queue.reply(reply);
16
}
17
}
18
19
return 0;
20 }

其中，发送方根据主机名和端口号选择一个消息队列服务，并在消息队列中注册自身信
息，然后初始化消息，并设置消息的目的地、类型和具体的参数，最后使用 send 发送消息并
接收消息队列的回执。
接收方同样也根据主机名和端口号选择一个消息队列服务，并在消息队列中注册自
身信息。但是之后进入一个无限循环，我们称之为消息循环，主动去消息队列中获取消息
（getMessage），并根据消息的类型和参数执行不同的动作，最后使用 reply 来回复消息。
这是手动的消息循环。在现代的消息队列中，往往使用监听器的方式来将消息循环隐藏
起来，这种设计方式这里不再赘述，在使用 Thrift 实现 RPC 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设计
方式的身影。

3.4

序列化
在介绍各种通信抽象时，可以发现，无论什么抽象方式，都需要借助底层网络将数据从

一个节点传输到另一个节点。但是，网络中只能传输二进制数据，因此我们在传输数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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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行编码和解码。在高层的通信抽象中，我们将这种编码和解码称之为“ 序列化”和
“反序列化”。
序列化就是将某种语言运行时数据转化成可以传输的二进制数据或文本数据，而反序列
化就是将序列化后的二进制数据或文本数据逆向恢复成运行时数据。
现在很多语言自身提供了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功能，如 Java、C#、Python 等。但是这些语
言的序列化 / 反序列化功能往往和语言自身的二进制存储布局有关，因此一种语言产生的序
列化结果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反序列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跨语言跨平台的序列化解决方案。其中分为两
类：一类专注于数据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只负责对“对象”的内部数据进行序列化和反序
列化；另一类则希望构建一个完整的跨平台 RPC 服务体系，不仅是数据，连功能接口都是与
语言无关的。
第一类解决方案包括各种语言的 XML、JSON 库，这类库可以将对象序列化成 XML 文
档或 JSON 文档。另一种语言内可以直接使用 XML、JSON 库将这些序列化后的内容反序列
化。这类解决方案的优点如下。
1）所有数据都使用纯文本传输，序列化后的内容人类可以理解，方便检查错误。
2）得到所有语言的广泛支持。
其缺点如下。
1）不同语言的解析库种类繁多，接口不一，往往在不同语言中迁移需要学习新的库和
新的接口，哪怕有些接口相似，学习成本也是无法估计的。
2）纯文本传输数据冗余严重，在对数据传输量要求比较高的场景下无法使用。
第一类解决方案也可以使用一些自定协议的序列化 / 反序列化方案。这类方案都会自己
定义序列化的协议，而且支持广泛的数据类型，普遍采用二进制编码，如 Google 的 Protobuf
以及 Apache Avro。其优点如下。
1）采用二进制协议，数据冗余少，体积小，性能普遍更好。
2）对支持的语言提供的接口一致，不同语言之间迁移的学习成本很低。
其缺点如下。
1）二进制协议自身很难理解，一旦出现问题很难发现。
2）支持语言种类较少。如果使用的语言不受支持，常常需要自己开发库来进行解析，
可能会在无意中提高成本。
第二类解决方案不仅提供了序列化的能力，还提供了跨平台的统一接口，此类产品以
Thrift 为代表。随后我们将会介绍 Thrift，并使用 Thrift 完成一个项目示例。

3.5

使用 Thrift 实现公告牌服务
在上一章中，我们使用操作系统底层的 Socket 实现了一个公告牌服务。可以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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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程序中，对底层通信的处理占用了大量的代码，而真正的业务逻辑只有极少一部分，所
以直接使用 Socket 技术开发应用程序是复杂且低效的。此外，消息在不同机器间传递时，
我们还需要在发送端将其转换为二进制数据，并在接收端解析恢复，这无疑也会带来很大的
工作量。
而 Apache Thrift 很好地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一方面 Thrift 提供了稳定健壮的 RPC
服务器实现，另一方面 Thrift 会负责帮我们进行数据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接下来让我们看
一下如何使用 Apache Thrift 直接实现上一章中的公告牌服务。

3.5.1

Apache Thrift 介绍

Apache Thrift 最初由 Facebook 开发，用于在其公司内部系统的各语言之间进行 RPC 通
信，并于 2007 年提交到 Apache 基金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善且重要的项目。
Apache Thrift 是一套软件框架，可以用来进行可扩展且跨语言的服务开发。Thrift 有自
己的服务定义语言，可以定义不同语言都可以理解的服务。同时借用专用的代码生成引擎，
我们可以在不同语言中使用相同的数据类型和服务接口，目前能够支持 C++、Java、Python、
PHP、Ruby、Perl、C#、Cocoa、Node.js 等主流语言或框架。而且该框架使用二进制格式，
相对 XML 和 JSON 体积更小，对于高并发、大数据量和多语言的环境更有优势。
Apache Thrift 的关键在于其 IDL（Interface Def inition Language，接口定义语言），该语
言可以用于定义一系列与具体编程语言无关的类型和接口信息，并借助 Thrift 的代码生成工
具生成特定语言的代码。接下来具体看一下如何使用 Thrift。

3.5.2

安装 Apache Thrift

我们将会在 Linux 下进行开发，不过开发之前需要安装 Thrift。我们先到 Thrift 官网
（http://thrift.apache.org/）下载 Thrift 的最新版。笔者编写本书时最新版本是 0.9.3，记住下
载 .tar.gz 的源代码包。
下载完成后解压，不要急着编译安装。如果想生成 C++ 的库，必须先安装 boost。笔者
使用的是 Ubuntu 系列的发行版，因此直接使用 sudo apt-get install libboost-dev-all 安装完整
的 boost。
安装完 boost 后，进入 Thrift 的源代码目录，并执行以下命令：
./configure
sudo make install

接下来稍等几分钟，待 Thrift 编译安装完成。完成安装后即可尝试执行 Thrift，如果成
功安装，将会启动 Thrift 的程序，并输出帮助信息。
提示

boost 库是一个可移植、提供源代码的 C++ 库，作为标准库的后备，是 C++ 标准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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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开发引擎之一。boost 库由 C++ 标准委员会库工作组成员发起，其中有些内容有
望成为下一代 C++ 标准库内容。boost 库在 C++ 社区中影响甚大，是不折不扣的“准”
标准库。boost 由于其对跨平台的强调，对标准 C++ 的强调，与编写平台无关。大部
分 boost 库功能的使用只需包括相应头文件即可，少数（如正则表达式库、文件系统
库等）需要链接库。但由于 boost 库过于庞大，而且 boost 中也有很多是实验性质的
东西，因此我们并没有在实际开发中使用 boost。

3.5.3

编写 Thrift 文件

前文提到过，Thrift 的核心就在于其 IDL，因此使用 Thrift 的第一步就是使用 IDL 编写
代码，描述系统中所需使用的数据类型以及服务，这些文件的后缀名是 .thrift。
现在让我们使用 IDL 来描述公告牌的消息（Message）。创建一个文件，名为 message.
thrift，并使用你最熟悉的编辑器打开，输入代码清单 3-5 中所示的代码。
代码清单 3-5
1
2
3
4
5
6
7
8
9
10

消息定义

struct Message
{
1: string id,
2: string content,
}
service MessageService
{
Message latestMessage(),
}

其中 struct 用于定义一个结构体，每个结构体都可以包含一系列字段。每个字段都会以
一个递增的数字开头，接着是字段类型和字段名。例如，代码中定义了结构体 Message，其
中包含两个字段，第 1 个字段是 id，类型是字符串，表示消息的唯一标识；第 2 个字段是
content，类型也是字符串，表示消息内容。
而 service 则负责定义服务接口，你可以定义一系列的方法。方法由返回类型、方法
名和参数列表组成。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名为 MessageService 的服务接口，包含一个方法
latestMessage，返回类型为 Message，参数列表为空，用于获取最新消息。
完成类型和接口定义以后，我们就需要使用 Thrift 来生成特定语言的源代码。本例中我
们使用 C++，因此就生成 C++ 代码，需要执行以下命令：
thrift -r --gen cpp message.thrift

如果没有任何输出，表示代码生成成功。你会发现目录下会出现一个 gen_cpp 目录，里
面就是自动生成的 C++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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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服务器

进入 gen_cpp 目录，里面有一个文件名为 MessageService_skeleton.cpp。该文件是对 MessageService 服务接口的实现模板。创建一个和 gen_cpp 同级的目录，名为 src，并将该文件复制到 src
下，改名为 server.cpp。打开该文件，内容如代码清单 3-6 所示。
代码清单 3-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MessageService 服务器实现

// This autogenerated skeleton file illustrates how to build a server
// You should copy it to another filename to avoid overwriting it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sing
using
using
using

"MessageService.h"
<thrift/protocol/TBinaryProtocol.h>
<thrift/server/TSimpleServer.h>
<thrift/transport/TServerSocket.h>
<thrift/transport/TBufferTransports.h>

namespace
namespace
namespace
namespace

::apache::thrift;
::apache::thrift::protocol;
::apache::thrift::transport;
::apache::thrift::server;

using boost::shared_ptr;
class MessageServiceHandler : virtual public MessageServiceIf
{
public:
MessageServiceHandler()
{
// Your initialization goes here
}
void latestMessage(Message& _return)
{
// Your implementation goes here
printf("latestMessage\n");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port = 9090;
shared_ptr<MessageServiceHandler> handler(new MessageServiceHandler());
shared_ptr<TProcessor> processor(new MessageServiceProcessor(handler));
shared_ptr<TServerTransport> serverTransport(new TServerSocket(port));
shared_ptr<TTransportFactory> transportFactory(new TBufferedTransportFactory());
shared_ptr<TProtocolFactory> protocolFactory(new TBinaryProtocolFactory());
TSimpleServer server(processor, serverTransport, transportFactory, protocol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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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server.serve();
return 0;
}
void latestMessage(Message& _return)
{
Message message;
message.id = "l234aef30c";
message.content = "this is the latest message";
_return = message;
}

我们解释一下这段代码。我们在第 17 行定义了一个 MessageServiceHandler 类，这是一
个 Thrift 服务，该服务有一个函数名为 latestMessage，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具体服务。
然后我们在 main 函数中创建一个服务器，并且将该服务的对象包装在 processor 对象中
注册到服务器对象 server 中。
最后我们又实现了 latestMessage，因此当客户端发送 latestMessage 请求时会交给我们的
处理函数处理并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我们编写好代码之后，在 Linux 中执行以下命令，编译已经编写好的代码：
g++ src/server.cpp gen-cpp/message_types.cpp gen-cpp/message_constants.cpp
gen-cpp/MessageService.cpp -o output/server -I"gen-cpp" –lthrift
提示

我们这里使用 Linux 下常用的编译器 gcc/g++ 来编译我们的代码。在命令中有以下几
个选项需要解释一下。
1）-o：指定输出文件名。
2）-I：指定头文件路径。
3）-l：指定额外连接的库。
GNU 编 译 器 套 件（GNU Compiler Collection） 包 括 C、C++（本 书 主 要 使 用 C 和
C++ 编 写 代 码）、Objective-C、FORTRAN、Java、Ada 和 Go 语 言 的 前 端， 也 包 括
了这些语言的库（如 libstdc++、libgcj 等）。GCC 的初衷是为 GNU 操作系统专门编
写的一款编译器。GNU 系统是彻底的自由软件。此处，“自由”的含义是它尊重用
户的自由。
有关编译器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s://gcc.gnu.org/onlinedocs/gcc-5.3.0/gcc/。

3.5.5

实现客户端

在实现了服务器之后，我们还需要采用类似的方法实现一个客户端，用来创建与服务器
之间的连接，并向服务器发送我们指定的数据。这部分逻辑可以参考代码清单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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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清单 3-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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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Service 客户端实现

"MessageService.h"
<thrift/transport/TSocket.h>
<thrift/transport/TBufferTransports.h>
<thrift/protocol/TBinaryProtocol.h>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apache::thrift;
using namespace apache::thrift::protocol;
using namespace apache::thrift::transport;
using boost::shared_ptr;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boost::shared_ptr<TSocket> socket(new TSocket("localhost", 9090));
boost::shared_ptr<TTransport> transport(new TBufferedTransport(socket));
boost::shared_ptr<TProtocol> protocol(new TBinaryProtocol(transport));
transport->open();
MessageServiceClient client(protocol);
Message message;
client.latestMessage(message);
std::cout << message.id << std::endl;
std::cout << message.content << std::endl;
transport->close();
return 0;
}

上面是客户端代码，我们来解释一下。
第 15 ～第 21 行，我们创建了一个 MessageServiceClient 的对象，其实就是服务的客户
端，并且连接到了 localhost:9090 上。
第 22 行，我们定义了 message 对象，并且将该对象作为参数传递给客户端的 latestMessage
成员函数。latestMessage 会自动发送请求到服务器请求结果，并将结果返回。这样就不需要关
心实际的通信过程，只需要关心请求和处理服务即可。
第 28 行，我们将 transport 关闭，就关闭了客户端连接。
编写好代码之后，在 Linux 中执行以下命令，编译已经编写好的代码：
g++ src/client.cpp gen-cpp/message_types.cpp gen-cpp/message_constants.cpp
gen-cpp/MessageService.cpp -o output/client -I"gen-cpp" -lthrift

编译完成后，执行 output/client，获得执行结果，如图 3-4 所示。

56

分布式实时处理系统：原理、架构与实现

图 3-4

3.6

执行结果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一些在实际项目开发中常用的通信系统的高层抽象，这些都是进行分布式系

统开发时需要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工具，包括远程过程调用、RESTful 架构、消息队列和序列
化。并介绍了一些基本知识与解决方案。希望读者能够结合前一章关于网络的基础知识充分
理解这些内容，并在后续开发过程中慢慢熟练掌握这些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