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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访问大型数据集时，从 Web 服务查询数据的代价可能变得

非常高。可以避免 Web 服务访问的一个用例是在筛选表数

据时，因为这可以在内存中完成。在 Oracle ADF 中，您可

以从 JAX-WS 代理客户端或 Web 服务数据控件访问 Web 

服务。尽管 Web 服务数据控件不允许拦截从 Web 服务查

询的数据，但 jAX-WS 代理客户端允许这样做。 

 

 

本文介绍如何结合使用  JAX-WS 客户端代理和  Oracle 

ADF 来访问 Web 服务并本地缓存数据以便进行进一步的

数据操作。 

作者： Frank Nimphius，Oracle Corporation 

twitter.com/fnimp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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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ADF 代码角”是一种松散的博客式系列方法文档，目的是为实际
编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免责声明：所有示例均按原样提供，我们不提供未来的升级或纠错保
证。也不通过 Oracle 客户支持提供支持。 

 

有关本系列文章中示例的疑问或问题报告，请发布在 Oracle JDeveloper 的 
OTN 论坛上： http://cn.forums.oracle.com/forums/forum.jspa?forumID=83 

 
 
 

简介 
在本示例中，一个基于 EJB 的 Web 服务查询 HR 模式的 Employees 表中的数据以显示在一个 ADF 

绑定表中。该表配置成允许用户通过在列标题中显示的搜索字段中键入搜索条件来筛选显示的数据。 

 

 
 

 
筛选表数据导致将另一个查询发送给 Web 服务。不过在本示例中，列标题中的搜索筛选字段和访问数

据控件上公开的方法的自定义筛选字段都在内存中筛选表数据，这意味着不向 Web 服务发送请求。 

 

 

http://cn.forums.oracle.com/forums/forum.jspa?forumI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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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Web 服务代理客户端 
 

为了能够对表中显示的查询到的 Web 服务数据进行缓存，需要一个 JAX-WS 代理客户端从 Web 

服务读取数据。然后从一个 POJO bean 访问该代理客户端，该 bean 成为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使用

的 ADF 数据控件。这样，开发人员就有机会拦截 Web 服务请求和响应，还可以保护自定义代

码免受重新生成代理客户端（远程 Web 服务 API 更改时可能需要这样）的影响。 

 
 

要创建 Web 服务客户端代理，请创建一个新的 Oracle JDeveloper 项目并针对 Web 服务支持对其

进行配置。选择一个项目（在本示例中为 JaxWsPrxyModelDC）并从鼠标右键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 New。在打开的 New Gallery 中，选择 Business Tier | Web Service Proxy，然后按 Ok。 

 
 

在 Web 服务代理创建向导的第二个对话框中，添加远程 Web 服务的 WSDL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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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示例中的 Web 服务是从 Model 项目中创建的 EJB 业务服务创建的。在实际场景中，

Web 服务将是远程的，不包含在应用程序本身中（不过为了演示 Web 服务，这样很方便）。 
 

在下面的对话框中，将为基于 WSDL 文件中的定义创建的 Java 构件创建一个基本程序包和特殊

“类型”的程序包。 

 
 

该示例不需要异步 Web 服务访问，因此可以关闭此选项。 
 

 
 

最后一个屏幕汇总了 Web 服务所公开的方法，这些方法在 JAX-WS 代理上也变得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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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Java Bean 包装类用作数据控件 
 

可以使用定义了 main 方法的客户端类对 Web 服务客户端进行测试。在本示例中，该客户端类

为 AllEmployeesBeanServiceClient。 

 
 

要从 Oracle ADF 访问 Web 服务客户端代理，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代理类中的 POJO bean 访问，这

样 Oracle ADF 数据控件访问与代理类的实现分离。这允许重新生成 Web 服务代理而不会影响 

Oracle ADF 数据控件访问。在本示例中，此 POJO 为 AllEmployeesServiceWrapperBean.java。 
 

POJO 访问客户端代理并公开查询 Web 服务的方法。在 POJO 内部，将缓存从 Web 服务返回的

数据以便稍后使用。后面每次查询表数据时，Java 代码就会首先检查数据是否已经存在于缓存

中，如果存在，则从缓存中提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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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adf.sample.model.jpa.AllEmployeesBean; 

import adf.sample.model.jpa.AllEmployeesBeanService; 

import adf.sample.model.jpa.Employees;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 

* Java Bean that is exposed as a data control. The bean accesses the 

* JAX-WS proxy client to expose methods of the Web Service 

*/ 

public class AllEmployeesServiceWrapperBean { 

//Web Service proxy client class  

AllEmployeesBean allEmployeesBean = null;  

AllEmployeesBeanService allEmployeesBeanService = null; 

//List object for caching  

List<Employees> employeesCache = null;  

List<Employees> employeesRet = null;  

final int VALUE_MATCH = 0; 

 

public AllEmployeesServiceWrapperBean() { 

super(); 

//connect to the proxy client 

allEmployeesBeanService = new AllEmployeesBeanService(); 

allEmployeesBean = 

allEmployeesBeanService.getAllEmployeesBeanService(); 

} 

 

 

//query all employees. This method is called when the ADF table 

//executes its underlying iterator 

public List<Employees> getAllEmployees(){ 

if(employeesCache == null){ 

employeesCache = allEmployeesBean.getEmployeesFindAll(); 

employeesRet = employeesCache; 

} 

else if(employeesRet == null){ 

employeesRet = employeesCache; 

} 

return employeesRet; 

} 

 

//To some point, you may want to re-execute the service to get the 

//latest data. 

//In this case, the cache List is set to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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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clearProxyCache(){ 

employeesCache = null; 

} 

 

 

//to filter the data displayed in the table, an extra method is 

//exposed on the POJO and thus the Data Control. Instead of querying 

//the Web Service, this method operates on the cached data  

public void filterEmployeesByDepartmentId(Long departmentId){ 

employeesRet = new ArrayList<Employees>(); 

if(departmentId == null){ 

employeesRet = employeesCache; 

return; 

} 

 

 

for(Employees emp : employeesCache){ 

if(emp.getDepartmentId() != null && 

emp.getDepartmentId().compareTo(departmentId)== VALUE_MATCH){ 

employeesRet.add(emp); 

} 

} 

} 

} 

 

AllEmployeesServiceWrapperBean 转换成数据控件以向 Oracle ADF 公开其方法，由此在 

Web 服务上公开功能。 
 

为此，在 Oracle JDeveloper Application Navigator 中选择 AllEmployeesServiceWrapperBean 

文件，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Create Data Control，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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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mployeesServiceWrapperBean bean 中公开的方法、集合和属性现在显示在 Data Controls 

面板中，可以将它们从该面板拖到 ADF Faces 页面。 
 

注意：要进一步自定义类似 allEmployees 的集合，例如为了定义其所公开属性的 UI 提示，请在 

Data Controls 面板中选择该集合并使用鼠标右键显示 Edit Definition 菜单选项。 

 

 

 
 

在 ADF Faces 表中显示 WS 数据并启用筛选 
 

在本示例中，为从集合创建表，将 allEmployees 集合从 Data Controls 面板拖放到 ADF Faces 

页面。在打开的组件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了 read only table 选项。 

 
 

在表编辑对话框中，选择了 filter 选项以在列标题中显示搜索字段。当用户键入搜索字符串并按 

Enter 键时，表会重新执行查询以应用筛选条件。因为查询是传递到包装 bean 而不是直接传递

到 Web 服务，所以将从内存中缓存读取筛选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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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为创建同时使用包装 bean 中实现的内存中筛选来筛选表中显示数据的搜索字段，将 

filterEmployeesByDepartmentId 方法从 Data Controls 面板拖放为参数形式。命令按钮被重命名

为“Filter”。 
 

为清除内存中缓存以便下一个查询重新直接从 Web 服务查询数据，将 clearProxyCache 方法作

为命令按钮拖放到面板表单上。PageDef 文件中迭代器的 Refresh 条件设置为 ifNeeded，以便在

准备 ADF 数据模型时刷新数据内容。 
 

本示例在命令按钮操作属性中引用了以下托管 bean 代码。托管 bean 确保当数据控件公开的 bean 

包装器中数据发生更改时将重新执行 ADF 迭代器。 
 

------------------------------------ 筛选查询 Bean ------------------------------------ 
 

import oracle.adf.model.BindingContext; 

import oracle.adf.model.binding.DCIteratorBinding; 

import oracle.adf.view.rich.component.rich.data.RichTable; 

import oracle.binding.BindingContainer; 

import oracle.binding.OperationBinding; 

 

public class FilterQueryBean { 

public FilterQueryBean() {} 

public BindingContainer getBindings() { 

return BindingContext.getCurrent().getCurrentBindingsEntry(); 

} 

public String cb1_action() {  

BindingContainer bindings = getBindings();  

OperationBinding operationBinding = 

bindings.getOperationBinding("filterEmployeesByDepartmentId");  

Object result = operationBinding.execute(); 

if (!operationBinding.getErrors().isEmpty()) 

return null; 



ADF 代码角 缓存 ADF Web 服务结果以便在内存中筛选 

10 

 

 

 

} 

//re-execute iterator to get data from the wrapper bean 

DCIteratorBinding dciter = 

(DCIteratorBinding) bindings.get("allEmployeesIterator1"); 

dciter.executeQuery(); 

return null; 

} 

} 

 

------------------------------------ 重置查询 Bean ------------------------------------ 

 

import oracle.adf.model.BindingContext; 

import oracle.adf.model.binding.DCIteratorBinding; 

import oracle.binding.BindingContainer; 

import oracle.binding.OperationBinding; 

 

public class ResetQuerybean { 

public ResetQuerybean() {} 

 

public BindingContainer getBindings() { 

return BindingContext.getCurrent().getCurrentBindingsEntry(); 

} 

 

public String cb2_action() { 

BindingContainer bindings = getBindings(); 

OperationBinding operationBinding = 

bindings.getOperationBinding("clearProxyCache"); 

Object result = operationBinding.execute(); 

if (!operationBinding.getErrors().isEmpty()) { 

return null; 

} 

DCIteratorBinding dciter = 

(DCIteratorBinding) bindings.get("allEmployeesIterator1"); 

dciter.executeQuery(); 

return null; 

} 

} 

 

示例下载 
 

可以从“ADF 代码角”网站下载 Oracle JDeveloper 11g R1 工作区作为示例 92：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eveloper-tools/adf/learnmore/index-101235.html#CodeCornerSamples 
 

配置此演示的数据库访问，指向 Oracle XE 或企业数据库的 HR 示例模式。运行 JSPX 文档并使

用列标题筛选器或搜索字段筛选表数据。要重置查询，请按 ClearPrxyCache 命令按钮。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eveloper-tools/adf/learnmore/index-101235.html#CodeCorner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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