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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常，您在  ADF Faces 中通过在一个命令元素中添加 

af:showPrintablePageBehavior 标记来构建可打印

页面。单击该命令组件将在一个外部浏览器对话框中显示页

面的一个可打印版本。这是用于显示可打印页面的推荐方

法，也是一种纯声明式的实现。但是，如果您不想使用浏览

器对话框来显示打印页面，而宁愿在同一浏览器窗口中导航

到打印页面，该怎么做呢？这篇博文将介绍具体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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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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可打印模式下呈现的页面与 ADF Faces 默认模式下呈现的可编辑页面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可打

印页面上没有任何导航组件和滚动功能，因此其所有内容均可打印。下面我使用一个简单的 ADF 

绑定表用例来说明我的解决方法。 

 

 
 

 
该页面显示一个 Print 按钮，单击该按钮将导航到该页面的可打印页面版式。然而，并非一定要导

航到相同页面才能打印。也可以导航到一个特别设计的 ADF Faces 页面，比如，在购物过程结束

时显示发票的页面。在可打印模式下显示页面只是确保页面经过优化，不会显示命令组件或输入

域。此外，您可能还希望对打印页面稍加改动，比如在上面显示公司徽标。 

 

 

下面显示的可打印页面经过了优化，它显示一个 HTML 链接，通过该链接可以返回到可编辑页面，

恢复可编辑页面上的所有状态。另外，在这个经过优化的页面上取消了对选中表行的高亮显示。 

http://cn.forums.oracle.com/forums/forum.jspa?forumI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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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实现 
 
每个 ADF Faces 应用程序的 WEB-INF 目录中都有一个 trinidad-config.xml 文件，我们可

以使用 outcome 元素来配置该文件。默认情况下，trinidad-config.xml 文件中没有 

outcome 元素，如果没有该元素，则该元素默认设置为可编辑页面 ("default")。outcome 元素的

其他可选值为 printable 和 email。outcome 元素的值可使用表达式语言来设置，因此可以动态

设置其值。 
 

<output-mode>#{PrintableBehavior.outcomeMode}</output-mode> 
 

在上述代码示例中，trinidad-config.xml 文件中的 outcome 参数值由一个 request 作用域

中的托管 bean 读取。在 request 作用域中使用托管 bean 的好处是，在打印请求使得 outcome 设

置为 printable 之后，该元素会立即重置为 default，这样在返回调用页面或任何其他 ADF Faces 

页面时，该模式会回到编辑模式。 
 

在本文所构建的示例中，我在 request 作用域中使用了两个托管 bean。第一个托管 bean 从页面

进行引用，它将 outcome 模式设置为 printable，并隐藏或显示您在可打印页面上看到的返回链

接。另外，还从可打印页面中删除表行选中指示。第二个托管 bean 只是存放从 trinidad-

config.xml 文件引用的 outcome 状态。 

 

这两个托管 bean 在 adfc-config.xml 文件中的配置如下所示： 

<managed-bean id=" 5"> 

<managed-bean-name>PrintPageBean</managed-bean-name> 

<managed-bean-class> 

adf.sample.view.PrintPageBean 

</managed-bean-class> 

<managed-bean-scope>request</managed-bean-scope> 

<managed-property id=" 7"> 

<property-name>printableBehavior</property-name> 

<property-class> 

adf.sample.view.PrintableBehaviorBean 

</property-class> 

<value>#{PrintableBehavior}</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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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d-property> 

</managed-bean> 

<managed-bean id=" 6"> 

<managed-bean-name>PrintableBehavior</managed-bean-name> 

<managed-bean-class> 

adf.sample.view.PrintableBehaviorBean 

</managed-bean-class> 

<managed-bean-scope>request</managed-bean-scope> 

</managed-bean> 
 

注意在 PrintPageBean 托管 bean 中配置的托管属性。该托管属性让 PrintableBehavior 

bean 可用于  PrintPageBean，这样在单击 print 按钮时，可将  outcome 模式更改为 

printable 。 PrintableBehaviorBean 托管  bean 代码如下所示。它由  trinidad-

config.xml 文件中的 outcome 元素引用： 
 

<output-mode>#{PrintableBehavior.outcomeMode}</output-mode> 
 

PrintableBehaviorBean 
 

 

public class PrintableBehaviorBean {  

String outcomeMode = "default";  

public PrintableBehaviorBean() { 

super(); 

} 

public void setOutcomeMode(String outcomeMode) { 

this.outcomeMode = outcomeMode; 

} 

public String getOutcomeMode() { 

return outcomeMode; 

} 

} 
 

另一个 bean 由 ADF Faces 页面进行引用（虽然它不是一个辅助 bean），包含更多一些的代码。 
 

PrintPageBean 

public class PrintPageBean { 

//managed property to hold the PrintableBehaviorBean reference 

PrintableBehaviorBean printableBehavior = null; 

String printablePageReturnURL = null; 
 

public PrintPageBean() { 

} 

 

 
//referenced by the print button 

public String onPrint() { 

printableBehavior.setOutcomeMode("pri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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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is the navigation case I created to the 

//printable page 

return "print"; 

} 
 

public void setPrintableBehavior( 

PrintableBehaviorBean printableBehavior) { 

this.printableBehavior = printableBehavior; 

} 
 

 

public PrintableBehaviorBean getPrintableBehavior() { 

return printableBehavior; 

} 

 

 
public void setPrintablePageReturnURL( 

String printablePagereturnURL) { 

this.printablePageReturnURL = printablePagereturnURL; 

} 
 

 

//generates the HTML link on the printable page 

//to return to the calling page 

public String getPrintablePageReturnURL() {  

String viewId = "/printablePage"; 

ControllerContext controllerCtx = null; 

controllerCtx = ControllerContext.getInstance(); 

String activityURL = 

controllerCtx.getGlobalViewActivityURL(viewId); 

return "<a href=\""+activityURL+"\+ 

">RETURN to Editable Page</a>"; 

} 

} 

 

其他 
 
如上所述，在可打印页面中不显示选中了哪个表行，为此，我需要将可打印页面的表 

rowSelection 属性从 single 设置为 none。下面的 EL 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af:table … 

rowSelection="#{adfFacesContext.outputMode == 'printable' ? 

'none' : 'single'}"> 
 

 
 

类似的，返回链接应只在可打印页面上显示： 
 

<af:outputText  

escape="false" 

value="#{PrintPageBean.printablePageReturn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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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ed="#{adfFacesContext.outputMode == 'printable'}" 

id="gl1"/> 
 

将 escape 属性设置为 false 确保该页面上呈现 PrintPageBean 返回的 HTML 标记。rendered 

属性同样使用 EL 来确保只有在可打印模式下显示页面时它才会呈现出来。 
 

希望您通过本文了解如何用此方法在可打印输出中添加 /隐藏图像。您也可以使用 

AdfFacesContext.getCurrentInstance().getOutputMode() 通过 Java 访问输出模式。 

 

示例下载 
 
您可以从“ADF 代码角”网站下载简单测试用例（示例 95）。该示例是用 JDeveloper 11g R2 

(11.1.2.1) 构建的。但本文显示并说明的代码用样可用于 JDeveloper 11g R1 中。该示例需要您配

置到一个本地数据库的 HR 模式的数据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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