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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件的概念及作用

• 中间件的概念
中间件是在计算机硬件和操作系统之上,支持应用软件开发和运行的

系统软件,它能够使应用软件相对独立于计算机硬件和操作系统平台,为当
今的大型分布式应用搭起了一个标准的平台,把大型企业分散的系统和技
术组合在一起,实现大型企业应用软件系统的集成。

• 中间件的作用

中间件具有标准的程序接口和协议,可以实现不同硬件和操作系统

平台上的数据共享和应用互操作。在具体实现上,中间件是一个用API 定
义的分布式软件管理框架,具有强大的通信能力和良好的可扩展性。中间
件在三层结构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大大提高开发效率而缩小应用
开发的时间和精力,提高应用开发的成功性。



ICE中间件的介绍

• ICE中间件的介绍

ICE 中间件是由ZeroC公司推出的新兴的中间件产品。它克服了现存

的COBRA 和COM/ DCOM/ COM + 等中间件的缺陷，并具备很更多的优点。

ICE 的主要目标是:

1) 提供适合于异构环境中使用面向对象的中间件平台;

2) 平台为广泛领域中的分布式应用提供一整套强大的特性和功能支持;

3) 平台提供的平台易于学习和使用,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

4) 平台提供在网络带宽、内存使用、CPU 开销等方面高效的实现;

5) 平台提供内置安全特性的实现,可跨越不安全的网络使用。



ICE中间件的介绍

• ICE中间件的介绍

ICE 中间件构架在应用开发中提供了种种好处: 
面向对象的语义、消息的同步处理或异步处理支持;
多重接口的支持、实现;操作系统和传输协议的无关
性、位置透明性、安全性、内建的持久化机制等等,
这一切都为使用ICE中间件建构三层或多层应用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设施,并提供良好的扩展性和可控的复
杂度。



ICE中间件的介绍

• ICE 的构成

ICE 的构成是一系列的软件包,它的主要部分是由

ICEUtil ( ICE 实用工具库) 、Slice ( Specific language for 
ICE) 、Slice compiler 、ICE core lib( ICE 核心库) 、
ICEBox(用来协调一系列应用组件的简易应用服务器) 、
ICEPack( ICE 定位服务) 、Freeze ( ICE 内建的持久化机
制) 、ICE SSL ( ICE 支持的加密传输协议) 、Glacier 、
ICEStorm ( ICE 内建的消息处理机制) 、ICEPatch ( ICE 
软件补丁服务) 组成



基于ICE中间件的开发

• 基于ICE中间件的异构环境开发

ICE是一个面向对象的中间件平台。从根本上讲，这意味
着ICE提供了一些工具、API和库用以开发面向对象的客户端-
服务器的应用程序。

ICE应用程序适合于用在各种异构的环境中：客户端和服

务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编写，能够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
不同体系结构的机器上，可以用不同的网络技术进行通讯，
这些程序的源代码可以在不同的开发环境之间移植。



Ice对多语言支持的特性

• Slice （Specification Language for Ice）

Ice可以保证多语言之间对象的正确传输，每种语言都有
各自的特点、数据类型，Ice是通过Slice（Specification 
Language for Ice）语言确保各种语言之间正确通信， Slice独
立于其它任何语言，Ice可以把Slice代码片断转化为其他语言
的描述。

Ice的服务端可以采用C++/Java/Python/C#等任意一种语言
实现,客户端也可以采用C++/Java/Python/C#等任意一种语言来
实现。多种语言之间采用共同的Slice进行沟通，支持ice到
C++,JAVA,C#,Python,Ruby,PHP等多种语言的映射。



Eclipse下的ICE开发环境

• 实验开发环境：

Eclipse （Version: 3.5.2）

Ice-3.4.1.msi 

Slice2Java插件



Eclipse下的ICE开发环境

• Ice-3.4.1.msi 安装（下载后安装到E:\installed-program\ICE）



Eclipse下的ICE开发环境

• Slice2Java插件



Eclipse下的ICE开发环境

• Slice2Java插件



Eclipse下的ICE开发环境

• Slice2Java插件

help-install new software - work with... ，右侧add按钮，点击
add -Add Site - 输入http://www.zeroc.com/download/eclipse/添
加好即可。



Eclipse下的ICE开发环境

• Slice2Java插件

安装成功后：点击Eclipse的Window——preferences,如下图：



Eclipse下的ICE开发环境

• Slice2Java插件

如果指定的路径不对，则显示如下：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建立Java工程：testIce

• 建立slice文件夹，在其目录下建立：Printer.ice，内容如下：

• module PrinterInterface
{

interface Printer
{

void printString(string s);
};

};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Printer.ice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使用Slice2Java插件

右键点击工程“testIce”——Slice2Java——Add Slice2Java builder，自动
生成generated文件夹下的java文件：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编写作为servant的PrinterI类

package printer;

import Ice.Current;

import PrinterInterface._PrinterDisp;

@SuppressWarnings("serial")

public class PrinterI extends _PrinterDisp {

public void printString(String s, Ice.Current current) {

System.out.println("server接收到client 传入数据：" + s);

System.out.println("server返回给client处理结果: " + compute(s));

}

public String compute(String s) {

s = "<server_to_client>" + s + "</server_to_client>";

return s;

}

public void shutdown(Current arg0) {

}

}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编写作为servant的PrinterI类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编写ICE的server

package server;

import printer.PrinterI;

public class Serv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 {

int status = 0;

String[] args = { "", "" };

Ice.Communicator ic = null;

try {

ic = Ice.Util.initialize(args);

Ice.ObjectAdapter adapter = ic.createObjectAdapterWithEndpoints("SimplePrinterAdapter", "default -p 1888");

Ice.Object object = new PrinterI();

adapter.add(object, Ice.Util.stringToIdentity("SimplePrinter"));

adapter.activate();

ic.waitForShutdown();

} catch (Ice.Loca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status = 1;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err.println(e.getMessage());

status = 1;

} finally {

if (ic != null)

ic.destroy();

}

System.exit(status);

}

}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编写ICE的server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编写client客户端

package client;

import PrinterInterface.PrinterPrx;

import PrinterInterface.PrinterPrxHelper;

public class Clien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status = 0;

Ice.Communicator ic = null;

try {

ic = Ice.Util.initialize(args);

Ice.ObjectPrx base = ic.stringToProxy("SimplePrinter:default -h 127.0.0.1 -p 1888");

PrinterPrx printer = PrinterPrxHelper.checkedCast(base);

if (printer == null)

throw new Error("Invalid proxy");

printer.printString("client->server计算请求!");

} catch (Ice.Loca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status = 1;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err.println(e.getMessage());

status = 1;

} finally {

if (ic != null)

ic.destroy();

}

System.exit(status);

}

}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编写client客户端



Java调用ICE例子程序
• 在一台机器上运行Server，另一台运行Client，在运行Server的机器上输出：

server接收到client 传入数据：client->server计算请求!

server返回给client处理结果: <server_to_client>client->server计算请求
!</server_to_client>

如果客户端不断地请求，则服务端不断地处理来自客户端的请求，并把计算

结果返回给客户端。客户端只是调用接口函数，并不知道是哪个计算节点提供的
计算服务。

说明：工程目录下不能包含中文路径，否则，右键点击工程“MyTestICE”——
Slice2Java——Add Slice2Java builder 时候，ice 编译出错：

Errors occurred during the build.   Errors running builder 'Slice2Java Builder' on project 
'testICE'.     internal error reading the generated output list     Invalid byte 1 of 1-byte 
UTF-8 sequence.   internal error reading the generated output list   Invalid byte 1 of 1-
byte UTF-8 sequence.



ICE集群──负载均衡及容错
• Single Server

在同一个主机上，ICE服务支持多端口的监听。

(1)服务端注册： tcp -h host -p port1:tcp -h host -p port2

例如：IP:172.17.12.101，需要在10001和10000同时监听，就
可以写成:

tcp -h 172.17.12.101 -p 10000:tcp -h 172.17.12.101 -p 10001

运行之后，服务就监听于10000和10001端口。

(2)客户端连接可以采用如下3种形式：

1. tcp -h 172.17.12.101 -p 10000 

2. tcp -h 172.17.12.101 -p 10001

3. tcp -h 172.17.12.101 -p 10000:tcp -h 172.17.12.101 -p 100001

无论Server监听多少个端口，还是只有唯一的一个Server在工
作。



ICE集群──负载均衡及容错
• Multiple Server

对于Client较多的应用或负载要求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Server程序
运行于多台主机之上。通过集群方式合理有效的化解来自Client的压力。
例如:

ServerA 172.17.12.101  tcp -h 172.17.12.101 -p 10000

ServerB 172.17.12.102  tcp -h 172.17.12.102 -p 10000

ServerC 172.17.12.103  tcp -h 172.17.12.103 -p 10000

Client可以如下的连接方式:

tcp -h 172.17.12.101 -p 10000:tcp -h 172.17.12.102 -p 10000:

tcp -h 172.17.12.103 -p 10000

或是

tcp -h 172.17.12.101 -p 10000:tcp -h 172.17.12.102 -p 10000

等多种情况，可以根据应用的具体要求合理有效的构造所需连接主机的
字符串。这种连接方式可以有效地利用ICE提供的load balancing功能,把
Client的每个请求合理的分配到每个Server。从而有效地避免了Client大量
请求对同一台Server的巨大压力。



ICE集群──负载均衡及容错
• 容错功能

ICE自身提供一种极其强大的集群功能和容错功能。具体体现在如果
当某个Server(假设是ServerA)宕机之后,来自Client的请求分配到ServerA服
务器上,Client会自动记录ServerA失效状态,会把请求再分配给可正常工作
的Server(ServerB,ServerC),对于用户的每次请求都能分配到正常的服务主
机上(除非A,B,C都同时宕机).当ServerA回复正常之后,Client会自动感知
ServerA工作状态.Client的请求又可以有效地分配到上述A,B,C主机上.这一
切对于开发者都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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