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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Spring Boot 简介

认识一个事物最好的方式就是首先去了解它的历史。
Spring 框架是由 Rod Johnson 在 2001 年开始开发的一个开源框架，主要为了解决企
业级应用程序开发的复杂性。Spring 提倡“零”侵入设计原则，颠覆了传统的编程模式。
Spring 引入控制反转（Inversion of Control，IoC）的核心编程思想，控制反转还有一个名字
叫作依赖注入（Dependency Injection，DI），就是由容器来管理协同 Bean 之间的关系，而非
传统实现中，由程序代码直接操控。同时，Spring 还把面向切面编程（AOP）集成进来，使
得 AOP 的编程范式发扬光大。
Spring 从 IoC 容 器 发 展 而 来， 通 过 不 断 集 成 AOP、MVC、OR/Mapping 以 及 几 乎 你
能想到的各项服务而提供完善的企业应用框架。目前大多数 J2EE 项目都已经采用 Spring
框架。
随着 Spring 功能的不断丰富，版本的不断迭代发展，Spring 框架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
题和弊端。例如太多样板化的配置、烦琐复杂的使用过程等，我们不仅需要维护程序代码，
还需要额外去维护相关的配置文件。Spring 项目的配置越来越复杂，让人难以承受。大量
的 XML 配置以及复杂的依赖管理使得人们不得不去解决这个问题—Spring Boot 由此应运
而生。
在本章中，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Spring Boot 框架的历史、组成、特性等。

1.1

从 Spring 到 Spring Boot
本节将介绍 Spring Boot 的产生背景。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Spring 框架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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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JB 到 Spring

EJB（Enterprise Java Bean）最初的设计思想是为分布式应用服务的。分布式是针对大
型应用构造的跨平台的协作计算，EJB 最初的目的就是为这种计算服务的。使用 EJB 技术
的系统整体架构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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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使用 EJB 技术的系统架构图

EJB 的基础是 RMI（Remote Method Invocation，远程方法调用），RMI 利用 Java 对象序
列化的机制实现分布式计算，实现远程类对象的实例化以及调用。通过 RMI，J2EE 将 EJB
组件创建为远程对象。RMI 将各种任务与功能的类放到不同的服务器上，然后通过各个服
务器间建立的调用规则实现分布式的运算。通过 RMI 的通信（底层仍然是 Socket），连接不
同功能模块的服务器，以实现一个完整的功能。
EJB 规范定义了 EJB 组件在何时如何与它们的容器进行交互作用，容器负责提供公用
的服务，例如目录服务、事务管理、安全性、资源缓冲池以及容错性。但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EJB 并不是实现 J2EE 的唯一途径。但是软件发展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应用不需要采用
这么重的解决方案，因此用 EJB 显得太臃肿了。
提示

更多关于 J2EE 的内容，可以参考：https://github.com/java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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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型的应用项目而言，基本不采用分布式的解决方案，那么为什么要采取一个为
分布式设计的方案来解决非分布式的问题呢？ Spring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
Spring 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企业应用开发的复杂性，它的主要功能是使用基本的 Java
Bean 代替 EJB，并提供了更多的企业应用功能。
Spring 使 得 已 存 在 的 技 术 更 加 易 用。 简 单 来 说，
Spring 是一个轻量级的控制反转（IoC）和面向切
面（AOP）的容器框架。Spring 也提供了很多基础
功能（事务管理、持久化框架集成等）。Spring 的
设计原则是“非侵入性”的，我们在实际业务逻
辑代码中几乎感觉不到 Spring 框架的存在。
Spring 框架的核心功能简单概括为：解耦依赖（DI）、系统模块化（AOP）。Spring“不
重复发明轮子”，而是去集成业内已有的优秀解决方案。
Spring 容器以 Bean 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 Java 应用中的各个组件及其组件之间的关系。
基于 Java Beans 的配置管理，特别是对依赖注入（DI）技术的使用，减少了各组件间对业务
逻辑具体实现的相互依赖性。
Spring 使用 BeanFactory 来产生和管理 Bean，它是工厂模式的实现。BeanFactory 使用
控制反转模式将应用的配置和依赖性规范与实际的应用程序代码分开。BeanFactory 使用依
赖注入的方式给组件提供依赖。
Spring 框架主要用于与其他技术（例如 Struts，Hibernate，MyBatis 等）进行整合，将
应用程序中的 Bean 组件实现低耦合关联，提高了系统的可扩展性和维护性。
Spring 集成的 AOP 框架提供了诸如数据库声明式事务等服务。通过使用 Spring AOP，
我们无须依赖 EJB 组件，就可以将声明式事务管理集成到应用程序中。AOP 的目的是提高
系统的模块化程度。
当然，作为一个完整的 J2EE 框架，Spring 生态中也给出了完整的分布式系统架构的
解决方案，那就是 Spring Boot + Spring Cloud，这个解决方案中包含了服务发现（Service
Discovery）、断路器（Circuit Breaker）、OAuth2（实现 SSO、登录 token 的管理）、服务配置
（Conf iguration Server）、消费者驱动契约（Consumer-Driven Contracts）、API Gateway 等。
Spring 的微服务系统架构如图 1-2 所示。

1.1.2

Spring 框架发展简史

Spring 框架首次在 2003 年 6 月的 Apache2.0 使用许可中发布。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版本是 2004 年 3 月发布的 1.0。
下面是 Spring 框架的发展简史：
2003 年，Spring0.9 发布。2003 年 11 月，Ben Alex 将 Acegi Security 的代码贡献给 Rod

和 Juergen，2006 年 5 月发布 Acegi Security。

第1章

Spring Boot 简介

5

2006 年 6 月发布 Spring Webf low 1.0。2006 年 8 月发布 Spring LDAP。2006 年 10 月

发布 Spring 2.0。
2007 年 5 月发布 Spring Batch。2007 年 11 月发布 Spring 2.5。Spring 2.5 是 Spring 2.1

各个里程碑版本的终结。
2011 年 6 月发布 Spring Data JPA 1.0。2011 年 12 月发布 Spring 3.1

2014 年 4 月发布 Spring Boot 1.0。2014 年 12 月发布 Spring 4.1.3

2015 年 7 月发布 Spring 4.2

2016 年 6 月发布 Spring 4.3

2017 年 9 月发布 Spring 5.0。2017 年 11 月发布 Spring Boot v2. 0.0.M7

2018 年 3 月 1 日发布 Spring Boot v2.0.0.Release ；2018 年 4 月 5 日发布 Spring Boot

2.0.1.Release 版本，是目前最新版本。
接入面板

服务注册
微服务

消息控制中心

IoT
微服务
移动设备

API
Gateway
数据库
微服务

浏览器

分布式追踪

配置面板

图 1-2
提示

1.1.3

Spring 的微服务系统架构图

详细的发布日志参考 https://github.com/spring-projects/spring-boot/releases。

Spring 框架的核心模块

Spring 框架如图 1-3 所示。组成 Spring 框架的每个模块（或组件）都可以单独存在，或
者与其他一个或多个模块联合实现。下面我们分别介绍。
1. 核心容器模块
核心容器提供 Spring 框架的基本功能，包括 Core、Beans、Context、EL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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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Spring 架构图

Core 模块封装了框架依赖的最底层部分，包括资源访问、类型转换及一些常用工具类。
Beans 模块中的主要组件是 BeanFactory，它是工厂模式的实现。Context 模块是一个配置文
件，向 Spring 框架提供上下文信息。EL 模块提供强大的表达式语言支持。
2. AOP、Aspects 模块
AOP 模块提供了符合 AOP Alliance 规范的面向切面的编程实现，提供比如日志记录、
权限控制、性能统计等通用功能和业务逻辑分离的技术，并且能动态地把这些功能添加到
需要的代码中；这样各专其职，可降低业务逻辑和通用功能的耦合。Aspects 模提供了对
AspectJ 的集成，AspectJ 提供了比 Spring ASP 更强大的功能。
3. 数据访问 / 集成模块
该模块包括 JDBC、ORM、OXM、JMS 和事务模块（Transactions）。
事务模块用于 Spring 管理事务，只要是 Spring 管理对象都能得到 Spring 管理事务的好
处，无须在代码中进行事务控制了，而且支持编程和声明性的事务管理。
JDBC 模块提供了一个 JBDC 的样例模板，使用这些模板能消除传统冗长的 JDBC 编码
还有必须的事务控制，而且能享受到 Spring 管理事务的好处。
ORM 模块提供与流行的“对象 - 关系映射”ORM 框架的无缝集成，包括 Hibernate、
JPA、MyBatis 等。
OXM 模块提供了一个对 Object/XML 映射实现，将 Java 对象映射成 XML 数据，或者将
XML 数据映射成 Java 对象，Object/XML 映射实现包括 JAXB、Castor、XMLBeans 和 XStream。
JMS（Java Messaging Service）模块提供一套“消息生产者、消息消费者”模板以便更加
简单地使用 JMS，JMS 用于在两个应用程序之间，或分布式系统中发送消息，进行异步通信。
4. Web/Remoting 模块
Web/Remoting 模块包含 Web、Web-Servlet、Web-Struts、Web-Porlet 模块。
Web 模块提供了基础的 Web 功能。例如多文件上传、集成 IoC 容器、远程过程访问

第1章

Spring Boot 简介

7

（RMI、Hessian、Burlap）以及 Web Service 支持，并提供一个 RestTemplate 类来提供方便的
Restful services 访问。
Web Servlet 模块提供了一个 Spring MVC Web 框架实现。
Web Struts 模块提供了与 Struts 无缝集成，Struts1.x 和 Struts2.x 都支持。
5. Test 模块
Test 模块支持 Junit 和 TestNG 测试框架，而且还额外提供了一些基于 Spring 的测试功
能，比如在测试 Web 框架时，模拟 Http 请求的功能。
当下 Spring 生态中，Spring Boot、Spring Cloud 和 Data Flow 三驾马车带领使用 Spring
进行应用开发勇往直前，如图所示：

使用 Spring Boot 构建一切服务。Spring Boot 旨在让你尽可能快地启动和运行，并极简
化 Spring 配置。
使用 Spring Cloud 协调一切服务。Spring Cloud 使得实现分布式的、微服务风格的架构
更加简单。
使用 Spring Cloud Data Flow 连接一切服务。Data Flow 将企业服务连接到任何移动设备、
传感器、可穿戴设备、汽车等的互联网上。Spring Cloud 数据流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服务，用
于创建地址流和基于 ETL 的数据处理模式、可组合的数据微服务。

1.2

Spring Boot 简介
在本节中，我们从整体上简要介绍一下 Spring Boot 框架。

1.2.1

Spring Boot 是什么

Java Web 开发涉及的技术比较繁杂，有很多开
发框架和工具（Java、Scala、Kotlin、Clojure、Groovy、
Grails、Gradle、Maven、JDBC、MySQL、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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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Tomcat、Jetty、Spring、Struts、Hibernate、MyBatis、JPA、JSP、Velocity、
FreeMarker、Thymeleaf、Redis 等），而且它们各有所长，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提高
了程序员进行 Jave Web 开发的技术门槛和学习成本。
有 没 有 一 个 像“航 空 母 舰” 式 的 威 力 强 大 的 武 器， 可 以 整 合 这 一 切 呢？ 答 案 就 是：
Spring Boot。
Spring Boot 由 Pivotal 团队提供的全新框架，其设计目的是用来简化新 Spring 应用的初始
搭建以及开发过程。Spring Boot 是伴随着 Spring 4.0 诞生的。从字面理解，Boot 是引导的意思，
因此 Spring Boot 极大地帮助了开发者快速搭建使用 Spring 框架开发应用程序的过程。例如，
Spring Boot 可以直接快速启动一个内嵌的 Web 容器，而无须单独安装和配置 Web 服务器。
Spring Boot 框架遵循“约定优于配置”的思想。清除了原先使用 Spring 框架的那些样
板化的配置。Spring Boot 继承了原有 Spring 框架的优秀基因；Spring Boot 使得基于 Spring
的开发过程更加简易。Spring Boot 致力于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开发应用。
多年以来，Spring IO 平台饱受非议的一点就是大量的 XML 配置以及复杂的依赖管理。
Spring Boot 实现了“零 XML 配置”的极简开发体验。
然而，Spring Boot 并不是要成为 Spring IO 平台里面众多“ Foundation ”层项目的替
代者。Spring Boot 的目标是为平台带来另一种开发体验，从而简化对这些已有技术的使
用。对于已经熟悉 Spring 生态系统的开发人员来说，Boot 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对于采用
Spring 技术的新人来说，Boot 提供了一种极简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技术。
作为当前主流的企业框架 Spring，它提供了一整套相关的顶级项目，能让开发者快速
上手实现自己的应用。Spring Boot 在整个 Spring 生态中的位置如图 1-4 所示。
Springᅸੂᐹᒇ
Spring Boot
Spring Data
JPA
MySQL

Spring MVC (Web flow)

MyBatis
MongoDB

Spring Security
Spring Cloud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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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Boot 在整个 Spring 生态中的位置

Spring Boot 是构建基于 Spring 的应用程序的起点。Spring Boot 旨在让你尽可能快地启
动和运行，并以最小的预先配置的 Spring 配置。使用 Spring Boot 我们可以体验到下面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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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但不仅限于）特性：
使用 Spring Initializr 在数秒内创建 Spring 应用程序。

构建任何东西—REST API、WebSocket、Web、流媒体、任务等。

简化了安全（Security）权限的开发。

丰富的 SQL 和 NoSQL 支持。

嵌入式运行时支持—Tomcat、Jetty 和 Undertow。

开发人员的生产力工具，例如实时重载（reload）和自动重启（restart）。

开箱即用的模块化依赖。

供生产环境直接使用的特性，如跟踪、度量和健康状态的监控。

丰富的 IDE 支持：Spring Tool Suite、IntelliJ IDEA 和 NetBeans。

Spring Boot 的核心特性如下：
创建一键运行的 Spring 应用。

能够使用内嵌的 Tomcat、Jetty 或 Undertow，不需要部署 war。

提供定制化的启动器 starters 简化第三方依赖配置。

追求极致的自动配置 Spring。

提供一些生产环境的特性，比如特征指标、健康检查和外部配置。

零代码生成和零 XML 配置

Java EE 原来开发应用的步骤是：
应用打成 war 包。

启动应用服务器。

在应用服务器中进行部署。

微服务时代，从部署到服务器中改造为直接启动应用进程，内嵌一个 Web 容器。把所
需要的 jar 和应用代码全部打包到一个 jar 或者 war 中。如果打成可执行 jar 包，我们可以直
接通过 java -jar example.war 的方式来启动服务。
嵌入式 Tomcat 早就存在，Spring Boot 支持内嵌 Tomcat、Jetty 和 Undertow 等 Web 服务器。
测试表明 Undertow 比 Tomcat 性能更好。类似于 Wildf ly-swarm 等微服务框架，Spring Boot
拥有相似的架构和开发 / 构建方法。例如，Wildfly-swarm 和 Spring Boot 的基础组件对比见表 1-1。
表 1-1

Spring Boot 和 Wildﬂy-swarm 基础组件对比
Spring Boot

Wildﬂy-swarm

注入服务（Bean 管理）

SpringFramework 容器

Weld CDI 容器

Web 容器

嵌入式的 Tomcat 和嵌入式的 Undertow 等

嵌入式的 Undertow 等

Rest 数据

SpringMVC

JaxRS 实现的 RestEasy

持久层

采用 JPA 和 Hibernate 作为实现

采用 JPA 和 Hibernate 作为实现

嵌入式的数据库

HsqlDB 和 H2 数据库

HsqlDB 和 H2 数据库

构建

Maven、Gradle

Maven、Gradle

10

第Ⅰ部分

1.2.2

Spring Boot 核心模块

Spring Boot 框架基础

Spring Boot 核心模块如图 1-5 所示。
Spring Boot൫ਢᑬε
ݿᑬεὔspring-boot

ᗱԣᬝᓮὔautoconfigure

ѓহජൊ/ሰீᒇᣅὔ
actuator

图 1-5

ץԣۯὔstarters

্֢ᔤज़ҙᏤὔ
tools

؏Ϋᡁ͵ᄌޠὔ
cli

Spring Boot 核心模块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Spring Boot 的核心模块。
1. spring-boot
Spring Boot 核心工程。
2. starters
是 Spring Boot 的 启 动 服 务 工 程。spring-boot 中 内 置 提 供 的 starter 列 表 可 以 在 Spring
Boot 项目源代码工程 spring-boot/spring-boot-starters 中看到。这些 starters 的使用例子，在
源码中的 spring-boot/spring-boot-samples 工程中。
3. autoconﬁgure
是 Spring Boot 实现自动配置的核心工程。
4. actuator
提供 Spring Boot 应用的外围支撑性功能。比如：应用状态监控管理、应用健康指示表、
远程 shell 支持、metrics 支持等。
5. tools
提供了 Spring Boot 开发者的常用工具集。诸如，spring-boot-gradle-plugin、spring-bootmaven-plugin 就在这个模块里面。
6. cli
是 Spring Boot 命令行交互工具，可用于使用 Spring 进行快速原型搭建。可以用它直接
运行 Groovy 脚本。如果你不喜欢 Maven 或 Gradle，可用 CLI（Command Line Interface）来
开发运行 Spring 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它来运行 Groovy 脚本，甚至编写自定义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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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优于配置极简化理念
Spring Boot 充分利用了 JavaConfig 的配置模式以及“约定优于配置”（Convention Over

Configuration，COC）的理念，极大地简化了基于 Spring MVC 的 Web 应用和 REST 服务的开发。
不用看那一堆带着无数尖括号的 XML 真的让人很神清气爽。用 JavaConf ig 注解方式可
以让人很容易明白配置代码中的关键信息。
例如，一个标准的基于 Gradle 构建的 Spring Boot 应用程序目录结构约定如下：
.
├── LICENSE
├── README.md
├── build.gradle
├── gradle
│
└── wrapper
│
├── gradle-wrapper.jar
│
└── gradle-wrapper.properties
├── gradlew
├── gradlew.bat
└── src
├── main
│
├── java
│
├── kotlin
│
└── com
│
│
└── easy
│
│
└── Spring Boot
│
│
└── demo2_aop_logging
│
│
├── Demo2AopLoggingApplication.kt
│
│
├── aop
│
│
│
│
└── LogAspect.kt
│
└── controller
│
│
└── HelloAopController.kt
│
│
└── resources
│
├── application-daily.properties
│
├── application-dev.properties
│
├── application-prod.properties
│
├── application.properties
│
├── static
│
└── templates
└── test
├── java
├── kotlin
│
└── com
│
└── easy
│
└── Spring Boot
│
└── demo2_aop_logging
│
└── Demo2AopLoggingApplicationTests.kt
└── resources
23 directories, 20 files

目录文件简单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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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gradle—Gradle 工程项目配置文件。

src/main/java—项目 Java 源代码目录。

src/main/kotlin—项目 Kotlin 源代码目录。

src/main/resources—项目资源文件目录。

src/test/java—测试 Java 源代码目录。

src/test/kotlin—测试 Kotlin 源代码目录。

src/test/resources—测试资源文件目录。

许多框架使用了 COC 的思想，包括：Spring、Ruby on Rails、Kohana PHP、Grails、Grok、
Zend Framework、CakePHP、Symfony、Maven、ASP.NET MVC、Web2py（MVC）、Apache
Wicket 等。COC 是一个古老的思想理念，甚至在 Java 类库中也可以找出这一概念的踪迹。
JavaBean 规范中很多就是依赖这个理念。
例如，在知名的 Java 对象关系映射（ORM）框架 Hibernate 的早期版本中，将类及其属
性映射到数据库上在 XML 文件中进行配置，而其中大部分信息都应能够按照约定得到，如将
类映射到对应的数据库表，将类属性一一映射到表上的字段。在后续的版本中抛弃了这样的
XML 配置文件，而是采用 Java 类属性使用驼峰式命名对应数据库表中的下划线命名这个恰当
的约定，大大简化了配置。而对于不符合这些约定的特殊情形，就使用 Java 注解来标注说明。
例如，Spring 通过使用约定好的注解来标注 Spring 应用中各层中的 Bean 类：
@Component—标注一个普通的 Spring Bean 类。

@Controller—标注一个控制器组件类。

@Service—标注一个业务逻辑组件类。

@Repository—标注一个 DAO 组件类。

其实 Java 的成功，Spring 的成功，XML 的成功，Maven 的成功等，都有其必然性，因
为它们的设计理念都包含一个很简单但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通用”。为什么通用？因
为遵循约定。
提示

约定优于配置（Convention Over Conf iguration，COC）也称为按约定编程，是一种
软件设计范式，旨在减少软件开发人员需做决定的数量，获得简单的好处，而又不
失灵活性。

1.4

本章小结
Spring Boot 是一个名词，反过来念就是“ Boot Spring ”，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语，意

即：“起飞吧，Spring ！”。这正是 Spring Boot 框架设计的初心所在。自始至终，Spring 都
在努力使开发者能够“极简”
“快速”地创建并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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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使用 Spring Boot2.0 快速实现一个基于 Kotlin 和 Gradle 的 HelloWorld
应用。下面我们直接开始吧。

2.1

创建 Spring Boot 项目
本节我们使用 IDEA 集成开发环境来快速创建实现一个 Spring Boot 版本的 Hello World

项目。
基本的 JDK 运行环境、Gradle 环境配置就不在这里赘述。如果是初次进入 Java 企业级
应用的开发者，可以先把基本的开发环境配置好。
首先打开 IDEA，依次点击 File → New → Project，然后，我们进入 New Project 界面，
如图 2-1 所示。
选 择 Spring Initializr，Project SDK 设 置 为 JDK1.8， 采 用 Spring 官 方 的 Initializr 服 务
URL https://start.spring.io/，点击 Next 进入 Project Metadata 设置界面，如图 2-2 所示。如图
中设置项目元数据。其中：
Type：选择 Gradle Project 表示我们创建的是一个基于 Gradle 构建的项目。

Language：选择 Kotlin 表示我们采用 Kotlin 编程语言。

Packag：表示项目的主包路径是 com.easy.Spring Boot.demo0_hello_world。

点击 Next 进入 Spring Initializr 初始化项目界面，如图 2-3 所示。
选择 Spring Boot 版本为 2.0.0.M7，选择“Web”启动器依赖（即 Full-stack web development
with Tomcat and Spring MVC）。点击 Next 进入项目名称、存放路径等信息的配置，如图 2-4 所示。

14

第Ⅰ部分

Spring Boot 框架基础

图 2-1

图 2-2

New Project 界面

Project Metadata 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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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Initializr 初始化项目界面

项目名称、存放路径等信息的配置

点击 Finish 会弹出创建目录的对话框，如图 2-5 所示。直接点击 OK，IDEA 将会为我
们完成剩下的一切：创建项目标准目录，下载 Gradle 项目依赖等。当完成项目的初始化创
建后，IDEA 会自动导入该项目，如图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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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创建目录的对话框

图 2-6

导入项目

我们按照图中选项选择 Gradle 项目的配置，注意，这里使用的是 local gradle distribution，
这样会比较快。点击 OK，等待 IDEA 初始化项目完毕，我们将得到一个样板工程。

2.2

Spring Boot 项目的入口类
在样板工程中，Demo0HelloWorldApplication 是 Spring Boot 项目的入口类，它的关键

源代码如下：
@Spring BootApplication
class Demo0HelloWorldApplication
fun main(args: Array<String>) {
runApplication<Demo0HelloWorldApplication>(*args)
}

其 中，org.springframework.boot.runApplication 是 Spring Boot2.0 中 针 对 Kotlin 扩 展 的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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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类 SpringApplicationExtensions.kt 中提供的内联函数。关键代码如下：
inline fun <reified T : Any> runApplication(vararg args: String): Configurable
ApplicationContext = SpringApplication.run(T::class.java, *args)

我们在 main 函数里面打印一行日志：
fun main(args: Array<String>) {
println("Spring Boot 2.0 极简教程 ")
runApplication<Demo0HelloWorldApplication>(*args)
}

点击 IDEA 的运行按钮，如图 2-7 所示。

图 2-7

运行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后台日志中打印出了我们代码中的内容，如图 2-8 所示。

图 2-8

后台日志打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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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HelloWorldController
接着上节的工程，在目标 package 上单击，按下快捷键 Command + N 创建 Kotlin Class，

如图 2-9 所示。

图 2-9

按下快捷键 Command + N 创建 Kotlin Class

输入类名，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输入类名

实现代码如下：
@RestController
class HelloWorldController {
@GetMapping(value = ["", "/", "/hello"]) // 匹配请求的 URL 列表："", "/", "/hello"
fun hello(): Greeting {
return Greeting(name = "World", greeting = "Hel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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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lass Greeting(var name: String, var greeting: String)
}

其中，data class Greeting 是 Kotlin 中的数据类。
提示

关于 Kotlin 编程语言的相关内容你可以参考《 Kotlin 极简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 9 月出版）。

启动应用，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127.0.0.1:8080，可以看到输出结果，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浏览器中的输出结果

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 RESTful Web HTTP Service。
提示

本节示例工程源代码位于 https://github.com/KotlinSpringBoot/demo0_hello_world。

下面我们重点讲解一下示例工程中用到的几个核心注解。

2.4

Spring Boot 应用注解 @Spring BootApplication
我们在上面看到在 Spring Boot 入口类上面添加了注解 @Spring BootApplication，这个

注解的定义如下：
@Target(ElementType.TYPE)
@Retention(RetentionPolicy.RUNTIME)
@Documented
@Inherited
@Spring BootConfiguration
@EnableAutoConfiguration
@ComponentScan(excludeFilters = {
@Filter(type = FilterType.CUSTOM, classes = TypeExcludeFilter.class),
@Filter(type = FilterType.CUSTOM, classes = AutoConfigurationExclu
deFilter.class) })
public @interface Spring BootApplication {...}

@Spring BootApplication 注解实际上封装了以下三个注解：
@Spring BootConf iguration：配置类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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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AutoConf iguration：启用自动配置注解。

@ComponentScan：组件扫描注解。

下面我们分别来介绍。

2.4.1

Spring Boot 配置类注解

@SpringBootConf iguration 与 @Component 注 解 是 一 样 的。@SpringBootConf iguration
其实是 Spring Boot 包装的 @Conf iguration 注解：
@Target(ElementType.TYPE)
@Retention(RetentionPolicy.RUNTIME)
@Documented
@Configuration
public @interface Spring BootConfiguration {
}

而 @Conf iguration 注解使用的又是 @Component 注解：
@Target(ElementType.TYPE)
@Retention(RetentionPolicy.RUNTIME)
@Documented
@Component
public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
@AliasFor(annotation = Component.class)
String value() default "";
}

我们知道，@Component 注解的功能是把普通 POJO 实例化到 Spring 容器中，相当于
配置文件中的 <bean id = ""class = ""/>。
在类上添加注解 @Conf iguration，表明这个类代表一个 Spring 配置文件，与原来 XML
配置是等效的。只不过现在用 Java 类加上一个 @Conf iguration 注解进行配置了，这种方式
与 XML 相比可以称得上是极简风格了。同时基于注解的配置风格，使得代码的可读性也大
大增高了。
Spring 容器可以扫描出任何我们添加了 @Component 注解的类，Bean 的注册逻辑在 ClassPathScanningCandidateComponentProvider 这个类的 registerDefaultFilters 方法里。
提示

注 解（Annotation） 是 JDK1.5 中 引 入 的 一 个 新 特 性。 从 Spring2.0 以 后 的 版 本 中，
Spring 引入了基于注解方式的配置，用于取代 XML 配置文件，从而极简化了 Bean
的配置，Spring 后来的新版本。在 Spring Boot 中完全采用基于注解（Spring4.x 引入
了更加智能的 @Condition 系列注解，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介绍）的配置，
实现“零 XML 的配置”
（当然，同时也支持之前的 XML 配置文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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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自动配置注解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 这个注解是 Spring Boot 的最核心注解。首先我们看它的定义：
@Target(ElementType.TYPE)
@Retention(RetentionPolicy.RUNTIME)
@Documented
@Inherited
@AutoConfigurationPackage
@Import(AutoConfigurationImportSelector.class)
public @interface EnableAutoConfiguration {...}

其中，导入配置类注解 @Import 标识导入 @Conf iguration 标注的配置类。@Import 用
来整合所有在 @Conf iguration 注解中定义的 Bean 配置。这与我们将多个 XML 配置文件导
入到单个文件的场景一致。@Import 注解实现了相同的功能。
使 用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 注 解 可 以 启 用 Spring 应 用 程 序 上 下 文 的 自 动 配 置，
Spring Boot 会去尝试猜测和配置你可能需要的 Bean。自动配置类通常是根据类路径中你定
义的 Bean 来推断可能需要怎样的配置。
例如，如果在你的类路径中有 tomcat-embedded.jar 这个类库，那么 Spring Boot 会根据
此信息来判断你可能需要一个 TomcatServletWebServerFactory（除非你已经定义了你自己的
ServletWebServerFactory Bean）。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设置 exclude 或者 excludeName 变量
的值来手动排除你不想要的自动配置。
Spring Boot 默认扫描的包路径是入口类 Demo0HelloWorldApplication 所在的根包中，
及其所有的子包。通常，Spring Boot 自动配置 Bean 是根据 Conditional Bean（条件 Bean）
中注解的类信息来推断的。例如 @ConditionalOnClass、@ConditionalOnMissingBean 注解。
关于 Spring Boot 自动配置的相关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介绍。

2.4.3

组件扫描注解

组 件 扫 描 注 解 @ComponentScan 提 供 的 功 能 与 Spring XML 配 置 文 件 中 的 <context:
component-scan> 元素等价。对应 @ComponentScan 注解的处理类是 Conf igurationClassParser。
@ComponentScan 告诉 Spring 去哪个 package 下面扫描 Spring 注解。Spring 会去自动扫描这
些被 Spring 注解标注的类，并且将其注册到 Bean 容器中。例如下面的 XML 配置：
<beans>
<context:component-scan base-package="com.easy.SpringBoot"
name-generator="com.easy.SpringBoot.MyApp" />
</beans>

对应到 Java Conf ig 风格如下：
@Configuration
@ComponentScan(basePackages = "com.easy.SpringBoot", nameGenerator = MyApp.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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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AppConfig {
...
}

如果你有个类用 @Controller 注解标识了，但是没有加上 @ComponentScan 告诉 Spring
去扫描这个类所在的包，那么该 Controller 就不会被注册到 Spring 容器中。
不过，Spring Boot 中如果不显式地使用 @ComponentScan 指明对象扫描的包，那么默
认只扫描当前启动类所在的包里的类。
我们可以设置 basePackageClasses 的值来指定要扫描哪个类所在的包，代码示例如下：
@Spring BootApplication
@ComponentScan(basePackageClasses ＝ MyApplication.class) // 指定扫描 MyApplication
// 类所在的包
public class MyApplication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SpringApplication.run(MyApplication.class, args);
}
}

2.5

XML 配置与注解配置
本节简单对比一下传统的 Spring XML 配置与基于 JavaConf ig 的注解配置 Bean 的两种

方式。
Spring 对于 Bean 的配置有两种方式：XML 配置，注解配置。
1. XML 配置
优点：可以在后期维护的时候适当地调整 Bean 管理模式，并且只要遵循一定的命名规
范，可以让程序员不必关心 Bean 之间的依赖关系。
缺点：系统越庞大，XML 配置文件就越大；关系错综复杂，容易导致错误。
2. 注解配置
优点：配置比较方便，程序员只要在 service 层代码设置即可实现，不需要知道系统需
要多少个 Bean，交给容器来注入就好了。
缺点：当你要修改或删除一个 Bean 的时候，你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个其他的 Bean 依
赖于这个 Bean。（解决方法：需要有严格的开发文档，在修改实现时尽可能继续遵守相应的
接口规则，避免使其他依赖于此的 Bean 不可用。
）

2.6

本章小结
Spring Boot 可以说是 Spring 践行“约定优于配置”（Convention Over Conf iguration）理

念的极佳范例。“ Spring Boot 无它，唯 Spring ”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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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框架提供了以多种方式配置 Bean 的灵活性，如 XML、注释和 JavaConf ig。随
着特性的增加，复杂性也增加了，而配置 Spring 应用程序变得单调乏味且容易出错。Spring
团队于是创建了 Spring Boot 以解决配置的复杂性。本章先来快速回顾一下使用 Spring 框架
开发的复杂性，看看 Spring Boot 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介绍 Spring Boot 自动配置原
理，以及实测分析。

3.1

传统的 SSM 开发过程
传统的 SSM（Spring + SpringMVC + MyBatis），曾经是主流的企业级架构方案：标准的

MVC 分层架构设计模式，将整个系统划分为模板视图（View）层、控制器（Controller）层、
业务逻辑 Service 层、数据库访问的 Dao 层。我们使用 Spring MVC 负责请求的转发和视图
管理，使用 Spring 核心容器实现业务对象的协作和生命周期的管理，MyBatis 作为数据库
ORM 层的对象持久化引擎。
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配置 pom.xml 中的各种项目依赖及其版本以保证 jar 包不冲突。这
个 pom.xml 将是一个很庞大的依赖配置，动辄上百行。这么多的依赖，各种版本号也都
必须要对得上，不能发生版本不兼容的情况。然后，我们还需要仔细配置 Spring 上下文
spring.xml 文件。这个 Spring 配置文件是 Spring 的 BeanFactory 工厂进行 Bean 生产、依赖
关系注入（装配）及 Bean 实例分发的“图纸总纲”。Java EE 程序员必须学会并灵活应用这
份“图纸”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生产意图”。
Spring 配 置 文 件 是 一 个 或 多 个 标 准 的 XML 文 档， 如 果 在 web.xml 中 没 有 显 式 指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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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Conf igLocation，将会使用 XmlWebApplicationContext 的默认的配置 /WEB-INF/applicationContext.xml。applicationContext.xml 是 Spring 的默认配置文件，当容器启动时找不
到指定的配置文档时，将会尝试加载这个默认的配置文件。
如果我们使用自定义名称的 spring.xml 文件，就需要在 web.xml 中通过配置 contexConf igLocation 参数来指定 Spring 的配置文件。代码示例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web-app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http://java.sun.com/xml/ns/j2ee"
xsi:schemaLocation="http://java.sun.com/xml/ns/j2ee http://java.sun.com/
xml/ns/j2ee/web-app_2_4.xsd"
version="2.4">
<!-- 配置 Spring -->
<context-param>
<param-name>contextConfigLocation</param-name>
<param-value>classpath:spring.xml</param-value>
</context-param>
…
</web-app>

完整的 Spring 配置文件 spring.xml 内容通常也非常庞大。
如果是 Java Web 项目的开发，通常还需要配置 SpringMVC 的上下文 spring-mvc.xml 这
个 XML。SpringMVC 的上下文配置文件主要是：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DispatcherServlet

这个 DispatcherServlet 类在初始化过程中使用。DispatcherServlet 提供 Spring Web MVC
的集中访问点，负责职责的分派，而且与 Spring IoC 容器无缝集成，从而可以获得 Spring
的所有好处。我们需要在 spring-mvc.xml 中配置默认的注解映射的支持、自动扫描包路
径、视图模板引擎等等一系列配置，完整的 spring-mvc.xml 配置文件内容参考示例工程源
代码。
在 Web 应用中的 web.xml 中通常还需要配置 DispatcherServlet，在应用程序目录中的
classpath: spring-mvc.xml 配置 springMVC 的配置文件位置。一个配置实例如下：
<!-- 配置 springmvc -->
<servlet>
<servlet-name>springMVC</servlet-name>
<servlet-class>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DispatcherServlet</
servlet-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contextConfigLocation</param-name>
<param-value>classpath:spring-mvc.xml</param-value>
</init-param>
<load-on-startup>1</load-on-startup>
</serv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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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springMVC</servlet-name>
<url-pattern>/</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这样，Spring Web MVC 框架将加载“ classpath: spring-mvc.xml ”来进行初始化上下文
而不是约定的默认文件路径“ /WEB-INF/[servlet 名字 ]-servlet.xml ”。
项目完整的 web.xml 配置文件的内容参考示例工程。
提示

本 节 介 绍 的 传 统 SSM 实 例 工 程 源 代 码 参 考：https://github.com/KotlinSpring Boot/
spring_mybatis_demo

web.xml 文 件 是 用 来 初 始 化 整 个 项 目 的 配 置 信 息 的。 比 如 Welcome 页 面、servlet、
servlet-mapping、f ilter、listener、 启 动 加 载 级 别 等。web.xml 又 叫 部 署 描 述 符 文 件， 是
在 Servlet 规范中定义的，是 web 应用的配置文件。部署描述符文件就像所有 XML 文件
一样，必须以一个 XML 头开始。这个头声明可以使用的 XML 版本并给出文件的字符编
码。DOCYTPE 声明必须立即出现在此头之后。这个声明告诉服务器适用的 servlet 规范
的版本（如 2.2 或 2.3）并指定管理此文件其余部分内容的语法的 DTD（Document Type
Def inition，文档类型定义）。所有部署描述符文件的顶层（根）元素为 web-app。请注意，
XML 元素是大小写敏感的。因此，web-App 和 WEB-APP 都是不合法的，web-app 必须
用小写。
web.xml 的加载顺序是：
<context-param> → <listener> → <f ilter> → <servlet>

其中，如果 web.xml 中出现了相同的元素，则按照在配置文件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来加
载。另外，当我们使用 Spring 的 @Service、@Controller 等注解的时候，需要告诉 Spring 去
哪里扫描并注册这些 Bean，这个配置在 spring.xml 中，例如：
<!-- 扫描 service、dao 组件 --><context:component-scan base-package="com.easy.
Spring Boot"/>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知道了：
<context:component-scan base-package="com.easy.Spring Boot"/>

这个配置等价于下面这段使用注解配置的代码：
@ComponentScan(basePackage="com.easy.Spring Boot")

在 Spring Boot 中就是大量使用基于注解的配置，从而去除 XML 配置。
传统的 Java Web 项目的开发过程中，通常还需要单独去配置 Tomcat 服务器，然后在
IDE 中配置集成。这个过程也比较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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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Boot 自动配置原理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把上面这些繁杂费时费力的重复性劳动“一键打包、开

箱即用”？
接下来，我们就逐步展示 Spring Boot 是怎样通过自动配置和提供一系列开箱即用的启
动器 starter 来封装上面的复杂性使其简单化的。

3.2.1

Java 配置

在整个 Spring Boot 应用程序中，我们将看不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Spring XMI 配置文
件。其实，在 Spring3.x 和 Spring4.x 中就出现了大量简化 XML 配置的解决方案。例如：
组件扫描（Component Scan）：Spring 去自动发现应用上下文中创建的 Bean。

自动装配（Autowired）：Spring 自动创建 Bean 之间的依赖。

通过 JavaConf ig 方式实现 Java 代码配置 Bean。

下面是一个使用 Java Conf ig 方式配置 Thymeleaf 视图模板引擎的代码示例：
@Configuration
@ComponentScan(basePackages = { "com.easy.Spring Boot"})
@EnableWebMvc // 启用 WebMVC 配置（关于 WebMVC 的自定义配置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介绍）
public class WebMvcConfig extends WebMvcConfigurerAdapter
{
@Bean
public TemplateResolver templateResolver()
{// 配置模板解析器
TemplateResolver templateResolver = new ServletContextTemplateResolver();
templateResolver.setPrefix("/WEB-INF/views/");
templateResolver.setSuffix(".html");
templateResolver.setTemplateMode("HTML5");
templateResolver.setCacheable(false);
return templateResolver;
}
@Bean
public SpringTemplateEngine templateEngine() {// 配置模板引擎
SpringTemplateEngine templateEngine = new SpringTemplateEngine();
templateEngine.setTemplateResolver(templateResolver());
return templateEngine;
}
@Bean
public ThymeleafViewResolver viewResolver() {// 配置视图解析器
ThymeleafViewResolver thymeleafViewResolver = new ThymeleafView
Resolver();
thymeleafViewResolver.setTemplateEngine(templateEngine());
thymeleafViewResolver.setCharacterEncoding("UTF-8");
return thymeleafViewResolv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addResourceHandlers(ResourceHandlerRegistry 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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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资源处理器配置
registry.addResourceHandler("/resources/**").addResourceLocations
("/resources/");
}
…
@Bean(name = "messageSource")
public MessageSource configureMessageSource(){// 消息源配置
ReloadableResourceBundleMessageSource messageSource = new Reloada
bleResourceBundleMessageSource();
messageSource.setBasename("classpath:messages");
messageSource.setCacheSeconds(5);
messageSource.setDefaultEncoding("UTF-8");
return messageSource;
}
}

在 WebMvcConf ig.java 配置类中，我们做了如下的配置：
将它标记为使用 @Conf iguration 注释的 Spring 配置类。

启用基于注释的 Spring MVC 配置，使用 @EnableWebMvc。

通 过 注 册 TemplateResolver、SpringTemplateEngine、ThymeleafViewResolver Bean

来配置 Thymeleaf ViewResolver。
注 册 的 ResourceHandlers Bean 用 来 配 置 URI/resources/** 静 态 资 源 的 请 求 映 射 到 /

resources/ 目录下。
配 置 的 MessageSource Bean 从 classpath 路 径 下 的 ResourceBundle 中 的 messages
{country-code}.properties 消息配置文件中加载 i18n 消息。
这些样板化的 Java 配置代码比 XML 要更加简单些，同时易于管理。而 Spring Boot
则是引入了一系列的约定规则，将上面的样板化配置抽象内置到框架中去，用户连上面的
Java 配置代码也将省去。

3.2.2

条件化 Bean

Spring Boot 除了采用 Java、Conf ig 方式实现“零 XML ”配置外，还大量采用了条件
化 Bean 方式来实现自动化配置，本节就介绍这个内容。
1. 条件注解 @Conditional
假如你想一个或多个 Bean 只有在应用的路径下包含特定的库时才创建，那么使用这节
我们所要介绍的 @Conditional 注解定义条件化的 Bean 就再适合不过了。
Spring4.0 中引入了条件化配置特性。条件化配置通过条件注解 @Conditional 来标注。
条件注解是根据特定的条件来选择 Bean 对象的创建。条件注解根据不同的条件来做出不同
的事情（简单说就是 if else 逻辑）。在 Spring 中条件注解可以说是设计模式中状态模式的一
种体现方式，同时也是面向对象编程中多态的应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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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条件注解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常用的条件注解

条件注解

条件说明

@ConditionalOnBean

仅在当前上下文中存在某个对象时，才会实例化一个 Bean

@ConditionalOnClass

当 class 位于类路径上，才会实例化一个 Bean

@ConditionalOnExpression

当表达式为 true 的时候，才会实例化一个 Bean

@ConditionalOnMissingBean

仅在当前上下文中不存在某个对象时，才会实例化一个 Bean

@ConditionalOnMissingClass

当类路径上不存在某个 class 的时候，才会实例化一个 Bean

@ConditionalOnNotWebApplication

当不是一个 Web 应用时

2. 条件注解使用实例
下面我们通过实例来说明条件注解 @Conditional 的具体工作原理。
1）创建示例工程。
为了精简篇幅，这里只给出关键步骤。首先使用 Spring Initializr 创建一个 Spring Boot
工程，选择 Web Starter 依赖，配置项目名称和存放路径，配置 Gradle 环境，最后导入到
IDEA 中，完成工程的创建工作。
2）实现 Condition 接口。
下面我们来实现 org.springframework.context.annotation.Condition 接口，实现类是
MagicCondition。
实现类的“条件”逻辑是：当 application.properties 配置文件中存在“ magic ”配置项，
同时当值是 true 的时候：
magic=true
#magic=false

就表示条件匹配。
新 建 MagicCondition 类， 实 现 Condition
接口。在 IDEA 中会自动提示我们实现其中的
方法，如图 3-1 所示。
选择要实现的 matches 函数，如图 3-2 所示。

图 3-2

图 3-1

IDEA 会自动提示我们实现其中的方法

选择要实现的 matches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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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实现代码如下：
class MagicCondition : Condition {
override fun matches(context: ConditionContext, metadata: AnnotatedType
Metadata): Boolean {
val env = context.getEnvironment()
if (env.containsProperty("magic")) // 检查 application.properties 配置
文件中是否存在 magic 属性 key
{
val b = env["magic"]
// 获取 magic 属性 key 的值
return b == "true"
// 如果是 true，返回 true
}
return false
// 返回 false
}
}

实现这个 Condition 接口只需要实现 matches 方法。如果 matches 方法返回 true 就创建
该 Bean，如果返回 false 则不创建 Bean。这就是否创建 MagicService Bean 的条件。
matches 方法中的第 1 个参数类型 ConditionContext 是一个接口，它的定义如下：
public interface ConditionContext {
BeanDefinitionRegistry getRegistry();
ConfigurableListableBeanFactory getBeanFactory();
Environment getEnvironment();
ResourceLoader getResourceLoader();
ClassLoader getClassLoader();
}

ConditionContext 中的方法 API 说明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方

ConditionContext 中的方法 API

法

作

用

getRegistry()

返回保存 Bean 定义的 BeanDefinitionRegistry 对象，可以使用 BeanDefinitionRegistry
检查 Bean 的定义

getBeanFactory()

返回 Conf igrableListableBeanFactory 对象，用来检查 Bean 是否存在，以及检查
Bean 的属性

getEnvironment()

使用返回 Environment 检查环境变量是否存在以及读取它的值

getResourceLoader()

读取并检查它返回的 ResourceLoader 所加载的资源

getClassLoader()

使用返回的类加载器对象 ClassLoader 来加载类并检查类是否存在

matches 方法中的第 2 个参数类型 AnnotatedTypeMetadata，则能够让我们检查带有 @
Bean 注解的方法上是否有其他注解。AnnotatedTypeMetadata 接口的定义如下：
public interface AnnotatedTypeMetadata {
boolean isAnnotated(String annotationType);
Map<String, Object> getAnnotationAttributes(String annotationType);

30

第Ⅰ部分

Spring Boot 框架基础

Map<String, Object> getAnnotationAttributes(String annotationType, boolean
classValuesAsString);
MultiValueMap<String, Object> getAllAnnotationAttributes(String annota
tionType);
MultiValueMap<String, Object> getAllAnnotationAttributes(String annota
tionType, boolean classValuesAsString);
}

使用 isAnnotated() 方法，能够判断带有 @Bean 注解的方法是不是还有其他特定的注
解。使用另外的几个方法，我们能够检查 @Bean 注解的方法上，所标注的其他注解的属性。
例如 Spring4 使用 @Conditional 对多环境部署配置文件功能实现的 Prof ileCondition 类
的代码如下：
class ProfileCondition implements Condition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matches(ConditionContext context, AnnotatedTypeMetadata
metadata) {
MultiValueMap<String, Object> attrs = metadata.getAllAnnotationA
ttributes(Profile.class.getName());
if (attrs != null) {
for (Object value : attrs.get("value")) {
if (context.getEnvironment().acceptsProfiles((String[])
value))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Prof ileCondition 通 过 AnnotatedTypeMetadata 得 到 了 用 于 @Prof ile 注
解的所有属性：
MultiValueMap<String, Object> attrs = metadata.getAllAnnotationAttributes
(Profile.class.getName());

然后循环遍历 attrs 这个 Map 中的属性“ value ”的值（包含了 Bean 的 prof ile 名称），
使用 ConditionContext 中的 Environment 来检查这个 value 进而决定使用哪个 Prof ile 处于激
活状态。
3）条件配置类 ConditionalConf ig。
Spring4 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基于特定条件创建 Bean 的方式：@Conditional 注解。编写
条件配置类 ConditionalConf ig 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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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ComponentScan(basePackages = ["com.easy.Spring Boot.demo_conditional_bean"])
class ConditionalConfig {
@Bean
@Conditional(MagicCondition::class) // 指定条件类
fun magicService(): MagicServiceImpl {
return MagicServiceImpl()
}
}

逻 辑 是 当 Spring 容 器 中 存 在 MagicCondition Bean， 并 满 足 MagicCondition 类 的 条 件
时，去实例化 magicService 这个 Bean。否则不注册这个 Bean。
4）MagicServiceImpl 逻辑实现。
MagicServiceImpl 业务 Bean 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打印一个标识信息。实现代码如下：
class MagicServiceImpl : MagicService {
override fun info(): String {
return "THIS IS MAGIC"
// 打印一个标识信息
}
}
interface MagicService {
fun info(): String
}

5）测试 MagicController。
我们使用一个 HTTP 接口来测试条件化 Bean 的注册结果：
@RestController
class MagicController {
@GetMapping("magic")
fun magic(): String {
try {
val magicService = SpringContextUtil.getBean("magicService") as
MagicService // 从 Spring 容器中获取 magicService Bean
return magicService.info() // 调用 info() 方法
} catch (e: Exception)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null"
}
}

其中 SpringContextUtil 实现代码如下：
object SpringContextUtil {
lateinit var applicationContext: ApplicationContext
fun setGlobalApplicationContext(context: ApplicationContext) {
applicationContext = con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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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getBean(beanId: String): Any {
return applicationContext.getBean(beanId)
}
}

在 Spring Boot 启动入口类中，我们把 Spring Boot 应用的上下文对象放到 Spring ContextUtil 中的这个 applicationContext 成员变量中：
@Spring BootApplication
class DemoConditionalBeanApplication
fun main(args: Array<String>) {
val context = runApplication<DemoConditionalBeanApplication>(*args)
SpringContextUtil.setGlobalApplicationContext(context)
}

完整的项目代码参考示例工程源代码。
提示

本小节的实例工程源码：https://github.com/KotlinSpringBoot/demo_conditional_bean

6）运行测试。
我们先来测试 magic = true。在 application.properties 中配置：
magic=true

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浏览器输入：http://127.0.0.1:8080/magic，输出“THIS IS MAGIC ”。
再来测试 magic = false 。在 application.properties 中配置：
magic=false

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浏览器输入：http://127.0.0.1:8080/magic，输出：“ null ”。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应用程序后台日志有如下输出：
org.springframework.beans.factory.NoSuchBeanDefinitionException: No bean
named 'magicService' available ……
com.easy.Spring Boot.demo_conditional_bean.controller.MagicController.magic
(MagicController.kt:14)

表明 magicService 这个 Bean 没有注册到 Spring 容器中。条件化注册 Bean 验证 OK。

3.2.3

组合注解

组合注解就是将现有的注解进行组合，生成一个新的注解。使用这个新的注解就相当
于使用了该组合注解中所有的注解。这个特性还是蛮有用的，例如 Spring Boot 应用程序的
入口类注解 @Spring BootApplication 就是典型的例子：
@Target(ElementTyp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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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ention(RetentionPolicy.RUNTIME)
@Documented
@Inherited
@Spring BootConfiguration
@EnableAutoConfiguration
@ComponentScan(excludeFilters = {
@Filter(type = FilterType.CUSTOM, classes = TypeExcludeFilter.class),
@Filter(type = FilterType.CUSTOM, classes = AutoConfigurationExclude
Filter.class) })
public @interface Spring BootApplication

早期版本的 Spring Boot 中，用户需要使用如下三个注解来标注应用入口 main 类：
@Conf iguration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

@ComponentScan

在 Spring Boot1.2.0 中只需用一个统一的注解 @Spring BootApplication。

3.3

Spring Boot 自动配置过程
Spring Boot 内置自动配置原理是怎样的呢？这一切都在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 这

个注解里：
@Target(ElementType.TYPE)
@Retention(RetentionPolicy.RUNTIME)
@Documented
@Inherited
@AutoConfigurationPackage
@Import(AutoConfigurationImportSelector.class)
public @interface EnableAutoConfiguration

其中的核心注解是 @Import(EnableAutoConf igurationImportSelector.class)，借助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ImportSelector、@EnableAutoConf iguration、Spring Boot 应 用 将 所 有 符
合条件的 @Conf iguration 配置类都加载到当前 Spring 容器中 —就像一只“八爪鱼”一
样。具体的实现是使用了 Spring 框架中原有的一个工具类 SpringFactoriesLoader。这样，@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 就可以智能实现 Bean 的自动配置。

3.3.1

@EnableAutoConﬁguration 注解

Spring Boot 中通过 @EnableAutoConfiguration 启用 Spring 应用程序上下文的自动配置，这个
注解会导入一个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ImportSelector 的类，而 AutoConfigurationImportSelector
这个类会去读取一个 spring.factories 下 key 为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 对 应 的 类 全 限 定 名 的
值。其中的关键代码如下：
protected List<String> getCandidateConfigurations(AnnotationMetadata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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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Attributes attributes) {
List<String> configurations = SpringFactoriesLoader.loadFactoryNames(
getSpringFactoriesLoaderFactoryClass(), getBeanClassLoader());
Assert.notEmpty(configurations,
"No auto configuration classes found in META-INF/spring.factories.
If you "
+ "are using a custom packaging, make sure that file
is correct.");
return configurations;
}

这 个 spring.factories 里 面 配 置 的 那 些 类， 主 要 作 用 是 告 诉 Spring Boot 这 个 stareter
所需要加载的那些 *AutoConf iguration 类，也就是你真正的要自动注册的那些 Bean 或功
能。然 后，再实现一个 spring.factories 指定的类，标上 @Conf iguration 注解，一个 starter
就定义完了。通过 org.springframework.boot.autoconf igure.AutoConf igurationImportSelector 里面
的 getCandidateConf igurations 方法，获取到候选类的名字列表 List<String>。
其 中，loadFactoryNames 的 第 1 个 参 数 是 getSpringFactoriesLoaderFactoryClass() 方 法
直接返回的是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class，代码如下：
protected Class<?> getSpringFactoriesLoaderFactoryClass() {
return EnableAutoConfiguration.class;
}

所以，getCandidateConf igurations 方法里面的这段代码：
List<String> configurations = SpringFactoriesLoader.loadFactoryNames(
getSpringFactoriesLoaderFactoryClass(), getBeanClassLoader());

会过滤出 key 为
org.springframework.boot.autoconfigure.EnableAutoConfiguration

的全限定名对应的值。其中，SpringFactoriesLoader 主要用来查询 META-INF/spring.
factories 的 properties 配置中指定 class 对应的所有实现类。下节介绍这个文件。
提示

全限定名都使用如下命名方法：
包名 . 外部类名
包名 . 外部类名 $ 内部类名

例如：
org.springframework.boot.autoconf igure.context.PropertyPlaceholderAutoConf i
guration

3.3.2

spring.factories 文件

Spring Boot 中 的 META-INF/spring.factories（spring-boot/spring-boot-autoconf igure/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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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resources/META-INF/spring.factories）配置文件的完整内容可参考 Spring Boot 源代码
工程，其中关于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 的配置是：
# Auto Configure
org.springframework.boot.autoconfigure.EnableAutoConfiguration=\
org.springframework.boot.autoconfigure.admin.SpringApplicationAdminJmxAut
oConfiguration,\
……
org.springframework.boot.autoconfigure.webservices.WebServicesAutoConfiguration

当然了，这些 AutoConf iguration 不是所有都会加载的，会根据 AutoConf iguration 上的
@ConditionalOnClass 等条件，再进一步判断是否加载。

3.3.3

获取候选配置类

在上面的 getCandidateConf igurations 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读取 spring.factories 文件
由 SpringFactoriesLoader 来完成的。SpringFactoriesLoader 的实现类似于 SPI（Service Provider
Interface，在 java.util.ServiceLoader 的文档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Java SPI 提供一种服务发
现机制，为某个接口寻找服务实现的机制。有点类似 IOC 的思想，就是将装配的控制权移
到程序之外，在模块化设计中这个机制尤其重要。
SpringFactoriesLoader 会加载 classpath 下所有 JAR 文件里面的 META-INF/spring.factories
文件。
其 中 加 载 spring.factories 文 件 的 代 码 在 loadFactoryNames() 方 法 里。Spring Boot 自 动
配置的过程可以用一张图说明，如图 3-3 所示。

3.4

FreeMarkerAutoConf iguration 实例分析
本节通过 FreeMarkerAutoConf iguration 实例来分析 Spring Boot 中集成 Freemarker 模板

引擎的整个自动配置的过程。

3.4.1

spring-boot-starter-freemarker 工程

spring-boot-starter-freemarker 工程是实现 Free Marker 模板引擎自动配置的启动工程，
其目录结构如下：
.
├── pom.xml
├── spring-boot-starter-freemarker.iml
└── src
└── main
└── resources
└── META-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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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provides
4 directories, 3 files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工程没有任何 Java 代码，只有两个文件：pom.xml 与 spring.provides，
其中，spring.provides 文件如下：
provides: freemarker,spring-context-support

主要是给这个 starter 起个好区分的名字。

XMLᬝᓮ

Java Config

WebApplicationContext
ὂૼAnnotationConfigApplicationContextὃ

SpringFactoriesLoader

ԟᩉᗱԣᬝᓮ
EnableAutoConfiguration,
Free MarkerAutoConfiguration,…

ԟᩉMETA-INF/spring.factoriesሕproperties
ᬝᓮ̓classࣄনሕଏ࢛ᄍᐎ

ଡᡁᗱԣᬝᓮAutoConfigurationሕ᪶ᩛ

ApplicationContextࢭۯӭࠏՇ

CommandLineRunner(s)
নᅺץԣӭࠏՇ᪶ᩛ

ץԣ

图 3-3

Spring Boot Autoconf igure 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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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Boot 通过 starter 对项目的依赖进行统一管理 .starter 利用了 Maven 的传递依赖解
析机制，把常用库聚合在一起，组成了针对特定功能而定制的依赖 starter。
我们可以使用 IDEA 提供的 Maven 依赖图分析的功能，得到 spring-boot-starter-freemarker
依赖的 module，如图 3-4 所示。
Module‘spring-boot-starter-freemarker’

Module‘spring-boot-starter-web’

Module‘spring-boot-starter’

Module‘spring-boot-starter-tomcat’

Module‘spring-boot-autoconfigure’

Module‘spring-boot-starter-logging’

Module‘spring-boot’

图 3-4

spring-boot-starter-freemarker 依赖的 module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依赖关系。
当 Spring Boot Application 中自动配置 EnableAutoConf iguration 的相关类执行完毕之后，
Spring Boot 会进一步解析对应类的配置信息。如果我们配置了 spring-boot-starter-freemarker，
Maven 就 会 通 过 这 个 starter 所 依 赖 的 spring-boot-autoconf igure， 自 动 传 递 到 spring-bootautoconf igure 工程中。

3.4.2

spring-boot-autoconﬁgure 工程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spring-boot-autoconf igure 工程中关于 FreeMarker 自动配置的逻辑
实现。FreeMarker 自动配置的入口类是：
org.springframework.boot.autoconfigure.freemarker.FreeMarkerAutoConfiguration

这个配置类中导入了 FreeMarkerServletWebConf iguration、FreeMarkerReactiveWebConf iguration、FreeMarkerNonWebConf iguration 配置类：
@Configuration
@ConditionalOnClass({ freemarker.template.Configuration.class,
FreeMarkerConfigurationFactory.class })
@EnableConfigurationProperties(FreeMarkerProperties.class)
@Import({ FreeMarkerServletWebConfiguration.class,
FreeMarkerReactiveWebConfiguration.class, FreeMarkerNonWebConfig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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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class })
public class FreeMarkerAutoConfiguration

其中：
@Conf iguration 是 org.springframework.context.annotation 包 里 面 的 注 解。 我 们 已 经

知道用 @Conf iguration 注解该类，等价于 XML 中配置 Bean；用 @Bean 标注方法等
价于 XML 中配置 Bean。
@ConditionalOnClass 是 org.springframework.boot.autoconf igure.condition 包里面的注解。

意思是当类路径下有指定的类的条件下，才会去注册被标注的类为一个 Bean。在上
面的代码中的意思就是，当类路径中有：
freemarker.template.Configuration.class
FreeMarkerConfigurationFactory.class

这两个类的时候，才会去配置 FreeMarkerAutoConf iguration。
@EnableConf igurationProperties，表示启动对 FreeMarkerProperties.class 的内嵌配置

支持，自动将 FreeMarkerProperties 注册为一个 Bean。这个 FreeMarkerProperties 类
里面就是关于 FreeMarker 属性的配置：
@ConfigurationProperties(prefix = "spring.freemarker")
public class FreeMarkerProperties extends AbstractTemplateViewResolverProperties {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DEFAULT_TEMPLATE_LOADER_PATH = "classpath:/
templates/";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DEFAULT_PREFIX = "";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DEFAULT_SUFFIX = ".ftl";
…
}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reeMarkerServletWebConf iguration 这个类。该类主要是用于配
置基于 servlet web context 的 Freemarker 的配置。这个类的代码如下：
@Configuration
@ConditionalOnWebApplication(type = ConditionalOnWebApplication.Type.SERVLET)
@ConditionalOnClass({ Servlet.class, FreeMarkerConfigurer.class })
@AutoConfigureAfter(WebMvcAutoConfiguration.class)
class FreeMarkerServletWebConfiguration extends AbstractFreeMarkerConfiguration {
protected FreeMarkerServletWebConfiguration(FreeMarkerProperties pro
perties) {
super(properties);
}
@Bean
@ConditionalOnMissingBean(FreeMarkerConfig.class)
public FreeMarkerConfigurer freeMarkerConfigur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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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rkerConfigurer configurer = new FreeMarkerConfigurer();
applyProperties(configurer);
return configurer;
}
@Bean
public freemarker.template.Configuration freeMarkerConfiguration(
FreeMarkerConfig configurer) {
return configurer.getConfiguration();
}
@Bean
@ConditionalOnMissingBean(name = "freeMarkerViewResolver")
@ConditionalOnProperty(name = "spring.freemarker.enabled", matchIfMis
sing = true)
public FreeMarkerViewResolver freeMarkerViewResolver() {
FreeMarkerViewResolver resolver = new FreeMarkerViewResolver();
getProperties().applyToMvcViewResolver(resolver);
return resolver;
}
@Bean
@ConditionalOnMissingBean
@ConditionalOnEnabledResourceChain
public ResourceUrlEncodingFilter resourceUrlEncodingFilter() {
return new ResourceUrlEncodingFilter();
}
}

其中：
1）当该应用是基于 Servlet 的 Web 应用时，Spring 容器内有 Servlet.class、FreeMarker
Conf igurer.class 类实例存在。
2）Spring 容器中不存在 freeMarkerViewResolver 的 Bean。
3）应用程序的属性配置文件中没有匹配到 "spring.freemarker.enabled"。
当 1）2）3）三个条件都满足，则初始化 freeMarkerViewResolver 这个 Bean。
我 们 也 可 以 自 定 义 自 己 的 starter， 以 及 实 现 对 应 的 @MyEnableAutoConf iguration。
Spring Boot 有很多第三方 starter，其自动配置的原理基本都是这样，比如 mybatis-springboot-starter 的 MybatisAutoConf iguration，源码在如下地址：https://github.com/mybatis/springboot-starter，阅读源码可加深理解。

3.5

本章小结
为了更加鲜明地体会到 Spring Boot 带来的改变，我们首先介绍了一个传统的基于 SSM

的 Java Web 项目的完整开发过程，然后使用 Spring Boot 来完成同样的工作。通过对比学习，
加深理解 Spring Boot 是怎样通过自动配置实现“极简化配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