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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Java 语言是第一个完全融入网络的语言，Java 语言之所以适合编写网络应用程序，归

功于它的以下优势： 

（1）Java 语言与生俱来就是平台无关的。Java 程序能够运行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在

不同平台上的 Java 程序能够方便地进行网络通信。 

（2）Java 语言具有完善的安全机制，可以对程序进行权限检查。这对网络程序至关重

要。 

（3）JDK 类库提供了丰富的网络类库（如套节字 API、JavaMail API 和 JDBC API 等），

大大简化了网络程序的开发过程。 

本书将展示如何利用 Java 网络类库来快速便捷地创建网络应用程序，致力于完成以下

任务： 

 实现访问 HTTP 服务器的客户程序。 

 实现 HTTP 服务器。 

 实现多线程的服务器，以及非阻塞的服务器。 

 解析并展示 HTML 页面。 

 通过 JDBC API 访问数据库。 

 通过 JavaMail API 接收和发送电子邮件。 

 利用 RMI 框架实现分布式的软件系统。 

 进行安全的网络通信，对数据加密，验证身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运用第三方开源软件框架，如 Axis、Spring 和 CXF，开发 Web 服务，实现分布式

的软件系统。 

本书的组织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书结合大量典性的实例，详细介绍了用 Java 来编写网络应用程序的技术。本书内容

包括：Java 网络编程的基础知识、 套接字编程、非阻塞通信、创建 HTTP 服务器与客户程

序、数据报通信、对象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Java 反射机制、RMI 框架、JDBC API、JavaMail 

API、MVC 设计模式、安全网络通信、XML 数据处理和 Web 服务。以下图 P-1 展示了本

书各个章之间的顺序渐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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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P-1  本书各章之间的顺序渐进关系 

从图 P-1 可以看出，套接字（Socket）是 Java 网络编程的基础，第 2 章和第 3 章分别

详细介绍了 Socket 与 ServerSocket 的用法。本书第 1 章介绍了分层的网络体系结构，Java

网络程序位于最上层——应用层，并且通过套节字访问底层网络，也可以说，套节字为应

用层封装了底层网络传输数据的细节。Java 网络程序都采用客户/服务器模式，客户端发出

获得特定服务的请求，服务器接收请求，执行客户端所请求的操作，然后向客户端发回响

应。在介绍服务器端编程时，探讨了服务器端实现并发响应多个客户请求的两种方式：一

种方式是运用线程池（第 3 章），还有一种方式是采用非阻塞通信（第 4 章）。在介绍客户

端编程时，介绍了 JDK 提供的一种通用的客户端协议处理框架（第 6 章）。 

利用 Java 网络 API，可以实现基于各种应用层协议（比如 HTTP 协议和 FTP 协议）的

服务器程序与客户程序，本书侧重介绍了 HTTP 服务器（第 5 章）与 HTTP 客户程序（第

7 章）的实现方法，HTTP 客户程序也称为浏览器。 

本书还介绍了两种分布式的软件架构：RMI（第 11 章）和 Web 服务（第 17 章和第 18

章）。这些分布式架构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客户端调用服务器端的远程对象的方法。

RMI 是 JDK 自带的，它要求客户端与服务器端都是 Java 程序，而 Web 服务允许用任意编

程语言编写的客户程序与服务器程序能够通信。本书详细介绍了 RMI 框架的用法。RMI

框架在其实现中封装了用套接字通信的细节，此外，RMI 框架的实现会把客户端的方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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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请求信息序列化为字节序列，把它发送给服务器端，然后在服务器端再通过反序列化把

字节序列还原为方法调用请求。RMI 框架还运用了动态代理机制，为客户端提供了远程对

象的代理。客户端实际上直接访问的是远程对象的代理。为了帮助读者理解 RMI 框架的实

现原理，本书第 9 章和第 10 章分别介绍了 Java 序列化以及反射机制。在介绍反射机制时，

介绍了动态代理。 

本书第 17 章和第 18 章介绍了在开源软件框架 Axis、Spring 和 CXF 中创建和发布 Web

服务的方法。这些框架软件封装了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底层通信的细节，使得开发人员只要

利用框架软件的 API、注解和配置文件，就能方便地编写与具体业务领域相关的服务程序

和客户程序。 

本书还介绍了两个常用的客户端的网络 API：JDBC API（第 12 章）和 JavaMail API

（第 14 章），这两个 API 分别用于访问数据库服务器和邮件服务器，在它们的实现中都封

装了用套接字与服务器通信的细节。Java 客户程序可以通过 JDBC API 来访问各种数据服

务器，还可以通过 JavaMail API 来访问各种邮件服务器。 

本书第 13 章介绍了一个运用了 MVC 设计模式和 RMI 框架的综合应用。MVC 设计模

式把实际的软件应用分为视图、控制器和模型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相对独立。本书的范例

把模型作为远程对象放置到 RMI 的服务器端，把视图和控制器放置到 RMI 的客户端。 

本书第 15 章介绍了 SSLSocket，它支持 SSL（Server Socket Layer）协议和 TLS（Transport 

Layer Security）协议。运用 SSLSocket，可以实现安全的网络通信，网络上传输的是被加密

的数据，并且通信两端还能验证对方的身份。 

本书在介绍以上技术时，采用 UML 建模语言中的类框图以及时序图来展示对象模型

以及类与类之间的协作关系。此外，本书还把一些常见的设计模式，如静态代理模式、动

态代理模式和 MVC 设计模式等运用到实际例子中。阅读本书，读者不仅可以掌握 Java 网

络编程的实用技术，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按照面向对象的思想来设计和编写 Java软件的能力。 

这本书是否适合您 

阅读本书，要求读者已经具备了 Java编程的基础知识。对于还不熟悉 Java语言的读者，

建议先阅读作者的另一本书《Java 面向对象编程》，本书是它的姊妹篇。《Java 面向对象编

程》自 2006 年 7 月份出版后，一直畅销至今，受到了广大 IT 读者的欢迎。本书围绕着网

络编程，进一步介绍了 Java 语言的一些高级特性，如套接字编程、非阻塞通信、数据报通

信、对象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Java 反射机制、RMI 框架、Web 服务、JDBC API 和 JavaMail 

API 等，这些特性是作为一个高级 Java 开发人员必须具备的。深入了解这些高级特性，有

助于开发人员熟练地开发分布式的软件系统，或者轻松地学习和掌握现有的分布式软件架

构。 

本书一方面由浅入深组织内容，迎合 Java 网络编程初学者的需求，一方面与实际项目

紧密结合，介绍了线程池、非阻塞通信和动态代理等高级话题，可作为 Java 开发人员的参

考手册。本书还可以作为高校的 Java 教材，以及企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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