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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前言 

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这些主题是技术进步的永恒推动力。终端

/主机架构、客户端/服务器架构、浏览器/服务器架构，这些应用系统架构适用于不同的需求

场景，无论何种架构，都需要通过持续的创新，带给客户更多价值。 

从客户端/服务器架构（Client/Server）到浏览器/服务器架构（Browser/Server）有得

有失，所得是提高系统稳定性与可部署性，所失是降低了系统可用性与开发效率。随着越来

越多的管理信息系统（MIS）选择 B/S 架构，日益复杂的业务需求要求 Web 应用在保持系

统稳定性与可部署性的前提下，同时提高系统可用性与开发效率。 

 

（图：展现中间件产生背景示意图） 

提高系统可用性与开发效率表面看来是个两难选择。在提高 Web 应用的可用性时，如

实现交互性稍强的用户界面等，往往需付出低效而重复的极其繁重的手工编码劳动，造成开

发周期过长、开发成本过高、难以响应用户需求变化等问题。或者用激增的开发成本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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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满意度，或者牺牲用户满意度来维持开发成本，似乎只能取其一。而 DORADO 展现中

间件的推出带来了一个新解：系统可用性与开发效率实际上互为表里，以 DORADO 展现中

间件作为 Web 开发平台，能够同时提高系统可用性与开发效率。 

 

（图：IDC 报告预测 RIA 的流行） 

1.2. 名称来历 

DORADO 音[dә’rα:dәu]，英文指旗鱼、剑鱼，是海洋里游得最快的大型鱼类，速度可

达 65 节，是蓝色海洋中迅捷而优雅的“浏览者”（Browser）。用 dorado 来命名产品的寓意

是： Web 应用程序界面优雅而易用，Web 应用开发迅速。 

 

1.3. 产品简介 

DORADO 展现中间件由上海锐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BSTEK）研发，是本土自主创新

的基础软件，官方网站为：www.bstek.com。 

定位： 

DORADO 展现中间件由锐道（BSTEK）研发，是企业级 AJAX 交互式 Web 应用的运

行平台与开发平台，填补了 Java 技术体系表现层的架构空白，支持 OPOB 设计模式，显著

增强 Web 表现力、操作性与数据承载量，提升用户体验，加强开发规范性并提高开发效率，

缩短项目工期，增强项目的可管理度。 

构成： 

http://www.bs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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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 展现中间件由表现层组件、展现引擎、数据集合、集成开发工具与管理控制

台等组成，包括 AJAX 通讯引擎、视图模型、事件监听、权限管理、数据验证、CSS 外观

控制、I18N 国际化等。 

 

（图：DORADO 展现中间件构成示意图） 

DORADO IDE 针对不同用户习惯，提供 eclipse plug-in、Studio、NetBeans plug-in 三

种集成开发工具以供选择；提供浏览器端 JavaScript 调试工具 debugger，进行浏览器端运

行 JavaScript 语句、记录 JavaScript 运行时间、显示调试日志与系统信息等；提供 Web 

Console（Web 控制台）进行系统参数配置与性能监控；提供针对用户体验时间的性能测试

工具 TestFrame。 

功能： 

 基于 DORADO 展现中间件能够进行完整的 Web 表现层开发，完成数据、图表、文书、

报表的展现，数据增删改查；提供全编辑表格、表格列锁定、表格按列排序等表现层组件，

开箱即用；只读、长度等各种数据校验，不同样式皮肤切换的外观控制，简体中文/英文/繁

体切换等国际化操作，按钮可见/不可见/可用/灰化、文本框可见/不可见/可输入/只读等权限

控制，以及其他功能。 

性能： 

 DORADO 展现中间件性能优异。后台稳定性方面通过 1000 并发用户持续并发 4 小时

无错误的稳定性耐久压力测试；后台峰值负载方面通过 1500 严格并发用户集合并发无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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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瞬间波峰压力测试；前台性能方面支持一次性向表格中加载 2000 条记录，单一页面支持

装载 300 个以上组件；低配置方面对窄带环境、工作站低处理器低内存配置环境进行了优

化处理，内置大数据量加载算法、复杂界面按需初始化、复杂界面数据初始顺序化、懒加载

数据加载方式（Lazy Load）、大数据量复杂操作优化等表现层性能优化算法、机制与开发

技巧。经受过全国数据大集中模式下，5700 多个分支机构 2 万余名员工，年处理量超过 4000

万笔业务的核心业务管理系统的超大型项目的实战考验。 

扩展： 

 DORADO 展现中间件分层清晰，表现层组件、数据集合、事件监听、权限管理、数据

验证、外观控制、国际化以及开发工具均可实现扩展，并提供详细相关文档说明。 

整合： 

 DORADO 展现中间件封装适度，接口开放，可以广泛地与第三方业务逻辑框架、表现

层框架以松耦合方式整合。提供对数据库存储过程与 Spring 框架的默认支持。 

文档： 

在技术储备分级的基础上，提出 DORADO 展现中间件学习方法论与学习树，编撰手册

类、教程类、认证类、场景类等技术学习资料，并打包为《DORADO 展现中间件学习 DVD》

进行免费派送。结合基于互联网的技术社区，保障开发者在没有任何原厂商现场技术服务（如

产品培训）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学以及社区互动方式掌握并不断深化 DORADO 技术。 

服务： 

 DORADO 展现中间件的服务包括官方网站的试用版产品与技术资料下载，5*8 与 7*24

的电话支持服务，电子邮件服务、即时通讯服务、产品培训、现场疑难解答、按人月的项目

现场开发服务、新功能定制研发服务、源代码讲解研发服务等。 

开源： 

随着 DORADO 展现中间件使用范围日益广泛，产品源代码也日益开放。目前所有

JavaScript 源代码已去除混淆。BSTEK 将基础软件业务板块的合作划分为五个能级，从第

四个能级起，基础软件产品的源代码向核心客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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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构成 
 

DORADO 展现中间件由表现层组件、展现引擎、数据集合、集成开发工具与管理控制

台等组成。 

 

2.1. 表现层组件 

2.1.1. 组件的种类 

DORADO 展现中间件提供表格、树、下拉框、主菜单、分组菜单、按钮、标签、文本

框、多选框、单选框、数据导航条、翻页导航条、多页标签、进度条、多行文本框、富文本

编辑框、日历、滚动条、视图分割器、分组器、子窗体等超过 20 大类的基本表现层组件。 

序号 表现层组件 举例 

No.1 表格 

 

No.2 树 

 



DORADO 展现中间件产品白皮书 

v3.0 第 12 页 共 125 页  

 

No.3 下拉框 

 

No.4 主菜单 

 

No.5 分组菜单 

 

No.6 按钮 
 

No.7 标签  

No.8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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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 多选框  

No.10 单选框 
 

No.11 数据导航 
 

No.12 翻页导航 
 

No.13 多页标签 
 

No.14 进度条  

No.15 多行文本框 

 

No.16 密码输入框  

No.17 日历 

 

No.18 滚动条  

No.19 视图分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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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 分组器 

（展开状态） 

（收起状态） 

No.21 子窗体 

 

 

 前后台操作封装为不可见组件，如保存操作、查询操作、远程过程调用、基于 Spring

的数据获得与提交等。 

 基于基本表现层组件可以通过属性设置与简单编程得到更多的表现层组件。例如表格可

以扩展为全编辑表格、静态表格、自定义表格等，树可以扩展为常规树、数据树、树状表格

TreeGrid、可编辑的树、多选树、分批下载数据的树等，下拉框可以扩展为一般下拉框、日

历下拉框、记录集下拉框、动态数据下拉框、多选下拉框、联动下拉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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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树，指利用数据的结

构信息自动构造的树，结

构信息包括主从绑定等 

 

递归树，指支持递归编程

技术动态构造的树。 

 

可编辑的树，指树节点客

户端动态管理的树，动态

管理包括新增、修改、删

除等，可以在用户界面上

增加、修改、删除树的节

点与节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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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树，指支持树节点的

多层次多项选择，提供树

节点的复选框功能的树。 

 

分批下载数据的树，指支

持节点数据分批而非一

次性下载的树。 

 

树状表格 TreeGrid，是一

种树和表格的结合体，随

树节点的展开与折叠，表

格行也随之展开与折叠。 

 

 

2.1.2. 组件的功能 

表现层组件采用零客户端技术，基于 JavaScript、DHTML、XML 等标准技术，无需下

载安装任何浏览器插件，即能实现类似 C/S 应用的界面风格和操作习惯，如鼠标拖拽操作

（Drag & Drop）、全键盘操作、页面不刷新操作等。 

例如表格支持全表格编辑、多表头、不刷新实现数据变化，支持懒加载（Lazy Load）；

灵活控制表格任意位置的只读与可编辑、列的可见与不可见；支持客户端数据过滤与服务器

端数据过滤；支持客户端数据排序与服务器端数据排序；滚动条数据定位；支持 F2 键、上

下左右键、Tab 键、Delete 键、回车键等键盘操作；支持表格上部与下部的行锁定，表格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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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列锁定，锁定列数自由调整；支持多表头组合；支持鼠标调整列宽与列顺序等；提供表格

多选列，提供表格多选列的快捷操作按钮（全选/反选/取消选择）；表格字段可以多种形式

展现，复选框、单选框、下拉框、密码框、多文本编辑框、格式化输出、按钮等。 

 

（图：强大的数据表格） 

 

2.1.3. 组件的 API、属性与事件 

表现层组件提供 API、属性与事件，属性与事件可以在运行期热设置与热加载，例如实

现组件字体动态变化、动态改变按钮点击后的不同动作等。 

例如文本编辑器的部分 API 如下： 

API 说明 

void activate() 激活控件 

void disableBinding() 禁用数据绑定 

void enableBinding() 启用数据绑定 

void establishBinding() 建立与数据集的绑定关系. 

String getDataType() 获取数据类型 

 

例如文本编辑器的主要属性如下： 

属性 说明 

dataType 数据类型 

dataset 绑定的记录集 

dropDown 绑定下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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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Type 编辑框的类型 

field 绑定的字段名 

name 编辑框的名字 

readOnly 编辑框的只读属性，可选值为 true/false 

toolTip 编辑框的用户提示信息 

value 设定编辑框的默认值，和记录集绑定的编辑框该属性无效，默认

值需要通过绑定字段的 defaultValue 属性设定 

 

文本编辑器的主要事件如下： 

属性 说明 

onPost 当外界试图从编辑器中读取数值时触发的事件 

onSetValue 当该编辑器中的新录入的数据已被确认并已成功更新到绑定的

数据集中时触发. 

onGetValue 当外界试图将一个新的数值赋值给编辑器时触发的事件 

 

2.1.4. 组件的数据校验 

表现层组件支持数据校验，自动在用户录入的过程中对数字型、逻辑型、日期时间型的

录入域的输入内容进行校验，还可以通过在字段上声明一到多个校验器来扩展校验方式。每

一种校验器均可同时支持客户端校验和服务端校验，客户端校验有助于改善客户端的友好

性，而服务端校验则可以更好地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标准校验器包括 RequiredValidator 用

于检查必填字段是否已输入的校验器、LengthValidator 用于检查用户输入的内容的长度是

否在预定的范围内、RangeValidator 用于检查用户输入的内容是否在预定的范围内、

ListValidator 用于检查用户输入的内容是否在预先提供好的一组备选值当中、

PatternValidator 根据开发者已定义的一个正则表达式来检查用户输入的内容、开发者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扩展出自己的校验器 CustomValidator。 

 

2.1.5. 组件的权限控制 

表现层组件支持权限控制，数据承载组件如表格、文本编辑框等，可以灵活控制可见/

不可见，可编辑/只读；非数据承载组件如按钮、菜单等，可以灵活控制可见/不可见，可用

/灰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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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组件的格式设置 

表现层组件支持格式设置（format），灵活控制相同的数据不同的展现格式。例如： 

BIRTHDAY 字段设为 展现 

yyyy 年 MM 月 dd 日 
 

yyyy-MM-dd 
 

MM/dd/ yyyy 
 

 

2.1.7. 组件的国际化资源调用 

表现层组件支持国际化资源（I18N，Internationalization）调用，实现多语言支持。 

hr_cn_ZH.properties 资源文件片断 

employee_id=员工编码 

employee_name=姓名 

… 

hr_en_US.properties 文件片断 

employee_id=Employee ID 

employee_name=Name 

… 

表格头 Label 以 EL 表达式“${Resource.hr.employee_id}” 设定国际化资源，如果需要

显示为简体中文，系统根据 hr_cn_ZH.properties 资源文件，自动将 employee_id 译为“员

工编码 ”；如果需要显示为英文，系统根据 hr_cn_US.properties 资源文件，自动将

employee_id 译为“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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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组件的外观控制 

表现层组件支持外观控制，通过 CSS 文件也支持通过程序控制，批量或个别地改变外

观。开发者可以通过编辑与扩展 CSS 文件，定制出自己的风格。 

默认风格 

.DataTable { 

 background-color: #F5F7F9; 

} 

 

.DataTable .OuterTable { 

 border-width: 1; 

 border-color: #C5D9E8; 

 border-style: soli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简洁风格 

.DataTable { 

 background-color: white; 

} 

 

.DataTable .OuterTable { 

 border-width: 1; 

 border-color: gray; 

 border-style: soli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2.2. 展现引擎 

2.2.1. 动态数据驱动的视图模型 

视图模型（ViewModel）是一种用于封装界面逻辑和操作逻辑的对象，即视图中包含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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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数据、这些数据以什么方式展现、视图中包含哪些控件、这些控件会激发什么操作等。

ViewModel 可看作是 Dataset 和各种控件的容器。ViewModel 一般不用于定义各种控件最

终在界面显示的布局，控件布局应通过其它方式进行定义。在通常情况下，利用 JSP 来完

成对 ViewModel 布局的定义。 

与相对简单的静态数据绑定不同，DORADO 的视图模型采用动态数据驱动技术，实现

更高层次的抽象，提供更全面的针对界面中数据模型的管理功能。DORADO 将控件以观察

者的角色注册到数据源中，数据源成为被观察者，当数据源中的数据或状态发生改变时会主

动通知所有观察者（即绑定的控件），然后再由控件自动提取数据完成展现的更新。 

 

2.2.2. 事件管理框架 

事件管理框架统一管理表现层事件（event），例如按钮点击（onClick）事件、文本框

录入新值（onSetValue）等，完成事件的监听、拦截、响应、广播等管理工作。表现层组

件与展现引擎的事件管理功能是表里关系。 

事件管理支持运行时期热加载。例如 button1 的 onClick 事件为空，button2 的 onClick

事件为 

function a () 

   { 

    alert("New Message"); 

   }; 

button1.onclick = a; 

 运行期间，点击 button2，再点击 button1，弹出对话框“New Message”。 

 

2.2.3. 验证管理框架 

验证管理框架实现客户端校验和服务端校验的双重校验，更好地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校

验器包括必填校验、长度校验、范围校验、列表值校验、正则表达式校验与自定义校验等。

表现层组件与展现引擎的验证管理功能是表里关系。 

 

2.2.4. 权限管理框架 

权限管理框架实现统一的表现层权限管理，控制表现层资源的可见/不可见，可编辑/只

读，可用/灰化等，从而使不同用户对一个页面有不同的查看与操作权限。DORADO 权限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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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框架与后台业务逻辑权限框架能够灵活便捷地集成为一个整体，支持单点登录。 

ROLE 是 DORADO JSP 初始化时动态设定页面特征的一种属性集合，是在 DORADO 

JSP 初始化的过程中，系统自动的查找视图模型所对应的 ROLE，根据其中的配置信息进

行动态设置是 DORADO JSP 中的 dataset 以及 control 的各种特性。 

表现层组件与展现引擎的权限管理功能是表里关系。 

 

2.2.5. 异常管理框架 

异常管理框架实现统一的表现层异常管理。 

方法 Command 的异常处理机制：根据方法中是否产生 Exception 判断业务逻辑是否操

作完成，进而通知客户端的下一步处理机制。 

页面流管理 Mapping 中异常处理机制：<exceptions>元素用于配置和管理控制单元

(Unit)的异常(Exception)处理，配置多个控制层中的全局异常，子节点<exception>元素用于

设置 Java 异常类。如果系统在调用 Action 的过程中发生异常，系统将自动搜索匹配的

Exception 配置来处理请求。开发人员可以为每一个 Exception 定义它要捕获的系统异常。

如果不为某一个 Exception 它要捕获的异常类型，该 Exception 将处理所有的异常（相当

于 java.lang.Throwable）。 

AccessChecker（访问权限检查器）用于实现整个应用的登录状态校验功能，如果未登

录 可 以 抛 出 （ throw ） 一 个 com.bstek.dorado.security 包 中 的 系 统 访 问 异 常

AccessDeniedException。用户可以实现这个接口类，然后将实现完成的接口类定义到

DORADO 应用系统的 setting.xml 文件当中。 

 

2.2.6. 国际化管理框架 

通过国际化管理框架实现统一的国际化资源管理。通过位于 com.bstek.dorado.i18n 包

中的 ResourceManager，判断 session 中用户的 Locale 信息决定获取相关的国际化资源，

如果未设定则系统通过 setting.xml 文件中的两个属性配置决定用户的默认 Locale。表现层

组件与展现引擎的国际化管理功能是表里关系。 

 

2.2.7. 外观管理框架 

外观管理框架实现统一的表现层外观管理，通过 CSS 文件也可以通过程序控制，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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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别地改变外观。开发者可以通过编辑与扩展 CSS 文件，定制出自己的风格。同一应用

系统中支持多套主题外观，根据不同角色展现。表现层组件与展现引擎的外观管理功能是表

里关系。 

 

2.2.8. 页面流管理框架 

页面流管理框架（Mapping）实现统一的页面流处理机制，用于接收和分派 Client 请

求，配置 Controller 和 View 的关系。Mapping 为控制单元(Unit)的根节点，用于组织

exceptions,forwards,controllers 等其他控制层元素，通常对应为一个业务模块。 

 

（图：Mapping） 

<exceptions>元素用于配置和管理控制单元(Unit)的异常(Exception)处理，它可以配置

多个控制层中的全局异常，子节点<exception>元素用于设置 Java 异常类。如果控制层

(controller)中的 Action 产生异常而没有处理，系统会自动到当前控制层单元的<exceptions>

元素中查找相应的异常作处理。 

<forward>用于声明当前控制单元(Unit)范围中的全局转发关系，可定义零个或多个

<forward>元素，用于把一个逻辑名称映射到特定的 URL。通过这种方式 Action 或 JSP 文

件无需指定实际的 URL，只要指定逻辑名称就能实现请求转发或者重定向，这可以减弱控

制组件与视图组件之间的耦合，并有助于维护 JSP 文件。 

控制器(Controller)是一组具有相关功能的动作（Action）的集合，一般把一个控制器

(Controller)看作相对独立的功能模块。例如：产品维护看作是一个控制器(Controller)，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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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增加、修改、删除、查询都看作是控制器(Controller)的动作（Action）。在任何一个

控制层单元(Unit)中定义的控制器(Controller)都是全局的，只须通过控制器(Controller)的名

称就可以访问到。 每一个控制器(Controller)都拥有一个默认的 Action，当用户访问一个控

制器(Controller)且没有指定要访问的 Action 时系统会自动的激活默认 Action，默认 Action 

的 name 是空字符串""。 

当 Action 发生异常，系统根据异常类型在当前 Action 中查找匹配的<exception>对象，

并用匹配的<exception>对象加以处理，如果未能找到匹配的<exception>对象，系统将继续

到 Action 所属的控制层单元(Unit)中去查找全局的<exception>配置，如果还未找到可以处

理的<exception>元素，就到全局的控制层单元(GlobalUnit)中查找。 

 

2.3. 数据集合 

2.3.1. 数据集合简述 

数据集合 dataset 实现统一数据管理，是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交互的传递对象，也是

DORADO 与后台业务逻辑层的整合点。 

dataset 类似于 MVC 架构中的 M，用来管理一组二维数据，其结构类似于关系型数据

库中的表或视图。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交互的过程中，DORADO 默认传递的都是 dataset 对

象而不是 form 元素，通过一个统一的接口和统一的编码规范实现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交互。 

 

（图：Dataset 的对象结构） 

 

dorado 结合后台业务逻辑框架（如 dorado + Spring）的构架模式中，dataset 是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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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dorado 的传递对象与整合点；在 dorado 直接连接数据库的构架模式当中，dataset 的功

能涵盖了数据持久化、数据提取等大部分数据逻辑处理。 

 

（图：各种 Dataset 的之间关系） 

常用的 dataset 有：AutoSqlDataset、SqlDataset、FormDataset、CustomDataset、

DODataset、MarmotDataset 等。 

2.3.2. SqlDataset（SQL 数据集合） 

SqlDataset 是一种通过查询类型的 SQL 属性来定义 Dataset 内容的 Dataset。

SqlDataset 主要用以支持数据库的交互工作，具有数据查询能力、批量增删改的支持（持

久化能力）、数据分页查询能力、动态参数处理机制、支持临时字段（DummyField）、支持

RetrieveAfterUpdate 处理机制等。 

SqlDataset 具有如下的方法： 

dataset.setSql(String sql); 

通过该方法生成一个十分复杂的用于查询的 SQL 来定义 dataset 的 sql 属性。

SqlDataset 根据该属性获取数据库中的数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SqlDataset 本身可以充分

利用 dorado 提供的方言机制实现高效率的数据查询，尤其是可以利用方言提供分页处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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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大大加快查询的性能。 

SqlDataset 支持分页处理功能，开发的时候开发人员并不需要自己处理分页，只要在

定义 dataset 的时候指定 pageSize，余下工作交给 SqlDataset 处理。 

SqlDataset 具备持久化的功能，它可以实现自身数据数据库持久化功能，可以通过如

下的代码实现持久化操作： 

dataset.doUpdate(); 

持久化相关的事务问题，在 SqlDataset 中也得到了很好的支持，一般来说开发人员都

无需在 SqlDataset 持久化的时候关注其事务处理，系统会自动完成这些基本的工作。 

SqlDataset 既可以通过配置使用也可以在服务器端编程使用。 

 

2.3.3. AutoSqlDataset（自动 SQL 数据集合） 

AutoSqlDataset 是一种通过向导定义 Dataset 内容的一种数据集，相比 SqlDataset，

AutoSqlDataset 的定义更为简单和快捷。 

为了增加 AutoSqlDataset 的适用范围，AutoSqlDataset 提供了对象方式描述查询语句

地定义方式，增加了对 SQL 语句地直接支持，从而使 AutoSqlDataset 可以实现较为复杂的

查询工作。另外 AutoSqlDataset 还提供了一些优异的特性，使开发人员更为方便的定义与

实现查询工作，例如查询分页功能的自动处理机制，查询条件的逃逸处理机制，查询条件的

复合匹配机制等。这样使得开发人员在实现业务需求时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可以通过定义而不

是自己写 SQL 语句获取查询结果。AutoSqlDataset 提供了数据的持久化能力，很多情况下

开发人员可以不写代码而通过 Dataset 直接将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AutoSqlDataset 也支

持用 java 编码创建，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建议使用配置方式创建，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出

AutoSqlDataset 的快速设计，快速使用，快速保存等综合优势。 

 

2.3.4. FormDataset（表单数据集合） 

FormDataset 使用方式比较简单，主要是用在一些不需要从后台加载数据到前台的场

合，比如：查询条件输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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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CustomDataset（自定义数据集合） 

CustomDataset 主要用在数据展现与数据提交场合，比较适合与一些持久层框架结合

使用（比如 Hibernate，iBatis 等）。通过与这些持久层框架结合使用，在后台代码中把得到

的数据提供给 CustomDataset 同时告诉 CustomDataset 一共有多少页或一共有多少条数

据，再添加一个 PagePilot 控件可以很轻易的实现数据的分页显示功能。 

开发时配合上 POJO+Hibernate（或者各种 ORM 技术），CustomDataset 可以达到与

SqlDataset 以及 AutoSqlDataset 相同的功能与便捷程度。 

 

2.3.6. DODataset（数据对象数据集合） 

DODataset 的 使 用 方 式 与 CustomDataset 基 本 相 同 ， DODataset 增 加 了

contextAttribute 属性和 supportsPaging 属性。 

contextAttribute 是用来设置与 DODataset 进行数据交换的上下文属性名。

supportsPaging 是用来设置是否支持内存分页。 

 

2.3.7. MarmotDataset（Spring 数据集合） 

MarmotDataset 主要用于更好地与 spring 框架无缝集成。使用 MarmotDataset 时通常

会与 MarmotUpdateCommand 以及 MarmotRPCCommand 对象配合使用。 

之前介绍的各种类型的 dataset 对象，不是通过定义其 sql 属性获取数据，就是需要在

视图模型实现类或 dataset 的 listener 中通过用户自定义的代码实现 dataset 的数据加载工

作。MarmotDataset 被设计为可以将数据加载工作交给 spring 配置的 bean 来实现，这样可

以很容易的利用 spring 本身强大的 IOC/AOP 等机制加强对数据加载工作的管理力度。同样

使用 Marmot 开发技术时，通常的数据提交或远程调用也是通过 spring 中配置的 bean 实现，

这样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利用 spring 中的事物管理机制，使得整合变的更容易和紧密。 

MarmotDataset 的 DataProvider 作用是给 dataset 提供数据，一般是在 spring 中配置

的 BeanID。ObjectClazz 的作用是告诉 dataset 需要处理什么样的数据类型。 

MarmotDataset 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就是 DataProvider 和 DataResolver。这两个对象

的作用是相对的，DataProvider 用于为 DORADO 中的 Dataset 提供数据，DataResolver

用于处理 DORADO 客户端提交的数据。在 MarmotDataset 中 DORADO 与后台业务逻辑

层的数据交换主要通过这两个接口的派生类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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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Module（数据坞） 

Module 用于管理一组 Dataset，以便于实现 Dataset 在应用系统中的重用。通常情况

下 Module 不应被用来封装任何业务逻辑，应把它看成是 MVC 架构模式中的视图层中的对

象。 

Module 中 的 Dataset 通 常 情 况 下 会 被 ViewModel 中 的

DatasetReference(DynamicDropDown)来引用，或为其它的 Dataset（包含各种 Module 中

的 Dataset 和 ViewModel 中的 Dataset）提供 Lookup 服务。 

 

2.3.9. 数据库方言 

实现数据库编程时为了提高存取数据库的效率以及获取数据库本身支持的特殊功能。提

供了方言处理机制。在配置 DataSource 的时候需要指定方言（Dialect）。 

Dorado 默认提供 Oracle、DB2、Informix、SQLServer、MySql、HSQL、Sybase、

Postgre、Intrbase、Access 等数据库的方言。 

在 dorado 默认提供的方言之外，对于某些特殊的数据库如果目前还未有方言实现，则

开发人员可以通过继承 dorado 提供的 DefaultDialect 自定义方言类来扩展。 

 

方言实现类 支持的数据库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OracleDialect Oracle8,9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Oracle10gDialect Oracle10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MSSQLDialect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2005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MySQLDialect Mysql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SybaseDialect Sybase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DB2Dialect DB2 7/8/9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PostgreDialect Postgre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InterbaseDialect Interbase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InformixDialect Informix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AccessDialect Access 

com.bstek.dorado.data.db.dialect.HSQLDBDialect HSQL 

以上的方言由 DORADO 默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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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集成开发工具 

DORADO IDE 集成开发工具针对不同用户习惯，提供 eclipse plug-in、Studio、

NetBeans plug-in三种集成开发工具从供选择，提供浏览器端JavaScript调试工具debugger

进行浏览器端运行 JavaScript 语句、记录 JavaScript 运行时间、显示调试日志与系统信息

等。 

2.4.1. Eclipse Plug-in 

DORADO Eclipse Plug-in 是 DORADO 技术中的一个子项目，鼓励开发者以 Eclipse

为目标有秩序的开发 DORADO 项目。利用 Eclipse 这一平台配合该工具可以迅速有效的开

发 DORADO 项目。功能模块包括 DORADO Web 项目创建、DataSource 数据源编辑器、

View 视图编辑器、Module 数据坞编辑器、Mapping 编辑器、DORADO 应用启动等。 

 

（图：DORADO Eclipse Plug-in） 

 

2.4.2. Studio 

DORADO STUDIO 全面支持基于 DORADO 开发的各个环节的可视化配置与管理。如

界面设计、可视化数据连接配置、可视化数据层定义、可视化控制层配置、国际化资源配置

等。对 Web 应用以项目方式管理，同时可以完成对项目的编译、部署、测试的全过程，提

供多种向导帮助用户快速上手。支持 Java、JavaScript、XML、HTML、SQL 的高亮编辑。

支持对数据视图进行预览同时提供可视化的 SQL 的查询向导。主要定位于 XML 配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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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Java 开发工具（如 MyEclipse 等）配合使用。 

 

（图：DORADO STUDIO 界面） 

 

2.4.3. NetBeans Plug-in 

DORADO NetBeans Plug-in 也是 DORADO 技术中的一个子项目，鼓励开发者以

NetBeans 为目标有秩序的开发 DORADO 项目。在 DORADO 项目开发过程中，对于从业

多年的 DORADO 开发者而言，DORADO STUDIO（基于 Swing 技术）是当时唯一的开发

工具，该工具是通过 java2 Swing 编写而成的，有着轻巧，高效等诸多优点，至今仍受到广

大 DORADO 开发者的青睐。随着 NetBeans 的发布，开发了 NetBeans DORADO Plugin，

该插件是对 DORADO STUDIO 最大化的复用，并对原有的 DORADO STUDIO 的功能进行

强化，同时还进行了诸多技术创新。在使用过程中，DORADO 开发者不仅缩短了开发工具

的学习周期，而且能够得到 NetBeans IDE 的全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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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ORADO NetBeans Plug-in） 

 

2.4.4. Debugger 

DORADO Debugger 是浏览器端 JavaScript 调试工具，进行浏览器端运行 JavaScript

语句、记录 JavaScript 运行时间、显示调试日志与系统信息等。 

Debugger 利用 HTML 中的 DIV 对象实现的调试窗口，在任何一个 DORADO 页面中按

下 CTRL+SHIFT+ALT+F12 就可以调出这样一个调试窗口。提供了：评估 JavaScript 并计

时、显示调试日志、显示部分系统信息这 3 项功能。 

 

当浏览器面积较小时，可以使用 CTRL+SHIFT+ALT+F11 来调出简减版，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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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1.flushData(); 

dataset2.copyRecord(dataset1.getCurrent()); 

dataset2.refreshControls(); 

要找出上述哪一句命令执行的最慢或最快，我们可以把这 3 句话分别复制到 DORADO

调试器中执行，然后观察调试器显示的耗时。如下图： 

 

当代码中有循环体或者牵扯到大量的局部变量时，可以选择在代码中植入日志的方式，

进行查看与判断。 

Debugger.log("A:" + new Date().getTime()); 

dataset1.flushData(); 

Debugger.log("B:" + new Date().getTime()); 

dataset2.copyRecord(dataset1.getCurrent()); 

Debugger.log("C:" + new Date().getTime()); 

dataset2.refreshControls();; 

Debugger.log("D:" + new Date().ge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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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统上线后，debugger 可以通过配置文件（setting.xml）统一关闭与开启。 

<property name="view.smartweb2.clientDebug" value="false"/> 

 以上设置为关闭 debugger。  

 

2.4.5. TestFrame 

TestFrame 是 BSTEK 研发的一个用于测试 DORADO 页面的浏览器端性能指标的开源

小工具，可以较方便地帮助开发人员与测试人员获得页面刷新用时、提交用时等定量数据，

为规范页面设计复杂度、制定页面开发标准、以及页面性能调优等提供数据上的支持。 

TestFrame v0.1 版提供的功能如下： 

 支持浏览器端完整用户体验时间的计时。 

 提供页面刷新用时与提交时间的测试范例。 

 支持浏览器端日志即时输出。 

 支持服务器端日志输出。 

 支持联网多机并发测试。 

 支持 IE6，IE7，FF2 等浏览器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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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orado-TestFrame 使用效果图） 

 

（图： TestFrame 后台日志输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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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 TestFrame 不是 LoadRunner 等测试工具的替代，而是补充。 

 

（图：TestFrame 与 LoadRunner 等统计的时间范围的差异） 

 

2.5. 管理控制台 

2.5.1. Web Consoles 简述 

Web Console 控制台进行参数配置与性能监控，包括系统信息管理、日志管理、账号

管理、缓存池管理（数据库连接、数据模块 Module）、性能监视（视图 ViewModel、动作

Action、数据集 Dataset、SQL 查询）、系统设置等功能。 

2.5.2. 系统信息管理 

系统信息管理显示 DORADO 版本，JVM 单元空闲内存、JVM 已分配内存、JVM 最大

可用内存、JVM 总 Dataset 实例数、JVM 总 Module 实例数、JVM 总 ModuleConfig 实例

数、JVM 总 ViewModel 实例数、JVM 总 ViewModelConfig 实例数；Java 版本、Java 根路

径、Java 提供商、Java 虚拟机、Java 虚拟机版本、Java 虚拟机提供商，操作系统、操作

系统版本、操作系统架构、操作系统当前登录用户、系统默认字符集、可用处理器(CPU)，

ClASS_PATH、LIBRARY_PATH 等。 



DORADO 展现中间件产品白皮书 

v3.0 第 36 页 共 125 页  

 

 

（图：Web Console 中的系统信息管理） 

 

2.5.3. 日志管理 

日志管理提供对系统日志的管理功能。 

 

2.5.4. 账号管理 

 账号管理提供对系统账号的新增、修改、更改口令与删除等功能。 

 

（图：Web Console 中的账号管理） 

 

2.5.5. 缓存池管理 

 缓存池管理提供对数据库连接与数据模块（Module）的缓存池管理功能。 

 

数据库连接缓存池管理提供对数据源、类型、空闲连接、激活连接、释放所有连接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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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功能。 

 

（图：Web Console 中的数据库连接缓存池管理） 

 

数据模块缓存池管理提供总空闲模块数、总激活模块数等缓存池信息显示，整理所有模

块、释放所有模块等操作；通过指定模块名，显示当前模块的空闲数、当前模块的激活数等

模块的缓存信息，释放当前模块等操作的管理功能。 

 

（图：Web Console 中的数据模块 Module 缓存池管理） 

 

2.5.6. 性能监控 

 性能监控提供对视图模型（ViewModel）、动作（Action）、数据集（Dataset）、SQL 查

询等的性能监控功能。 

 

视图模型（ViewModel）性能监控提供按最近发生的过程、最耗时的过程、受监视的过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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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查看视图模型的关键字、时间、耗时、备注等信息与添加监视察看监视信息等操作。

 

（图：Web Console 中对视图模型的性能监控） 

 

在性能监控详细信息之中，以二维条形图与表格的形态，显示平均、最快、最慢、首次

以及例次执行时间。 

 

（图：Web Console 中对视图模型的性能监控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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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Action）性能监控提供按最近发生的过程、最耗时的过程、受监视的过程分类查

看关键字、时间、耗时、备注等信息与添加监视察看监视信息等操作。在性能监控详细信息

之中，显示平均、最快、最慢、首次，以及例次执行时间。 

 

数据集（Dataset）性能监控提供按最近发生的过程、最耗时的过程、受监视的过程分

类查看关键字、时间、耗时、备注等信息与添加监视察看监视信息等操作。在性能监控详细

信息之中，显示关键字、总执行次数、平均执行间隔等。 

 

SQL 查询性能监控提供按最近发生的过程、最耗时的过程、受监视的过程分类查看关

键字、时间、耗时、备注等信息与添加监视察看监视信息等操作。在性能监控详细信息之中，

显示关键字、总执行次数、平均执行间隔等。 

 

（图：Web Console 中对 SQL 查询的性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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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提供系统参数配置与保存功能。部分参数举例如下表： 

参数 默认值 

common.defaultDataSource doradosample 

common.defaultCharsetName UTF-8 

common.requestCharsetName ISO8859-1 

common.useGzip true 

common.locale.language cn 

common.locale.country ZH 

common.log.loggingAdapter 
com.bstek.dorado.common.log.logging.Loggi

ngAdapter 

common.log.maxFileSize 4096 

common.performance.outputFile  

common.performance.maxProcessInCategory 10 

common.performance.countEachProcess false 

common.performance.saveInterval 60000 

i18n.cache.sweepInterval 30000 

i18n.cache.minCheckInterval 5000 

i18n.cache.timeout 60000 

i18n.cache.maxCount 200 

security.accessChecker sample.admin.AdminAccessChecker 

 

 

（图：Web Console 中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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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系统登录登出 

系统登录登出提供以用户名与口令方式登录登出系统。 

 

（图：Web Console 的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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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原理 
 

3.1. Web 开发技术的发展 

Web 的最大优势在于部署成本低，接入范围广，一个浏览器作为终端可以访问若干个

应用系统，而无需为每个应用系统事先安装客户端程序。获得这种好处也付出了牺牲操作性

和展现力的代价，不争的事实是，处理同样的业务，操作 Web 界面比客户端要慢很多，影

响工作效率。因而，Web 开发技术从一开始就着力于解决用户体验这一问题。 

CGI：通用网关接口（common gate interface），最早的 Web 应用技术。用于定 Web

服务器与外部程序之间通信方式的标准，使得外部程序能生成 HTML、图像或者其他内容，

因此 CGI 程序不仅能生成静态内容同时又能生成动态内容。 

早期的 CGI 程序主要使用 C 或 C++编写，由于开发太不方便，90 年代末逐渐有了 PHP、

ASP、JSP 这一类服务端动态脚本技术。 

PHP、ASP、JSP 相对于 CGI 的特点是将动态的逻辑代码嵌入在大量的输出文本中，

而不是将大量的输出文本嵌入在逻辑代码中，大大减少了编程的工作量。PHP、ASP 都是

解释执行的脚本语言，而 JSP 是编译执行的。所以一般而言，JSP 的执行期效率略高于前

两者。 

Applet 和 ActiveX 是最早出现的用于改善 Web 应用交互性的技术。但是 Applet 和

ActiveX 与 C/S 应用一样存在着部署和维护不便的弊端，严格意义上讲也不算作 Web 应用

的范畴。在解决驱动外部设备问题时常用到 Applet 和 ActiveX。 

JavaScript：最早由 Netscape 引入浏览器，使用其来控制网页中的 DHTML（Dynamic 

HTML）对象。模仿 JavaScript 创造的 VBScript 目前已很少看到。 

Flash：随着 Flash 插件的普及。基于 Flash 的 Web 客户端开始出现，目前支持这一类

开发的框架主要有 Flex 和 Lazslo。Flash Client 的效果非常绚丽，特别是用来展现图表与

动画，但是 Flash 插件和浏览器在结合上不及 JavaScript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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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开发模式 Model 1（JSP + Bean） 

随着服务端逻辑复杂度的逐步提高 PHP、ASP、JSP 中的代码量开始急剧的增加，动

态脚本不便于管理的弊端开始暴露。于是基于 PHP、ASP、JSP 的编程技术从数据与展现

的分离，展现与逻辑的分离两个方面开始分化。 

数据与展现的分离：随着主流浏览器开始支持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 级联样式

单），出现了 HTML+CSS 的页面定义方式，这实现了初步的数据与展现的分离。但是 HTML

本身是非严谨的标记语言，并不适合用于描述数据。所以后来又有了 XML+XSLT 的页面定

义方式，XML 用于描述纯粹的数据，而 XSLT（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用于定

义数据展现方式。 

展现与逻辑的分离：为了实现展现与逻辑分离，开始出现了 ASP+COM、JSP+Bean

的编程模式。其主旨是将主要的逻辑代码从页面中剥离出来，并封装为可重用的组件。这种

开发模式也被成为 Model1。 

3.1.2. 开发模式 Model 2（MVC） 

随着 Web 应用复杂度的进一步提高，页面间的协作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又

有了 Model 2 的设计模式。Model 2 也被称为 MVC，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 Web 框架

（Struts、WebWork 等）。 

MVC 是三个单词的缩写：模型（Model）视图（View）和控制（Controller）。MVC 模

式的目的就是实现 Web 系统的职能分工。Model 层实现系统中的业务逻辑，通常可以用

JavaBean 或 EJB 来实现。View 层用于与用户的交互，通常用 JSP 来实现。Controller 层

是 Model 与 View 之间沟通的桥梁，它可以分派用户的请求并选择恰当的视图以用于显示，

同时它也可以解释用户的输入并将它们映射为模型层可执行的操作。 

最初的 Web 应用是为内容发布服务的，很自然地采用了这样一种基本假设，并发展为

基于 Model 2 的 MVC 开发模式。该假设认为 Web 应用的运行逻辑是由一系列的页面切换

构成的，每一个页面都不是特别复杂，往往有着非常特定的功能和目的，同时页面对于浏览

器而言又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单元，要更新页面中的数据必须对页面进行整体刷新。采用这种

方案的应用中有着大量的页面流，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机制对它进行管理。同时由于表现层

的功能相对非常薄弱，控制器往往还要承担起为表现层准备数据的工作。这些在控制器中准

备好的数据一般都是利用上下文（如 Request 的 Attributes）以推的方式交给表现层，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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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Push Mode）。 

这种模式用来处理单向的信息发布，或者简单的互交式操作是可行的，但用来实现操作

频繁的管理信息系统时，就显得力不从心，很难进一步提高系统可用性与开发效率。 

3.1.3. 开发模式 Model 3（AJAX + MVC） 

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异步 JavaScript 与 XML）强调的是减

少页面的整体刷新，代之以局部数据刷新。当一个局部数据刷新的请求从客户端被发起时，

表现层必须有能力主动的获得所需要的数据。这种操作类似于客户端通过表现层从后端的数

据模型中的拉取数据，即拉模式（Pull Mode）。 

狭义的 AJAX 是指通信机制，广义的 AJAX 至少还包括一套与 AJAX 通讯机制结合的

Widget（UI 组件）。 

Model2 的 MVC 假设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页面转化来完成一笔业务，每张页面通常比较

简单，功能单一，页面转换是通过页面刷新完成的，因而每次页面转化都要将前面几步的数

据带到下一个页面，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服务器端出现臃肿、繁琐的数据传递代码，离散的页

面通过业务逻辑的约束被序列化，这种运行时的序列化是被服务器端管理的，Controller 和

Model 层非常复杂，服务器端代码随着业务需求的复杂而越来越臃肿。 

在传统 MVC 的基础上，加上 AJAX 无刷新的与服务器端交互的能力与强大的 Widget

（UI 组件），使得可以轻松制作出更加复杂的界面。这种复杂程度的界面通常可以独立完成

一笔业务，消除了页面间的数据传递，更能保证业务操作的原始性，客户端的 AJAX 请求代

替了页面刷新请求，业务逻辑中对规范客户操作的约束放到了客户端，可以提前验证客户操

作的合法性，提高了向服务器端传递的数据质量。服务器端的 View 层更加专注于 AJAX 通

信；Model 层集中精力处理核心业务逻辑，负担锐减；由于已无必要进行大量的页面跳转，

Controller 层也随之简化。 

这种 AJAX + MVC 的开发模式称之为 Model 3。 

 

（图：Model 1 至 Model 2 到 Model 3 开发模式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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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OPOB 与 MPOB 

MPOB（Multi Page One Business，多页面对应一项业务功能）是一种表现层业务交

互模式。MPOB 通过一系列的页面切换完成一项业务功能，每一个页面功能简单，更新页

面的数据一般对页面进行整体刷新。 

OPOB（One Page One Business，一个页面对应一项业务功能）是一种表现层业务交

互模式。OPOB 通过一个页面完成一项业务功能，每个页面功能丰富，更新页面的数据一

般对页面进行局部刷新。 

MPOB 模式比较适用于内容浏览，而管理信息系统需要针对数据进行频繁的“展示、

增、查、改、删”等交互操作，更适于 OPOB 模式。 

在 C/S 架构中页面设计基本上都是 OPOB 模式的，而最初的 Web 应用是为内容发布

服务的，也因为当时技术局限，因而很自然地采用了 MPOB 模式，随着以 B/S 架构支撑的

业务需求的复杂度提升，Web 开发技术的发展，OPOB 模式在 Web 应用也获得了越来越多

的使用。基于 Model 1、Model 2 实现的业务交互多是 MOPB 模式，基于 Model 3 实现的

业务交互多是 OPOB 模式。 

假设用户要进行如下的操作，输入查询条件查询出部分产品，然后修改其中的两个产品，

新增一个，最后删除一个。 

产品列表
查询

产品列表
产品维护
（新增）

新增
产品列表

产品维护
（修改）

保存
产品列表

产品维护
（修改）

保存
产品列表

删除
产品列表

 

（图：MPOB 交互模式） 

MPOB 模式中至少需要开发两个完全不同的界面，且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用户需要

经历 8 次界面刷新。OPOB 模式中只需要一个界面，且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界面不需要刷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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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列表
及维护

查询

删除

新增

保存

A
ja
x
引
擎

用户  

（图：OPOB 交互模式） 

从 MPOB 到 OPOB，是技术的转变，设计模式的转变，也是用户体验与开发规范的转

变。 

 

3.2. DORADO 原理 

概况来讲，DORADO 属于 Model 3 开发模式，支持 OPOB 交互模式，是 AJAX 技术

的成熟产品实现。 

3.2.1. 迭代式 MVC 架构 

Model 2 的 MVC 架构应用中有着大量的页面流，需要一种有效的机制对页面流进行管

理。同时由于表现层的功能相对非常薄弱，控制器往往还要承担起为表现层准备数据的工作。

这些在控制器中准备好的数据一般都是利用上下文（如 Request 的 Attributes）以推的方式

交给表现层，即推模式（Push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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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数据模型)

C(控制器) V(表现层)

客户端

Forward

推数据

ResponseRequest

 Server

Client
 

（图：Model 2 的 MVC 架构中 View 以推的方式被动的得到数据） 

 

在 DORADO 的 AJAX + MVC 架构（Model 3）中，将 Java 后台业务逻辑层所广泛采

用的 MVC 模式引入浏览器 Client 端，实现数据模型与表现形式松耦合和任意绑定。相当于

MVC 在浏览器端又进行了一次迭代。DORADO 以数据集合对象（Dataset）来管理各种复

杂的数据模型，控件库 Widget Lib 提供表格、树、下拉框等各种展现形式，通过动态属性

集与事件监听框架以及其它的逻辑代码实现控制。这种模型为 Web 应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展现力、数据承载量与操作性。 

 Server

M(数据模型)

C(控制器)

V(表现层)

Client

M(数据模型)

C(控制器)

V(UI组件)

用户

数据库

Client端子系统 Server端子系统  

（图：迭代式 MVC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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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数据模型驱动 

广义的 AJAX 所包括的一套与 AJAX 通讯机制结合的 Widget（UI 组件），可以大致分

为两个大类：离散控件集型和数据模型驱动型。 

离散控件集型。此类 UI 组件以提供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界面控件为主要目的。控件的类

型很多，例如搭建 Web 应用常见的各种 Grid、Tree、Menu、ToolBar、Window 等。不过

此类 UI 组件一般不会全面考虑界面中的数据和操作逻辑的封装，至多只会提供相对简单的

静态数据绑定。此类产品的主要出发点是改善 Web 应用的界面表现能力，同时借助自带的

SDK 提供一种更加规范的开发模式。 

数据模型驱动型。此类 UI 组件在提供一组功能强大的 UI 控件集的基础上，提供对界面

中数据模型的管理功能，其 UI 组件以数据敏感控件为主。数据敏感控件可以通过与数据模

型的绑定来实现对表现层中数据的展示和控制。这种数据绑定可称为动态数据绑定。此类

UI 组件的主要出发点除了改善 Web 应用的界面表现能力之外，也非常注重提供一种快速开

发的模式。 

静态数据绑定是指在控件可以根据指派给他的数据源（往往是 XML 数据源或简单的数组）

自动的提取并展示其中的数据。这种提取过程是主动完成的，当提取过程结束后控件无法继

续感知数据源中数据的变化。这事实上是从控件到数据源的拉模式(Pull Mode)。 

动态数据绑定是指将控件以观察者的角色注册到数据源（通常是经过封装的数据对象）中。

数据源成为被观察者。当数据源中的数据或状态发生改变时会主动通知所有观察者（即绑定

的控件），然后再由控件自动提取数据完成展现的更新。这样一旦绑定建立以后控件就可以

实时的体现数据源中的最新变化。如果用户利用这些控件对数据或状态做了改变，那么这种

改变自然也会通过数据源再实时的通知给所有其它相关的控件。这事实上是从数据源到控件

的推模式（Push Mode）。 

优秀的数据模型驱动型的开发框架应该首先包含离散控件集中的各种功能，此类开发框

架事实上是相对于单纯的 UI 控件集而言更高层次的抽象。这种模式在 C/S 架构下非常常见，

例如 VB、Delphi 等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快速开发工具提交数据库应用开发模式都属

于这种类型。在 B/S 架构下，此类开发框架则是填补了原先缺失的 Web 表现层架构空白。 

DORADO 采用数据模型驱动的实现方式，将数据与 UI 组件分离。Dataset 用于分装展

现层中的数据，Control 用于封装各种界面元素和操作逻辑。Control 主要用于与用户交互，

而 Dataset 主要用于与后台数据、业务逻辑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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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ataset 与 Control 关系示意图） 

用户修改表单中的某项数据，表格中该条记录的相同字段也随之改变，各种数据控件具

有一致的行为表现这一现象可以说明，在这些数据控件的后面暗含这一个具有管理功能的对

象。这个管理对象就是数据模型，用户完全通过各种数据感知控件来观察和操作数据模型中

的数据。 

 

（图：DORADO 数据模型驱动的 UI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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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ORADO 运行机制 

 

图 1：DORADO 运行机制图 

 

本图描述了 DORADO 展现中间件的运行机制。其中全图可分为 Server 端和 Client 端

两个区域。分别展示了 dorado 在 Server 端和 Client 端的实现机制。 

对于图中出现的几个新的名词的解释如下： 

 ViewModel：视图模型。一种用于封装界面逻辑和操作逻辑的对象。即视图中包含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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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这些数据以什么方式展现、视图中包含哪些控件、这些控件会激发什么操作等等。 

ViewModel 一般不用于定义各种控件最终在显示的布局，控件布局应通过其它方式进

行定义。例如 JSP。  

 Dataset：数据集。数据集是 dorado 架构的核心，用来管理一组数据。结构类似于关系

型数据库中的表或视图。Dataset 在运行时会有 Server 端和 Client 端两种实例。Dataset

不可以直接显示，一般须通过数据控件来展示其中的数据。 

 Control：各种可视化的控件，包含数据控件和非数据控件。其中非数据控件一般与数

据操作没有直接关系(例如：按钮，菜单等)。而数据控件是指可以直接用于显示或编辑

数据的控件(例如：数据表格，编辑框，树状列表等)。数据控件可以直接与 Dataset 进

行绑定并自动对 Dataset 中的数据进行展现。 

 BRich 客户端：即 Browser Rich Client。是指运行于纯浏览器环境中的具有富客户端表

现能力的客户端。  

 

图中的数字标示处的详细介绍如下： 

1. 首先 dorado 将根据用户的配置和定义创建 ViewModel 对象，ViewModel 中包含了各

种 Control 和 Dataset，并且将根据配置自动的建立其 Control 和 Dataset 之间的绑定

关系。ViewModel 可通过两种途径将自己输出到客户端，详见 3 和 4。 

2. 此处的外部数据既可以是直接来自于数据库中的数据，例如 ResultSet；也可以是来自

于业务逻辑层的数据，例如 DTO(Data Transfer Object)或 VO(Value Object)。这些数

据将根据 ViewModel 的配置被填充中一个或多个 Dataset 当中。 

3. 由于 ViewModel 本身并不负责界面的布局，因此须利用 JSP 等技术等对各种 Control

进行排列和布局。在 JSP 中我们可以使用 Taglib 对布局方式进行定义。 

4. 利用 JSP，ViewModel 的界面模板将以 HTML+XML 的形式通过 HttpResponse 被输出

到浏览器当中。注意：此过程输出的内容只包含各种控件的定义和界面布局，并不包含

真正的业务数据。业务数据将通过步骤 5、6 输出至 Client 端。这种实现方式符合 AJAX

的 4 个基本原则中的前两条(有关 AJAX 的 4 个基本原则请参考本文附录)。 

5. ViewModel 中的数据部分将直接以 Dataset 的形式交付给 Dorado Servlet。Dorado 

Servlet是一个专门用于实现Dorado的Server端和BRich客户端进行数据交换的服务。

它既可以实现由 Server 端向 Client 端输出数据，也可以接受从 BRich 客户端向 Server

端提交的数据，还可以独立地响应 Client 端发出的数据请求，以实现 BRich 客户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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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部数据刷新等功能。 

6. Dorado Servlet将ViewModel交付的数据转化为XML并输出到BRich客户端中。同时，

如果接受到了 BRich 客户端以 XML 提交的数据时，Dorado Servlet 也会将其解析为

Dataset 对象并交换给 ViewModel。 

7. 当 4 和 6 的输出转递到浏览器中后，首先将由 Dorado 提供的 BRich Engine 对这些信

息进行处理。其中步骤 6 输出的 XML 数据将被 BRich Engine 还原为一个或多个

Dataset。如果界面的操作需要对 Dataset 中的数据进行动态局部刷新（指不刷新整个

页面，而只是对其中的数据进行刷新）或提交处理，那么这些数据也将由 BRich Engine

进行封装以 XML 的形式发送给 Dorado Servlet。 

8. 步骤 4 输出的 HTML/XML 界面模板将被解析并还原为各种真正可见的 Control。例如：

数据表格，编辑框，树状列表，按钮，菜单等。同时根据这些 Control 在 ViewModel

中的定义，还原他们与 Dataset 之间的绑定关系，以便与最终将数据呈现给用户。 

 

3.4. DORADO 开发套路 

3.4.1. DORADO 中的 ViewModel 

DORADO 中的 ViewModel 对应一个 XML，对 Dataset 与 Control 的属性与事件设置过

程也是配置 XML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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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例页面） 

 

（图：ViewModel 对应的 XML） 

3.4.2. DORADO 中的 JSP 

在一般 JSP 开发中，JSP 承载很多代码，复杂度很高。DORADO 将开发复杂度从 JSP

中剥离出来，抽象为视图模型（ViewModel）。ViewModel 主要用来定义控件（Controls）

与数据集（Datasets），控件的属性、事件以及其它特殊效果都是在 ViewModel 中预先定义，

JSP 只负责调用这些 Controls。即 JSP 中一般只有用于声明所用的 TagLib 和排版代码，因

而非常简洁。 

 

（图：DORADO 中的 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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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应的 JSP） 

 

3.4.3. DORADO 中的数据展现 

多个控件绑定到同一个 dataset上，当用户通过某种展现形式操作 dataset时，由 dorado

引擎负责将这种改变广播到其它与该 dataset 绑定的展现控件上，从而实现多个展现控件的

联动效果。 

 

（图：数据展现开发套路） 

第 1 步，创建视图模型。 

第 2 步，设置数据源。 

第 3 步，添加控件。 

第 4 步，设置控件的 datase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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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生成 JSP。 

 

 

（图：数据展现运行时） 

1，用户修改 Form 中的数据。 

2，由于 Form 与 Dataset 的绑定关系，Dataset 中的数据发生改变。 

3，展现引擎负责将 Dataset 中的改变广播到与其绑定的控件上，如 Table 与 DataPilot。 

4，用户就看到 Table 与 DataPilot 也连动地发生数据变化。 

 

3.4.4. DORADO 中的保存 

DORADO 中的保存涉及到向后台提交数据，是通过更新命令 UpdateCommand 来实现

的。UpdateCommand 需要设置的关键属性是其子项 DatasetInfo 中的 dataset，即告诉

UpdateCommand 是作用于哪一个或几个 dataset。UpdateCommand 属于不可见控件，需

要与一个可见控件相绑定，一般选用按钮 Button。此外还要设置被提交的 dataset 中的主键

（keyFields）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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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保存开发套路） 

第 0 步，准备工作，创建 dataset01。 

第 1 步，添加按钮 button01。 

第 2 步，添加 UpdateCommand01。 

第 3 步，在 UpdateComman01 的 datasetInfos 节点中添加 datasetInfo，并设置所添加的

<datasetInfo>中的 dataset 属性为 dataset01。 

第 4 步，设置 button01 中 command 属性为 UpdateCommand01。 

第 5 步，设置 dataset01 中的主键 keyFields，在这个例子中可以是任意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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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保存运行时） 

1，用户修改 Form 中的数据。 

2，由于 Form 与 Dataset 的绑定关系，Dataset 中的数据发生改变。 

3，用户点击保存按钮。 

4，由于 Button 与 Command 的绑定关系 UpdateCommand 被调用。 

5，Command 对 DatasetInfo 所指定的 Dataset 进行提交操作。 

 

3.4.5. DORADO 中的 commands 

DORADO 中的 commands 用于浏览器与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如提交数据等，需要与

一个或多个 dataset 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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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vents 与 commands） 

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尚未涉及与后台数据进行交互，所产生的变化是在浏览器端的，

保存以及查询操作涉及与后台数据进行交互，所产生的变化是在服务器端的。因而，增加、

修改、删除等操作是在 button 的 onClick 方式中写 javascript 事件，对哪个 dataset 进行操

作体现在 onClick 方法中；保存以及查询操作是将 button 的 command 属性与某个

UpdateCommand 或 QueryCommand 绑定，对那个 dataset 进行操作体现在 Commands

的 datasetInfos 中。 

 

3.4.6. DORADO 中的查询 

DORADO 中的查询通常需要两个 dataset， 一个用于承载查询结果，一个用于承载查

询条件。用于承载查询条件的 dataset 通常使用 FormDataset，即其数据是来自于前台页面

的，而不是如 AutoSqlDataset 等是来自于后台业务逻辑的。相对于 FormDataset 的 Controls

通常是 AutoForm。查询是与后台发生数据交互的，因此是 button+QueryCommand 的操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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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保存开发套路） 

第 0 步准备工作，创建 dataset1（AutoSqlDataset）。 

第 1 步，设置 dataset01 的 MatchRules。 

第 2 步，添加创建 datasetConditions（FormDataset）并根据 dataset01 的 MatchRules 添

加相应的 Fields。 

第 3 步，添加 formConditions（AutoForm），设置其 dataset 属性为 datasetConditions。 

第 4 步，添加一个 commandQuery（QueryCommand），设置其 queryDataset 为 datas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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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Dataset 为 datasetConditions。 

第 5 步，添加 button1（button），设置 command 属性为 commandQuery。 

 

 

（图：查询运行时） 

1，用户在 formConditions 中输入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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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 formConditions 与 datasetConditions 的绑定关系，datasetCondistions 经由

formConditions 获得了数据。 

3，用户点击 button1。 

4，由于 button1 与 commandQuery 的绑定关系，commandQuery 被调用。 

5，由于 commandQuery 中 conditionDataset 与 datasetConditions 的绑定关系，数据从

dataseConditions 中取出。 

6，commandQuery 将具体参数信息传给 dataset1 的 parameters，同时引发 dataset1 的

flushdata。 

7，根据查询条件，dataset1 获得新数据。 

8，由 dorado 引擎负责把 dataset1 的变化广播到与其绑定控件上，如 Table。 

9，用户看到 Table 上的呈现查询到的新数据。 

 

3.4.7. DORADO 中的数据提供者 

DORADO 整合业务逻辑与 DORADO 直连数据库在表现层开发中没有太多不同，大都

是定义数据来源（定义某种 Dataset）、定义控件（定义 Controls）与定制逻辑关系（配置

Dataset 与 Controls 的属性或编写事件）。 

DORADO 整合业务逻辑层时需要构造胶合层，开发者需要自行编写 1 个 Java 类；

DORADO 直连数据库时也需要这个胶合层，即视图模型实现类，当采用 DORADO 默认提

供的视图模型实现类时，开发者就不需要自行编写了。 

 

（图：DORADO 整合业务逻辑层） 

 

（图：DORADO 直连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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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DORADO 中的事务管理 

DORADO 本身不涉及事务管理，与通常的 JSP 开发的事务管理策略相同，由后台业务

逻辑层负责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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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性能 
 

DORADO 展现中间件性能优异。后台稳定性方面通过 1000 并发用户持续并发 4 小时

无错误的稳定性耐久压力测试，后台峰值负载方面通过 1500 严格并发用户集合并发无错误

的瞬间波峰压力测试；前台性能方面支持一次性向表格中加载 2000 条记录，单一页面支持

装载 300 个以上组件；低配置方面对窄带环境、工作站低处理器低内存配置环境进行了优

化处理，内置大数据量加载算法、复杂界面按需初始化、复杂界面数据初始顺序化、懒加载

数据加载方式（Lazy Load）、大数据量复杂操作优化等表现层性能优化算法、机制与开发

技巧。经受住全国数据大集中模式下，5700 多个分支机构 2 万余名员工，年处理量超过 4000

万笔业务的核心业务管理系统的实战考验。 

 

4.1. 后台性能测试 

4.1.1. 测试环境 

软件环境：IBM HTTP Server v6，应用服务器 WAS ND v6.1，数据库 DB2 EE v8.2 fp6，

测试工具 Load Runner。硬件环境：2 台小型机 IBM eServer pSeries 570（P570A 为 CPU：

2.1GHz*8，Memory: 24G，HD: 36G*4/10000rpm，AIX 5.3.0.5。P570B 为 CPU：2.1GHz*8，

Memory: 32G，HD: 36G*4/10000rpm，AIX 5.3.0.5）。网络环境：以太网与服务器的连接

速率为 1G，与客户端的连接速率为 100M。测试工具 Load 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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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ORADO 性能测试拓扑） 

4.1.2. 测试用例 

测试用例 1 大数据量查询与提交：每用户进行 999 次查询，每次下载并在页面中追加

0~N 条记录，累计追加 3000 多条记录，期间会对某些数据进行修改，然后将每条记录的主

键与修改的数据提交到服务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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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测试用例 1 大数据量查询与提交页面） 

 

测试用例 2 复杂页面初始化：在复杂的档案查询页面中，对客户信息进行查询，能够

快速掌握客户的具体信息，包含实际户信息、电源户信息、电费信息等。使用了 125 个控

件。表格 6 个，标签 52 个，按钮 1 个，输入框 51 个，按钮 1 个，导航条 1 个，标签页 3

个，单选框 1 个，子窗体式分组框 3 个，页面分割器 1 个，树形下拉框 1 个（多处绑定），

简单下拉框 1 个，带模糊查询的多栏下拉框 1 个，单栏下拉框 1 个，日历下拉框 1 个（多

处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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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测试用例 2 复杂页面初始化） 

 

页面细节 截图 

树形下拉框 

 

简单下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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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模糊查询的多栏下拉框 

 

单栏下拉框 

 

日历下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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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测试结果：稳定性 

测试结果：测试用例 1“大数据量查询与提交”，测试用例 2“复杂页面初始化”均顺

利通过 1000 并发用户持续并发 4 小时无错误的稳定性耐久压力测试。 

 

4.1.4. 测试结果：峰值负载 

峰值负载性能测试采用有集合点的严格并发用户，以 100 严格并发用户为起点，每次

增加 100 严格并发用户，到 1500 严格并发用户。 

 

（图：峰值负载性能测试采用有集合点的严格并发用户） 

测试结果：测试用例 1“大数据量查询与提交”，测试用例 2“复杂页面初始化”均顺

利通过 100，200，300 至 1500 严格并发用户无错误的瞬间波峰压力测试。 

4.2. 前台性能测试 

4.2.1. 复杂页面 

复杂页面指页面中展现元素数量多种类多，布局复杂。测试用例的页面中包括 6 个标

签页，300 个编辑框与 3 个表格。 

前 3 个标签页每个标签页包含 10 个分组框，每个分组框包括 10 个编辑框。后 3 个标

签页每个标签页包含一张 20 列*10 行的数据表格。页面共包含 300 个编辑框，3 张 20 列*10

行的表格，以及其它表现元素如 6 标签页、30 个分组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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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复杂页面测试用例） 

测试结果：DORADO 初始化耗时：0.906 秒。 

 

4.2.2. 大数据量加载 

大数据量加载指一次性加载大量数据到页面之中，没有使用懒加载（Lazy Load）技术。

测试用例的页面中包括一个 10 列*2000 行的表格，由于包括 2000 条数据的 XML 信息，整

个 HTML 的内容超过了 3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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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数据量加载测试用例） 

测试结果：DORADO 初始化耗时：0.656 秒。 

 

4.2.3. 大数据量复制 

大数据量复制指在浏览器中进行大批量数据复制操作。测试用例的页面左侧包括一个

10 列*1000 行的表格，右侧是一个 10 列的空白表格。首先点击“复制 1000 条记录”的按钮，

将全部 1000 条数据由左侧表格复制到右侧表格。再点击“删除右侧表格中 50%的记录”的按

钮，将右侧的奇数位的数据删除。 

 

（图：大数据量复制测试用例） 

测试结果：复制 1000 条数据耗时：0.813 秒，删除 500 条数据耗时：0.266 秒。 

 

4.2.4. 不同浏览器开发模式数据量评测 

不同浏览器、不同开发模式、不同数据量下，实现相同功能的 DORADO 页面浏览器端

性能评测。 

以界面 P01 为测试用例，在数据结构、系统架构、界面效果上完全相同的前提下，以

两种关键技术分别实现了 P01A 与 P01B 两个例子。P01A 使用了 Session 和 DORADO 中

的 AJAX 技术对界面进行了优化。P01B 没有采用优化技术，所有的数据一次性地被提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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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端。 

通过观察不同浏览器、不同开发模式、不同数据量下，实现相同功能的 DORADO 页面

浏览器端性能表现，为浏览器选择、开发模式选择、不同数据量下开发规范等的决策提供量

化数据支持。 

 

（图：测试用例页面） 

 

数据

项 
界面 浏览器 

刷新耗时（平均） 

单位 ms 

提交耗时（平均） 

单位 ms 

内存范围 

单位 M 
备注 

100 

P01A 

IE7 509 100 38±5  

FF2 509 128 27±2  

P01B 

IE7 705 435 34±9  

FF2 921 1226 40±5  

300 

P01A 

IE7 545 106 40±5  

FF2 689 127 30±4  

P01B 
IE7 1365 1090 56±13  

FF2 1672 3320 40±10  

（节选的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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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P01A 

IE7 

 

FF2 

 

（节选的处理器与内存记录） 

 

数据

项 
界面 浏览器 刷新时间与提交时间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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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的刷新时间与提交时间折线图） 

4.2.5. 低配置环境 

观测在低处理器，低内存，低带宽等低配置环境下，基于 DORADO 页面浏览器端的性

能表现，为软件系统开发规范提供量化数据支持。 

代号 软硬件简述 操作系统 浏 览

器 

处理器 内存 

DORADO 

Server 

IBM T43 笔记本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IE 7 Intel Pentium 

1.73GHz 

1.25G 

Test Client01 HP 笔记本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IE 7 AMD Turion64 

1.6G 

1.5G 

Test Client02 Dell 台式机 Windows2000 

SP4 

IE6 P4 1.8G 128M 

Test Client03 Dell 台式机 Windows XP IE6 PIII 1G 256M 

Test Client04 虚拟终端 Windows 2003 

Enterprise Server 

IE6 Xeon 2.8G（注

1） 

76.4M（注 2） 

Test Client01a 带宽为上行 7Kb 下

行 3.5Kb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IE 7 AMD Turion64 

1.6G 

1.5G 

Test Client01b 带宽为上行 7Kb 下

行 3.5Kb ， 打 开

GZIP，单层节点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IE 7 AMD Turion64 

1.6G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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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Client01c 带宽为上行 7Kb 下

行 3.5Kb ， 打 开

GZIP，单层节点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IE 7 AMD Turion64 

1.6G 

1.5G 

注 1：（约 50 个用户分享） 

注 2：总计 3.82G，约 50 个用户分享，相当平均 76.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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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刷新平均用时

提交平均用时

 

（图：低配置测试汇总图） 

 

刷新时间与提交时间指标：在各种低配置环境下，包括低处理器，低内存，低带宽环境

等情况，基于 DORADO 的界面的平均提交时间在 400ms 到 100ms 之间，性能良好。页面

刷新时间在 8000ms 到 600ms 之间，相比较而言，受内存影响不大，受处理器影响较大，

由于网络带宽直接影响数据传输时间，因而也受带宽影响。 

稳定性指标：在各种低配置环境下，包括低处理器，低内存，低带宽环境等情况，基于

DORADO 的界面长时间运行稳定，没有不明错误。 

优化措施：测试中表明，打开 GZIP，从而降低网络传输量，会显著提高刷新效率，同

时也需要考虑打开 GZIP 对服务器端产生的压力。以树为例，减少最初展开的层数，从而减

少所需展现的数据量，也可以提高刷新效率。 

 

4.3. 性能优化措施 

DORADO 性能优化措施包括： 

 大数据量加载优化。如支持 10 列*2000 行的一次性加载，页面数据量超过 300K，保

持操作灵活流畅。 

 复杂界面按需初始化优化。对于包含 TabSet、SubWindow、GroupBox 等控件的界面，

DORADO 可以在这些容器真正被激活的时候才执行内部控件的初始化操作。这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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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界面的初次载入速度就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复杂界面顺序化预热优化。DORADO 特别为利用 HTML 中的 IFrame 元素实现的下拉

框提供了一个 warmUpDelay 属性，进行自动预热的延时时间的设定。极大缩短了复杂

下拉框的反应时间。 

 懒装载数据加载方式。辅助 AJAX 机制下的数据更新不刷新技术，将大数据量数据分批

下载，而用户没有操作延时或操作中断的感觉。 

 大数据量复杂操作。如页面中承载的数据量大，并且有较大的数据量在页面的展现元素

中移动，如复制、删除等。DORADO 的 BRICH-MVC 架构实现了数据模型与表现形式

的松耦合和任意绑定，能够轻松应对这种请求。 

 利用 GZIP 压缩。将数据压缩之后再经由网络进行传输，而后利用浏览器原生的 GZIP

支持对数据进行解压缩，压缩比例基本可以保持在 80%，节省 75%的网络开销。 

 利用客户端缓存。CSS 样式表、JavaScript 库文件、图像文件等支持客户端缓存，只

在用户第一次访问这个站点时，才会被从服务端下载到客户端，而在之后的使用过程中，

则直接使用本地的缓存。 

4.3.1. 优化算法 

DORADO 的浏览器端 MVC 架构和针对大数据量的承载与操作的优化算法，使其处理

数据较一般模式速度更快。 

可以参见在 DORADO SampleCenter（示例中心）中提供的一组用于性能测试的示例，

这些示例包括大数据量页面（包括一个 10 列*2000 行的表格，超过 300K 的 HTML 内容）、

大数据量复制（对 10 列*1000 行的表格进行数据复制与删除）等，通过运行这些示例，可

以观察到 DORADO 页面在大数据量下的良好的性能表现。 

4.3.2. 按需初始化优化 

按需初始化是指 DORADO 可以有选择构建页面中可视化控件的可见区域，当用户进行

某些操作时，需要显示某个控件了，DORADO 引擎才会去处理它。 

DORADO 页面的初始化过程大致包括下面的一些环节（从主页面下载完毕后开始）： 

 浏览器解析 HTML 和 XML。 

 DORADO 客户端引擎构建页面中所有的 Dataset（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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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页面中所有的非可视化控件（包括下拉框、命令对象、菜单）。 

 构建页面中可视化控件的可见区域。 

 刷新已构建好的数据敏感控件（数据敏感控件都是可视化控件），以便正确显示出

Dataset 中的数据。 

DORADO 并不是在初始化阶段就把所有的可视化控件都构建起来。对于部分在页面最

初打开时肯定不会显示出来的控件，DORADO 是不会去处理的。只要当用户进行某些操作

时，需要显示某个控件了，DORADO 引擎才会去处理它。 

以下面的 TabSet（多页标签）控件为例： 

 

在页面的过程中，DORADO 引擎只会初始化“员工信息维护”中的可视化控件，而跳过

其它两个标签页中的控件。当用户点击“部门信息维护”时，DORADO 引擎会标签页切换之

前初始化好“部门信息维护”中所有的可视化对象。尚未被初始化过的 DORADO 控件，处于

不可用的状态。如果此时通过 JavaScript 代码调用“分公司信息维护”中某个编辑框的方法，

很有可能会得到错误提示。 

DORADO 中除了 TabSet（多页标签）有此特性之外，GroupBox、SubWindow、

OutlookBar 也都具有这样的特性。 

 

（图：GroupBox） 

 

（图：SubWindow 子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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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OutlookBar 分组区域） 

第四个步骤会直接影响到第五个步骤的耗时，因为第五个步骤只会刷新那些已经在第四

个步骤中被初始化好的那部分控件。而刷新控件操作是所有这些操作中最耗时的部分。因此

这部分工作量的降低可以直接带来初始化速度提升的好处。 

DORADO 的这种处理机制，从总体上并不会减少初始化所有控件的总耗时，但是它可

以把这些时间分散到用户的操作过程当中，这对于提升页面的操作体验非常有效。有时，为

了减少在初始化阶段要处理的控件数量，我们可以考虑刻意将那些不是第一眼就必须看到的

控件隐藏起来。例如：把他们放在一个收缩起来的 GroupBox 当中。 

由此可见，DORADO 的页面在一定程度可以承受多个标签页的复杂页面，将较大数量

的控件分布到多页标签的各个标签页中，并不会导致 DORADO 初始化过程的耗时急剧增

加。不过，随着控件数量的增加网络传输和浏览器解释过程的负荷将呈线性上升的趋势。 

要观察一个 DORADO 页面的初始化耗时，可以在页面中按下 CTRL+SHIFT+ALT+F12

调出一个调试窗口，切换到其中的“Log”一栏就可以看到下图中的信息： 

 

注意，图中所说的 DORADO 初始化耗时是不包括步骤一（浏览器解析 HTML 和 XM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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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见在 DORADO SampleCenter（示例中心）中提供的一组用于性能测试的示例，

这些示例包括复杂页面（超过 300 个控件）等，通过运行这些示例，可以观察到 DORADO

页面在大数据量下的良好的性能表现。 

4.3.3. 复杂界面顺序化预热优化 

DORADO 中目前有 5 种标准的下拉框类型：ListDropDown、DateDropDown、

DatasetDropDown、DynamicDropDown、CustomDropDown。 

其中 DynamicDropDown 和 CustomDropDown 这两种是利用 HTML 中的 IFrame 元素

实现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本质是一个独立的页面，DORADO 将它显示在下拉框的 IFrame

中，并且赋予了它向主页面返回信息的功能。使用这两种下拉框可以有效的减小主页面的尺

寸和负载，因为下拉框中的数据并不会随着主页面的打开而被一并下载。在一个页面中大量

使用 DynamicDropDown 和 CustomDropDown 并不会明显的增加主页面加载过程的负担。

不过，这样的机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DynamicDropDown 和 CustomDropDown 第一次打

开的速度会明显慢于其它三种下拉框，因为打开下拉框的过程相当于请求一个独立的 JSP

页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DORADO 中特别为 DynamicDropDown 和 CustomDropDown 提

供了一个 warmUpDelay 属性。warmUpDelay 是一个数字型的属性，表示自动预热的延时

时间。预热的内部操作过程就是利用一个隐含的 IFrame，预先访问一下下拉框中的页面并

将该 IFrame 缓存起来，以起到加快相应的下拉框第一次使用时速度的目的。不设置此属性

或设置为 0，表示不启用此功能。warmUpDelay 单位是 0.1 秒。例如：20 表示 2 秒，设置

了此属性就可以在页面打开之后 2 秒钟左右在浏览器的状态栏中看到类似下图的字样闪现，

这代表某下拉框正在预热。 

 

使用 warmUpDelay 属性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warmUpDelay 属性不能用在不支持缓

存的下拉框上，即不能用在 cachable属性为 false 的下拉框上。如果在 cachable属性为 false

的下拉框上设置了 warmUpDelay 属性，那么该属性是不会生效的。 

在对一个页面上的多个下拉框设置 warmUpDelay 属性时，应注意尽量使用不同的

warmUpDelay 数值，以避免在同一时刻发起大量请求造成服务器的负担过重，最好能够将

时间错开，例如每隔 0.5 秒激活一个到两个下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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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应该注意一点，不要不假思索的把页面中所有的 DynamicDropDown 和

CustomDropDown 类型的下拉框设为自动预热。最好只把页面上那些常被用到的下拉框设

为自动预热，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资源浪费。 

 

4.3.4. 懒装载数据加载方式 

DORADO 中的 TabSet、GroupBox、SubWindow、OutlookBar 这几个控件是带有“懒

装载”功能的。此处的“懒装载”是指这些控件都可以在页面展开的过程中，暂时忽略那些用户

当前看不到的控件。直到用户进行了某些操作而需要显示它们时，才逐步的把它们创建出来。

使用这种技巧，常常可以使页面的开发速度获得几倍的提高。 

4.3.5. 利用 GZIP 压缩 

除了缓存之外，GZIP 是否开启对于网络传输的效率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GZIP 是

指将数据压缩之后再经由网络进行传输，而后利用浏览器原生的 GZIP 支持对数据进行解压

缩的技术。目前的主流浏览器已全部支持了 GZIP 算法。 

对于 HTML 这种类型的信息，GZIP 的压缩算法非常有效，它的压缩比例基本可以保持

在 80%左右，即 100K 的 HTML 信息经过 GZIP 压缩后可以缩小到 25K，这意味着 GZIP 可

以节省 75%的网络开销。GZIP 算法目前还不支持上传数据的压缩，但毕竟 B/S 应用所占用

的大部分网络带宽都来自于数据的下载。因此，综合数据的上传和下载，再进一步的考虑系

统底层的网络开销，启用 GZIP 应当可以为整个应用节约 50%-65%的网络带宽。（目前的

DORADO 默认已启用了 GZIP 压缩）。对于那些网络环境不是特别好的应用，GZIP 带来的

性能提升将是非常显著的。 

另外，不必担心 GZIP 的压缩和解压缩带来的运算量。因为对于目前计算机的配置而言，

对几十 KB 的数据进行压缩和解压缩，不构成负荷压力。 

使用 Fiddler 工具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到 GZIP 所带来的传输量变化。Fiddler 可以模拟发

送支持或不支持 GZIP 算法的请求，来测试两种情况下得到的响应。 

实测 http://www.bstek.com/DORADO5/new-feature/new-table.jsp 页面。 

当 GZIP 关闭时，响应的数据量为 19,668 bytes 

当 GZIP 打开时，响应的数据量为 5,080 bytes 

http://www.bstek.com/DORADO5/new-feature/new-tabl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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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率为 74.2% 

经过对大量 DORADO 页面的测试，我们基本可以认为 GZIP 的压缩率可以稳定在

70%-85%之间。其中对于 HTML+JavaScript 较多的页面，压缩比率一般较高，可达到

80%-90%。对于 XML 数据较多的页面，压缩的比率稍微低一些，在 60-75%之间。这是因

为 DORADO 的页面中对于 XML 数据的输出，本身就已经采用了一种比较紧凑的格式。 

4.3.6. 利用客户端缓存 

客户端缓存是否已建立对于此处的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对于一个 DORADO

的网页而言，除了能够在主页面中看到的 HTML 之外，还依赖于一些外部的资源文件，例

如：CSS 样式表、JavaScript 库文件、图像文件等。这些外部文件的容量有可能大大超过

主页面本身。不过幸好，这些资源文件都是支持客户端缓存的。它们只在用户第一次访问这

个站点时，才会真正的被从服务端下载到客户端。在之后的使用过程中，如果这些资源文件

被使用到，浏览器会在发起请求时在头信息中包含该资源的客户端缓存的描述（包括是否存

在这样一个缓存和该缓存的文件时间戳）。服务器在接收到这个请求后会将客户端缓存的时

间戳与服务端的相应资源进行比对，如果发现客户端的缓存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那么服务

器只会向客户端返回一个状态码（StatusCode=304），告诉客户端可以直接使用本地的缓存。 

需要提醒的是该缓存是与具体的页面无关，即如果有两个页面同时引入了同一个资源文

件时，他们在客户端是共用同一套缓存的。而且缓存是否失效只跟资源文件的时间戳有关，

网络重新连接和应用服务器的重启都不会引起客户端的缓存失效。因此，对于 DORADO 的

应用而言，只有当用户第一次访问这个应用中的任何一个 DORADO 页面时才会引起 CSS

样式表、JavaScript 库文件等资源的下载。 

以 DORADO 为例，一个普通的 DORADO 页面中包含下列一些资源（由 DORADO5.0 

070108.1209 分析后得出）： 

URI 大小 GZIP 压缩  说明 

skin.css 17.00K 2.50K DORADO 皮肤的 CSS 文件 

preferences.js 1.50K 0.35K DORADO 皮肤的配置文件 

const.js 3.10K 1.10K DORADO 自身使用的国际化资源 

utils.js 15.50K 4.40K DORADO 的核心 JS 库文件 

base.js 59.80K 14.80K DORADO 的核心 JS 库文件 

control.js 315.00K 72.60K DORADO 的核心 JS 库文件 

总计 411.90K 95.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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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DORADO 的皮肤中还包含一些图片资源，这都是一些非常小的图片，用以

显示界面上的圆角和背景。以 DORADO 的默认皮肤为例：其中共包含有 62 个图片文件，

共计只有 22K。 

DORADO 没有对图片资源启用 GZIP 算法，因为像 GIF、JPG 等文件本身已经采用了

高强度的压缩格式，对这些资源启用 GZIP 事实上不能起到什么压缩效果，有时反而会让文

件变得更大。不过，在页面的打开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图片资源都会被下载下来，大部分图

片只有在真正的用到时才会下载，有些甚至是极少被用到的。例如表格的列标题中的背景，

只有当用户单击将鼠标移动到列标题上时，其深色调的背景图片才有可能被下载。对于普通

的界面，假设上面有按钮，表格，多页标签等元素，在页面打开时只有 16 个图片会被使用

到，共计约 8K。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当用户第一次访问 DORADO 的应用时，客户端除了需要下载主页

面本身之外，还需要下载额外的 95.75K 的 CSS 文件和 JS 库文件，以及 8K 的图片文件。

即需要额外下载不到 104K（95.75K + 8K）的文件，考虑到这些文件相对比较零散，浏览

器需要发出较多次的请求，这会付出一些额外的通信成本。但最终总的消耗不会超过 150K。 

同时，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资源都是支持客户端缓存的，包括 CSS、JS 库、图片等。这意

味着刚才提及的 150K 额外消耗只会在客户机第一次访问应用时才会发生。由此可见，这些

资源不会对应用在网络传输环节的性能表现产生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应用 MIS 类应用而

言，用户群是相对固定的，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在系统日常的运行过程中绝大多数用户的系统

上都已经建立好了客户端缓存。以此，评估这些可缓存资源的网络流量对与分析系统的整体

性能而言意义不大。 

对于一套系统而言，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真正的带宽消耗来自于那些动态内容。这包括

JSP 或 Servlet 产生的输出内容以及数据的提交。因此对于 DORADO 应用而言，带宽消耗

来自与 JSP 产生的输出内容、动态数据下载/查询、数据提交操作。而这三个部分中除了数

据提交是上传操作，无法使用 GZIP 之外，JSP 和动态数据下载都启用了 GZIP 算法。因此

绝大部分单个操作的数通信量都在 15K-50K 之间，极端情况下可能达到 1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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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扩展 
 

 DORADO 展现中间件分层清晰，表现层组件、数据集合、事件监听、权限管理、数据

验证、外观控制、国际化以及开发工具均可以实现扩展，并提供详细文档说明。 

 

5.1. 自定义表现层组件 

5.1.1. 扩展现有可见组件 

DORADO 中的组件分为在页面中可见和不可见两种，对于可见的组件除了定义组件本

身外还要定义其 Outputter，也就是该组件如何在页面中输出。如果是扩展自 DORADO 现

有组件，Outputter 可以延用原来的。 

以扩展 AutoForm 为例： 

第一步，定义一个扩展自 com.bstek.dorado.view.control.autoform.AutoForm 的类名为

TestAutoForm，这里选择覆盖父类的 generateDefaultElements 方法，可以根据需要覆盖其

它方法，代码如下： 

public class TestAutoForm extends AutoForm { 

 

 public TestAutoForm (ViewModel arg0, String arg1) { 

  super(arg0, arg1); 

 } 

 

 public void generateDefaultElements() { 

  //具体的扩展代码  

} 

} 

第二步，组件类定义好了之后，把该组件加到 DORADO Studio IDE 里来。打开

DORADO Studio IDE，打开 sutdio/configs/user-view-rules.xml 文件（如果没有，请在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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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下创建一个），添加相应代码（代码略）。重启 IDE，打开任意一个 ViewModel，在左边的

工具条上多了一个 AutoFom 的图标。 

第三步，为了使新增的这个 AutoForm 可以在 DORADO 工程里使用，必须在工程中添

加相应配置信息。在工程的 home/controls.xml 文件与 home/outputters.xml 文件中添加相

应代码（代码略）。 

最后一步，JSP 使用 TestAutoForm，标签需要采用如下方式进行定义： 

<d:Controls id=”testAutoFormId” type=”TestAutoForm”/> 

5.1.2. 扩展现有不可见组件 

扩展现有不可见组件，比如 Command 等，不需要为其加 Outputter 了，配置

home/outputters.xml 文件该步省略。 

5.1.3. 自定义全新组件 

自定义全新组件与扩展现有组件类似，唯一不同之处是需要为自定义组件再添加一个

Outputter 类，以解决其在页面上的输出问题。 

第一步，扩展 com.bstek.dorado.view.control.PlaceableControl 类。 

public abstract class MyControl extends PlaceableControl implements 

java.io.Serializable{ 

 private String title;  

 public AbstractChart(ViewModel arg0, String arg1) { 

  super(arg0, arg1); 

 } 

 public void setTitle(String title) { 

  this.title = title; 

 } 

 public String getTitleColor() { 

  return titleColor; 

 } 

} 

第 二 步 ， 编 写 一 个 Outputter ， 使 其 可 以 在 页 面 中 输 出 ， 该 类 扩 展 自

com.bstek.dorado.view.smartweb.v2.output.AbstractPlaceableControlOutputter。 

public class TestOutputter extends AbstractPlaceableControlOutputter { 

 public void doOutputStartSection(Writer out, Object object, 

   ServletRequest request) throws Ex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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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object instanceof MyControl) { 

             MyControl control=( MyControl)object; 

             //具体的业务代码…… 

  } 

 }} 

之后与扩展现有组件相同，在 IDE 与工程中配置好该组件，即可使用。 

 

5.2. 自定义数据集合 

第一步，定义 Dataset。从 com.bstek.dorado.view.data.CustomDataset 继承，并给新

的类添加一到多个 Bean 属性，例如： 

package sample;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ang.StringUtils; 
import com.bstek.dorado.utils.variant.DataType; 
import com.bstek.dorado.view.ViewModel; 
import com.bstek.dorado.view.data.CustomDataset; 
import com.bstek.dorado.view.data.ViewField; 
 
public class MyDataset extends CustomDataset { 
 

private String xmlPath; 
public String getXmlPath() { 

return xmlPath; 
} 
public void setXmlPath(String xmlPath) { 

this.xmlPath = xmlPath; 
} 
public MyDataset(ViewModel viewModel, String id) { 

super(viewModel, id); 
} 
protected void doLoad(boolean createFields, boolean loadData) 

throws Exception { 
if (createFields) { 

if (StringUtils.isNotEmpty(xmlPath)) { 

// 创建Field 

ViewField field; 
field = (ViewField) addField("field1"); 
field = (ViewField) addField("field2"); 
field.setDataType(DataType.INT); 
field = (ViewField); 
addField("field3");field.setDataType(DataType.BOOLEAN); 
field = (ViewField) addField("field4"); 
field.setDataType(DataType.DATE); 

} 
} 
super.doLoad(createFields, loadData); 

} 
} 

第二步，部署。将此 Dataset 打成 jar 包，并将 jar 包复制到 studio/lib 中，jar 包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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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的 class。 

第三步，配置 IDE。编辑 studio/configs/user-view-rules.xml，具体代码略。 

第四步，配置项目。在 home 新增 view-datasets.xml，具体代码略。 

 

5.3. 更多自定义扩展 

DORADO 的事件监听、权限管理、数据验证、外观控制、国际化以及开发工具均可以

实现自定义扩展，具体参见相关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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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整合 
 

 DORADO 展现中间件封装适度，接口开放，可以广泛地与第三方业务逻辑框架、表现

层框架以松耦合方式整合。提供对数据库存储过程与 Spring 框架的默认支持。 

 

6.1. 整合 Spring 

Spring 是一个轻量级的控制反转(IoC)和面向切面(AOP)的主流开源容器框架。 

DORADO 默认提供 MarmotDataset 与 spring 框架无逢集成。使用 MarmotDataset 时

通常与 MarmotUpdateCommand 以及 MarmotRPCCommand 对象配合使用。 

在 DORADO 应用基础框架（简称 D6）中，实现了基于 Spring 的更全面的面向项目工

程的开发平台。 

6.2. 整合 Hiberante 

Hibernate 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对象关系映射（O.R.Mapping）框架。 

DORADO 通过 CustomDataset 整合 Hibernate。在 DORADO 应用基础框架（简称 D6）

中，提供了整合 Hibernate 更细致的示范代码。 

对于普通的业务数据操作，BO（加载、提交数据的类）类可以扩展自 D6 平台当中的

BaseBO 类，这样在具体方法当中可以通过 BaseBO 得到针对 Hibernate 操作的

HibernateTemplate 对象，或者是针对 Jdbc 的 JdbcTemplate 对象。如果加载数据时需要分

页，那么在 BaseBO 当中，有现成的针对 Hibernate 或 Jdbc 的分页方法，只需要提供极少

的参数就可以快速实现分页加载数据。利用 Spring 当中的声明式事务，在 BO 当中，只需

要将方法名以 save、update、delete、execute 或 process 之类开头，那么在系统调用时会

自动为这些方法添加事务。同时通过 BaseBO 还可以得到文件上传服务类、消息发送服务

类、系统属性服务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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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is 等数据持久层框架也可以用类似的模式与 DORADO 整合。 

6.3. 整合 BPM 

业务流程引擎（BPM）是将业务流程从业务系统中抽象成为概念模型，以业务的观点

加以管理、监控、调整的理念，形成一个不断循环的管理机制：藉由业务流程的自动化、电

子化，搭配流程监控、分析、改善等机制，充分整合人员、流程与系统，掌握企业核心业务

流程的动态，持续改进业务流程，增强企业本身的竞争力。 

DORADO 通过 CustomDataset 整合 BPM。在 DORADO 应用基础框架（简称 D6）中，

提供了整合 jBPM 与 BSTEK 流程中间件（简称 DORADO BPM）的完整实现。 

BO 可以扩展自 WorkflowBO，通过扩展 WorkflowBO，除了可以得到扩展 BaseBO 时

得到的服务类之外，还可以得到 D6 平台当中提供的 WorkflowService ，通过

WorkflowService 可以快速实现对平台流程引擎的相关操作。 

jBPM 是一个源代码开放的工作流系统。 

BSTEK 流程中间件（DORADO BPM）是支撑复杂业务流程的企业级高性能运行平台

与开发平台，由流程引擎（Process Engine）、集成开发工具（BPM Studio）、在线流程设

计器（Web Designer）、在线表单设计器（eForm）、业务应用开发框架（BAF）、图形化监

控平台（BAM）、命令行控制台（Command Console）等组成。 

6.4. 整合 BRM 

业务规则引擎（BRM）替换以程序代码（或其它抽象代码）“固化”在应用系统中的业务

逻辑，被提取的业务逻辑就是业务规则，业务规则存储在规则库中，开发人员和业务人员可

以使用规则开发工具来创建、修改、查询、部署和管理业务规则。 

DORADO 通过 CustomDataset 整合 BRM。在 DORADO 应用基础框架（简称 D6）中，

提供了整合 Drools、iLog BRMS 与 BSTEK 规则中间件（简称 DORADO BRM）的实现范

例。 

BSTEK 规则中间件（DORADO BRM）是支撑复杂业务规则的企业级高性能运行平台

与开发平台，由规则引擎（BRM Engine）（包括 API、规则定义管理器（Rule Definition 

Container）、规则计算器（Rule Execution Center）、规则结果分析器（Execution result 

Analyzer）等）、集成开发工具（BRM Studio）、在线规则设计器（Rules Web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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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管理 Web 平台（Rules Management Web Platform）等组成。 

6.5. 整合 BIM 

业务影像引擎（BIM）将纸质材料转化为电子化影像，进行采集、加工、传输、存储、

查询、展现等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充分利用纸质与电子文档这些企业宝贵的信息资产。 

DORADO 通过 CustomDataset 整合 BIM。在 DORADO 应用基础框架（简称 D6）中，

提供了整合 BSTEK 影像中间件（简称 DORADO BIM）的完整实现。 

BSTEK 影像中间件（DORADO BIM）是支撑复杂业务影像处理的企业级高性能运行平

台与开发平台，由影像管理应用系统、采集组件、展示组件、条码识别库、文档图像处理库、

基本图像处理库、图像输入输出库、传输模块、存储模块等组成。 

6.6. 整合 Struts 

Struts 是一个 Model-View-Controller（MVC）设计模式的主流开源应用框架。DORADO

可以与 Struts 整合。在 OPOB 交互模式中，由于已无必要进行大量的页面跳转，Controller

层也随之简化，Struts 可以由 DORADO 提供的 Mapping 替代，简化架构。 

WebWork 等控制层框架也可以用类似的模式与 DORADO 整合。 

6.7. 更多整合 

关于单点登录、个性化工作台等门户集成、统一目录、菜单管理、组织管理、权限管理、

日志管理、异常管理、任务调度、报表集成等，在 DORADO 应用基础框架（简称 D6）中，

提供了完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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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品文档 
 

在技术储备分级的基础上，提出 DORADO 展现中间件学习方法论与学习树，编撰手册

类、教程类、认证类、场景类等技术资料，并打包为《DORADO 展现中间件学习 DVD》进

行免费派送。结合基于互联网的技术社区，保障开发者在没有任何原厂商现场技术服务（如

产品培训）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学以及社区互动掌握并不断深化 DORADO 技术。 

 

7.1. 学习树 

 

（图：学习树与相应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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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文档组织方法论 

学语文离不开查字典，但很少是直接从字典入手的，更多的是一个从唱儿歌到研究名著

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基于这种思路，DORADO 技术资料分为手册类、教程类、认证类、场

景类，组织形式有视频讲解、文档、工程示例等。 

 手册类是指 DORADO 最基本与最经典的技术资料，比如 API、Reference 等，如

同新华字典。手册类技术资料可以通读一遍，在开发过程中是用来查的。 

 教程类资料是用来一步步学习的。 

 认证类资料可以用来自测，检验掌握程度。 

 场景类资料是 DORADO 技术高手在实践过程中总结的心得，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

内容会不断被抽取出来，收录进手册类与教程类资料之中。 

 

7.3. 技术储备分级 

技术储备 描述 简单定义 

5 级 

资深工程师 

对软件产品的原理、功能和性能具有深入的了解，对产品

的各种细节了如指掌，能够对大多数产品技术人员提供技

术支持，具备相关的软件架构整合与设计能力，具备相关

的技术文档的主笔编写能力，通常在取得认证后有连续多

年的实施经验。 

能够扩展软件产品；能够进行整

体架构设计。 

4 级 

高级工程师 

对软件产品具备较深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可以独立进行项

目设计、开发和实施。有较强的实施经验，能够灵活运用

和编写高效的系统。可以指导他人进行工作，具备相关技

术文档的辅助编写能力，通常具有产品认证。 

能够有效指导大多数程序员正

确使用 DORADO，解决问题快

速准确；能够进行项目架构设

计。在项目中通常是技术负责

人。 

3 级 

工程师 

对软件产品会灵活地运用相关知识，借助一定的指导 (比

如安装手册、维护指南、编程参考) 可以独立完成实施，

通常可以熟练地对产品进行日常维护。能够熟练地翻阅和

查找文档。 

能够进行项目开发，通过查阅工

具书较为快速准确地解决问题，

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人。在项

目中通常是主要开发力量。 

2 级 

初级工程师 

对软件产品具备相关知识，可以进行一定的操作，但只具

备非常有限的实施经验。能够在他人指导下进行基于软件

产品的维护或开发工作，通常对技术文档不够熟悉。 

能够在他人指导下进行项目开

发。在项目中通常是子模块的开

发力量。 

1 级 

零散的 

对软件产品有零散的知识，可以对基于的软件工程项目做

有限的配置式的改动，没有完整开发的概念、知识与技术。 

能够做售前演示，不能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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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级 

空白的 

无软件产品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无实施经验，不会基于做

任何开发工作。 

 

（表：DORADO 技术储备分级表） 

 

7.4. 必读技术资料 

序号 文档名 简评 

手册类 

No.1.1 DORADO 用户指南 即 Reference 

No.1.2 DORADO 组件详解 查组件 table 有哪些属性等 

No.1.3 DORADO API 包括 Server 端 API 与 Client 端 API 

No.1.4 DORADO 性能指南 性能调优必读 

教程类 

No.2.1 DORADO 深入浅出 入门教程，图文并茂 

No.2.2 DORADO 快速入门 经典入门教程 

No.2.3 DORADO 技术要点视频讲解 经典视频教程，配有字幕 

No.2.4 使用 Java 来动态构建数据集与组件 讲原理 

No.2.5 DORADO 原理、特性与高级用法 讲原理 

No.2.6 自定义 Dataset 与 Widget Lib 扩展 DORADO 

场景类 

No.3.1 DORADO 示例中心开发步骤详细说明 Step & Step 实战，厚积成高手 

认证类 

No.4.1 DORAOD 高级认证 认证题目与答案 

 

7.5. 学习顺序建议 

初学者先通过《DORADO 产品概览》的视频对 DORADO 有个直观的初步印象，接下

来看《DORADO 深入浅出》，之后再看《DORADO 快速入门》，可以在他人指导下参与项

目开发。 

通过视频长度 10 小时左右的《DORADO 技术要点视频讲解》，加上数十个例子 Step & 

Step 实际动手做的《DORADO 示例中心开发步骤详细说明》，可以独立进行项目开发。这

时已经可以通读《DORADO 用户指南》，并尽可能熟悉《DORADO API》、《DORADO 组件

详解》。 

《DORADO 性能指南》是达到高级水平的必读资料，《使用 Java 来动态构建数据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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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DORADO 原理、特性与高级用法》、《自定义 Dataset 与 Widget Lib》等是从中级

到高级的晋阶读物。达到高级水平就可以指导大多数程序员进行 DORADO 开发了。 

众多实践显示，Java 开发经验丰富的程序员（如 2~3 年项目经验），用一周时间读

《DORADO 深入浅出》与《DORADO 用户指南》也可以胜任项目开发工作。这里仍然强

烈建议在空闲的时候，通读上文所建议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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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服务 
 

DORADO 展现中间件的服务包括官方网站的试用版产品与技术资料下载，5*8 与 7*24

的电话支持服务、电子邮件服务、即时通讯服务、产品培训、现场疑难解答、按人月的项目

现场开发服务、新功能定制研发服务、源代码讲解研发服务等。 

 

8.1. BSTEK 服务体系 

BSTEK 充分发挥上海总部、各技术支持（研发）中心等分支机构方面的优势，为客户

提供最佳的售后服务，以保证系统稳定、高效地运行。 

BSTEK 目前已形成了总部、技术支持中心二级服务网络，研发、工程实施和客户服务

中心三条业务主线，在对同一用户的服务结构上建立了以现场常驻人员、技术支持中心和上

海总部服务支持三层的定向服务人力结构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最终用户。 

公司按研发、工程技术实施和售后服务支持三条业务主线组织整个技术支持体系。研发

部门负责锐道新产品的开发、新需求升级等工作，以及重大项目的现场技术支持；技术支持

中心负责用户的远程维护需求、必要的现场维护支持、现场巡检等工作；工程技术支持负责

对用户系统的安装、调试、跟踪运行和升级服务等技术支持工作；售后服务支持提供 5*8

与 7*24 的电话支持服务、电子邮件服务、即时通讯服务、官方网站技术支持等技术支持工

作。 

 技术咨询。BSTEK 热忱回答用户在使用公司产品和系统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要

求，接受用户关于产品应用方面的咨询。 

 升级改造。由于用户办公场地搬迁、业务模式变更、服务器类设备升级扩容而导致的系

统改造变更；软件产品原因而引起的必要的升级；必要的基础软件产品版本升级。 

 产品培训。由于用户系统运维人员岗位变动等原因，根据用户要求，BSTEK 安排技术

人员到用户所在城市进行有针对性的定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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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巡检。锐道每年组织现场巡检，确保用户系统的正常运行。 

 客户回访。为确保服务质量，BSTEK 将安排管理高层每年将现场回访用户，聆听用户

对公司各方面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图：BSTEK 服务体系） 

8.2. 远程支持 

远程支持包括官方网站的试用版产品与技术资料下载，5*8 与 7*24 的电话支持服务，

电子邮件服务、即时通讯服务，BSTEK 知识库等。 

8.3. 产品培训 

产品培训包括产品标准培训与产品高级培训等，也可以按用户要求定制产品培训课程。 

按大纲、按计划安排教学进度，安排具备教学经验专业教师授课，确保培训效果。按培

训和考试的要求，配套教学设施，配备整套演示软件和教学软件，确保培训工作顺利进行。

按培训大纲要求授课、辅导和上机操作练习。负责安排学员参加培训完毕后的统一考试及检

测，进行考试管理，包括考场监督、档案管理等。负责向客户提供有关培训者的考勤、考试

成绩、课堂纪律等情况的书面记录。配备一名专职负责人，负责培训班相关事宜的联系工作。

培训结束之后，向客户提供本次培训例子的完整代码、课程简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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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现场疑难解答 

现场疑难解答服务主要协助客户解决技术难度较高的问题，如系统测试与诊断、安装发

布与部署、性能调优、较高难度的功能点开发、与第三方产品整合适配等。 

8.5. 现场开发服务 

现场开发服务指 BSTEK 提供开发工程师，编入客户的开发团队，负责产品使用答疑与

一部分开发工作量，在项目实战中完成技能转移。 

8.6. 研发服务 

研发服务包括新功能定制研发服务、源代码讲解研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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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源代码开放 
 

随着 DORADO 展现中间件使用范围日益广泛，产品源代码也日益开放。目前所有

JavaScript 源代码已去除混淆。BSTEK 将基础软件业务板块的合作划分为五个能级，从第

四个能级起，基础软件产品的源代码向核心客户开放。 

 

9.1. 合作能级 

BSTEK 根据与众多客户的合作经验，将合作划分为五个能级，从第四个能级起，基础

软件产品的源代码向核心客户开放。 

第一级：基础软件产品 + 学习 DVD 等技术资料 

第二级：基础软件产品 + 按人天的产品培训等现场技术服务 

第三级：基础软件产品 + 按人月的面向项目的现场开发服务 

第四级：基础软件产品 + 按人年的面向客户的现场综合技术服务 

第五级：基础软件产品 + 合作研发行业专属开发平台 

 

 

（图：BSTEK 基础软件板块合作能级） 



DORADO 展现中间件产品白皮书 

v3.0 第 97 页 共 125 页  

 

9.2. 第一能级：学习 DVD 等技术资料 

第一能级（基础软件产品 + 学习 DVD 等技术资料）是基础模式。BSTEK 向客户提供

标准化基础软件产品与一整套技术资料，没有任何现场技术服务，产品的消化吸引以及项目

的开发实施都由客户自身编制的开发团队或其他软件开发商来进行。 

在注重产品质量的同时，BSTEK 投入大量精力建设技术资料文档体系。将 DORADO

技术储备分为 5 级，列出达到相应等级所需要学习的资料。遵循学习方法论将技术资料分

为教程类、手册类、场景类、认证类等，组织形式有视频讲解、文档、工程示例等。在文档

保障的基础上，以官方网站资料下载、BBS 技术社区、即时消息、电话等进行远程技术支

持。 

在文档体系建设与远程技术支持体系建设的保障下，客户可以用好 DORADO，BSTEK

的一些客户一直都是通过自己学习并跟进 DORADO 技术发展的。同时，这种模式，客户比

较辛苦，技术储备需要相对较长时间来建立，对一些工期紧任务重的项目来说，时间是个挑

战；厂商的服务输出有限，不适应于核心系统大项目所要求的服务保障。因此，此模式是所

有模式的基础，根据具体需求，客户可以选择更高能级的多种合作模式。 

9.3. 第二能级：按人天现场技术服务 

第二能级（基础软件产品 + 按人天提供的产品培训等现场技术服务）是在第一级的基

础之上，BSTEK 向客户提供产品培训、现场疑难解答等数天的现场技术服务。 

产品培训等可以帮助客户快速建立技术储备，有效缩短技术引进时间。培训是短期拔高，

知识内化与技术储备的真正建立还是离不开客户后续的持续学习，客户仍然需要自身有一定

规模的开发编制。 

9.4. 第三能级：按面向项目的现场开发服务 

第三能级（基础软件产品 + 按人月的面向项目的现场开发服务）是在第二级的基础之

上，BSTEK 向客户提供按人月的人力外包服务。 

通常这些人力外包服务都是面向项目开发的，由于 BSTEK 提供的开发人员已经熟练掌

握了开发平台，因此引入新平台的项目可以随时进入开发状态。更具体的形式分为两类，都

是在客户负责项目总体管理之下，一类是 BSTEK 负责开发管理；一类是 BSTEK 只提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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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工程师，不参与开发管理。 

9.5. 第四能级：面向客户的现场综合技术服务 

第四能级（基础软件产品 + 按人年的面向客户的现场综合技术服务）是在第三级的基

础之上，BSTEK 向客户提供按人年的人力外包服务。 

与第三级相比，在第四级中 BSTEK 提供给客户的团队更为稳定，除了基本 IT 技能之

外，还可以持续地学习积累业务知识。行业经验与软件技能相结合，一方面项目开发需求把

握更准确更全面，开发效率更高；一方面为第五级研发合作进行了人员组织上的准备。此外，

第四级提供的是现场综合技术服务，对所有项目维护与简单功能的增补，以及对客户其他人

力外包服务提供商的产品培训等都可以覆盖。 

从第四级开始，BSTEK 向核心客户开放 DORADO 源代码。 

9.6. 第五能级：合作研发行业专属开发平台 

第五能级（基础软件产品 + 合作研发行业专属开发平台）是在第四级的基础之上，

BSTEK 与客户合作研发客户所处行业的专属开发平台。行业专属开发平台是在基础软件平

台之上，面向行业需求的扩展与增强，积累沉淀行业知识、业务管理模式、业务流程与业务

组件，对市场的需求变化快速做出响应。 

IT 需求源于业务需求，各个行业的用户都有自身特殊的业务需求，这些差异化的需求

往往是企业所独有的核心竞争力的基础。软件产品来自于可复用代码的剥离优化与封装，为

了各行业皆能通用，在封装范围上必然有所取舍，因而标准化的基础软件产品适用于各个行

业，用来满足 80%的技术需求。在用好标准产品的基础上，最终用户与基础软件平台提供

商合作研发行业开发平台是满足余下 20%技术需求的可行之路。 

业务需求来自于最终用户，技术实现来自于基础软件平台提供商。没有最终用户的参与，

基础软件平台提供商是闭门造车；没有基础软件平台提供商的参与，最终用户很难进行如此

大规模纯技术投入，因而其设想也难以落地。 

基础软件平台提供商将源代码向核心用户开放是第一步，此举有助于提升用户 IT 资产

安全级别，增强信息化建设效益与效率，形成统一开发平台，对众多开发服务提供商进行标

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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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用场景 
 

DORADO 客户遍及通信、金融、政府、制造、流通、能源等各行业以及多个国家关键

领域，广泛为最终用户的信息中心、行业软件开发商与套装软件产品开发商所采用。 

 

10.1. 大型 Web 应用系统 

DORADO 性能优异、开发高效、模式规范、界面美观、文档丰富、服务到位，这些特

点使得 DORADO 广泛应用于大型 Web 应用系统之中。 

 

太平洋保险集团的财产保险业务位居国内第二，财产险核心业务系统投资数亿人民币，

业务功能涵盖产品管理、客户管理、报价管理、保单管理、理赔管理、再保管理、收付管理、

渠道/佣金管理等，在全国 5700 多个分支机构使用，以数据大集中模式，2 万余名员工通过

浏览器访问系统，年处理量超过 4000 万笔，支撑近数百亿人民币的集团营业收入。2009 年

中国太平洋保险进入《福布斯》全球 2000 强上市公司前 500 强，名列 326 位。获中国企

业信息化 500 强奖项，集团信息化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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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保单录入） 

新保单录入包括基本信息、客户信息、车辆信息、子险信息、车船税、特别约定、

经办人、缴费计划、审核意见与档案管理，10 个 Tab 页为一个 Web 页面，对应 1 个业

务对象，涉及 1000 个以上的数据项的直接录入、下拉框直接选择、弹出查询框查询后

选择、后台规则引擎计算后回填以及其他复杂的前后台交互。 

 

10.2. C/S 架构升级为 B/S 架构 

DORADO 显著提升 Web 应用的展现力、操作性、数据承载量，使得通常以 C/S 架构

实现的复杂业务需求能够以 B/S 架构实现。 

 

宝钢集团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

铁联合企业。宝信软件是宝钢股份控股的上市软件企业，CMM5 与 CMMI5（研发）认证企

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认定的“中国十大软件创新企业”之一。 

钢材贸易 ERP 标准版是由数千个功能项组成的宝钢钢材贸易的核心支撑系统，凝聚宝

信软件行业经验与技术实力，担负全国 5 大区域 4 大专业领域的业务，最大的业务单据处

理超过千笔。 

该系统第一代使用 PB 开发，随着业务模式由分散的单点作业变为区域集中式，C/S 架

构不能满足业务需求。第二代采用传统 JSP 方式开发，用户难以接受操作习惯的改变。第

三代系统将 DORADO 与既有框架结合形成新的快速开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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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钢材贸易的物流管理） 

 

10.3. 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特指需要较一般业务系统操作更为复杂的应用程序。操作复杂度高意味着使用

者需要掌握更多的业务规范、业务知识、作业流程，因而使用人数范围小，数人至数十人。

这类系统的前台用户交互设计与后台业务逻辑设计均较为复杂，DORADO + 高端开发服务

可以帮助客户解决这个技术难题。 

 

中信银行（601998.SH、0998.HK）成立于 1987 年，是国内资本实力最雄厚、快速增

长并具有强大综合竞争力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在英国《金融时报》公布的“2008 年全球市值

500 强企业排行榜中，中信银行首次入榜即排名第 260 位。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

2008 年度“世界 1000 家银行”排行榜中，中信银行一级资本排名位居第 77 位。在英国《银

行家》杂志评出“全球 2008 年金融品牌价值 500 强”排行中，中信银行的品牌价值排在第 99

位，傲然迈入百强行列。 

中信银行已经建立了独立、全面、垂直、专业的风险管理体系，追求滤掉风险的效益，

不断提升量化风险的技术能力，以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Ⅱ》风险管理要求为目标，不断提

升资产管理水平。近几年来，中信银行信贷资产不良率大大低于上市银行的平均水平，资产

质量显著提高。 

中信银行采用 DORADO 开发的非现场审计系统提供功能强大的金融行业审计分析平

台，不仅提供了数据处理、数据校验、数据控制等数据相关工具，以及指标引擎、统计查询

和权限管理工具，而且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审计业务分析工具和预警监测工具，从而不仅降低

非现场审计测试及分析的成本，提高工作的效率，而且满足了非现场审计工作的新要求。 

 

10.4. SAP 扩展 

DORADO 与 SAP 整合，通过 JCO 进行 Web Service 调用，通过 XI 进行数据批量交

互，由 Java 程序员与 ABAP 程序员共同完成业务功能的开发，并将基于 DORADO 开发的

Web 系统集成进 SAP Netweaver Portal 之中，大幅提高 SAP 客户化定制功能模块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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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新奥集团创建于 1989 年，致力于清洁能源生产与应用，上市公司，国内最大的非国有

燃气供应商。锐道 BSTEK 的 DORADO 产品应用于新奥集团人力资源管理门户，基于 SAP

的 HR 进行扩展，为新奥集团 2.4 万员工提供平衡记分卡等精细化绩效考核管理服务。 

 

（图：扩展 SAP 的平衡计分卡）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51 年，上市公司，国家重点生产装载机、挖掘

机等工程机械产品的骨干大型一类企业，国家经贸委 512 家重点联系单位之一。锐道BSTEK

的 DORADO 产品应用于厦工集团经销商管理门户系统，通过扩展 SAP ERP，实现对经销

商业务系统的精细化管理，是 DORADO 扩展 SAP 又一成功案例。 

宗申产业集团始建于 1992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 500 家大企业集团之一，上市公

司。锐道 BSTEK 的 DORADO 产品应用于宗申集团经销商管理系统，打通了从生产到流通

的环节，面向宗申集团全国近两千家各级经销商及代理商进行推广，大幅提高了公司对流通

环节的控制能力，同时公司市场部门、生产部门及决策层通过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市场

情况及市场需求，为企业提供了随需应变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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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合作研发行业专属开发平台 

BSTEK 与客户的合作分为五个合作能级，在高能级阶段，产品源代码免费开放。以

DORADO 产品与客户的既有积累为基础，与客户合作研发共同打造积累沉淀行业知识、业

务管理模式、业务流程与业务组件的行业专属开发平台，国产基础软件深入行业信息化建设。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隶属于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广东省行政区域的国税征收，管理，稽查

等工作。主要职责如下：税收征收管理职能、政策法规职能、所得税管理职能、涉外税收管

理职能、流转税管理职能、进出口税收管理职能、征收服务大厅、税务稽查职能、纳税信誉

评定职能。2009 年广东省 GDP 以 39081 亿元人民币排名全国第一。 

税务征管辅助系统采用了 dorado + spring + hibernate 多层架构，BSTEK 与广东国税

合作攻关，取得 spDataset、View 继承、公用 DropDown、中英文转换、通用打印导出等

创新技术。 

 

（图：基于行业术语约定的开发套路） 

客户评价：针对查询组的需求主要是大数据量报表式查询的特点，我们与锐道公司合作，开

发出一个查询模版，所有查询功都建立在这个模版之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积累，我们觉

得达到了两个方面的效果： 

一是探索升华了自己的技术力量与外部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模式。我们的技术人员负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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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设计、项目进度的掌控以及税收业务的专属开发，外部技术公司则提供当前主流技术

的技术支持，发挥各自优势，缩短开发周期，将项目主导权和技术版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充分锻炼技术开发和运行维护队伍。 

二是这个查询框架模版大大简化了所有人员的开发难度，将以往让一般人听起来复杂无比的

三层架构开发，简化到就是编写数据库后台存储过程的程度。我们的目标是，今后再进行类

似的查询开发任务时，省局能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抽调对数据库的有一定了解的计算机人员，

经过 10 天左右的培训，就达到我们现在的开发水平实现开发任务。可以说，这种思想在易

编码、易维护、执行效率和快速发布方面对比以往有着重大突破，将对省局今后的开发模式

产生有益的影响。 

 

上海期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全资子公司。BSTEK 与上期技术在试点

项目合作成功的基础上，开展初步研发合作。在上期技术 Framework + ToolChain 的开发

平台总体规划中，DORADO成为其默认组成部分。BSTEK为上期技术定制研发的spDataset

等功能模块，输出研发技术，参与上期技术的 UAPP 框架与 DBModel 设计工具的研发。 

 

（图：Framework + ToolChain 示意图） 

 

（图：基于 eclipse-plug-in 技术的 DBModel 设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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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部分客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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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收益 
 

DORADO 显著提升技术先进性、增强 Web 表现力、操作性与数据承载量，提升用户

体验，加强开发规范性并提高开发效率，缩短项目工期，增强项目的可管理度，便于上线后

系统维护，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增加系统亮点。 

 

11.1. 提升技术先进性 

DORADO 技术先进，填补了 B/S 架构表现层的架构空白，属于新一代 Model 3 开发模

式，支持 OPOB 交互模式，是 AJAX 技术的成熟产品实现，迭代式 MVC 架构、数据模型

驱动、构件技术、优异性能、良好的扩展性等带来技术先进性方面的提升。 

11.2. 提高开发效率 

在 Web 应用中，表现层开发工作量通常占 50%以上，同时这些工作量多是重复细致的

工作。DORADO 将 Web 开发由手工作业变为基于平台作业，从这一点讲，提升开发效率

达一个数量级。进一步，BSTEK 的 DORADO 应用基础框架提供面向项目工程的单点登录、

个性化工作台等门户集成、统一目录、菜单管理、组织管理、权限管理、日志管理、异常管

理、任务调度、报表集成以及数据持久层框架、业务对象层框架、流程引擎、规则引擎、影

像引擎等，形成完备的前台松耦合开发平台，从低效的重复劳动中剥离出来，开发精力更集

中于实现业务需求而非技术细节，进一步提高开发效率。 

11.3. 提升用户体验 

DORADO 显著增强 Web 表现力、操作性与数据承载量，通过全编辑表格、节点可以

拖动的树、带模糊查询的下拉框、页面局部刷新机制、OPOB 交互模式等实现类似 C/S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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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界面风格和操作习惯，如鼠标拖拽操作（Drag & Drop）、全键盘操作、页面不刷新等，

大幅提升用户体验。应用系统操作效率随之大幅提升，优雅的界面与良好的操作体验也给使

用者带来愉悦的工作心境。 

11.4. 加强开发规范性 

Web 表现层的开发通常依赖于开发者的既有技术储备与个人风格，对于大项目的团队

开发而言，引入了不统一性。DORADO 带来基于平台的作业模式，提供 IDE 与完备文档体

系，使团队开发模式趋向统一，大幅加强开发规范性。 

11.5. 增强项目可管理度 

在一般技术架构下，由于 Web 表现层开发成本很高，通常是先完成业务逻辑开发，项

目后期再开起页面开发。看到操作页面，最终用户往往会更进一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甚至激发出新的需求，这时再加以实现，需求没有边界，迭代往复，工期延长。实践显示，

从客户使用 DORADO 的第二个项目开始，由于此时 Web 表现层开发成本已变得很低，会

采用先出界面，后开发业务逻辑的方式。在项目初期最终用户就可以确认业务需求，从而确

保工期，增强项目可管理度。 

11.6. 便于上线后系统维护 

由于手工开发 Web 表现层的开发通常依赖于开发者的既有技术储备与个人风格，在上

线后进行维护变得十分困难。DORADO 在表现层引入迭代式 MVC 架构、数据模型驱动等

先进技术，产品封装合理，代码层次清晰，可读性强，使页面设整、功能增强、新功能增加

都更容易，便于上线后系统维护。 

11.7.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基于个人技术储备的手工开发与基于平台开发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完成同样的工

作，后者所需的人力资源配置要求低。DORADO 通过完备技术文档体系使初级程序员在短

期内能够掌握基础开发技能，作业效率提升一个数量级。高级程序员更能灵活运用

DORADO，开发品质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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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增加系统亮点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提供更好的操作体验，有助于更快为最终用户所接受，系统

推广与验收也更顺利。在严谨完整地实现业务逻辑的基础上，最终用户对应用系统最直接的

感受就是界面优美与操作流畅。众多实践表明，DORADO 令 Web 应用用户体验耳目一新，

表现层的变化成为对系统验收时评分最高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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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录 
 

12.1. BSTEK 公司简介 

上海锐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BSTEK），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金 1100 万，双软认

证高新技术企业，本土自主创新的国产基础软件提供商。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广州、杭

州、武汉、昆明设有分支机构。 

BSTEK 是上海市重点国产基础软件厂商，上海市国产基础软件应用推进联盟理事长之

一，承担多项国家地方的科研攻关、技术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包括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国家与市区创新基金支持项目、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上

海市发改委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项目，为我国本土自主创新的基础软件产业做出了贡

献；参建了全国第一个基于全国产基础软件的社区卫生服务系统该项目受到国家工信部软件

司的高度评价；参建了基于全国产基础软件的世博园区能源与环境监测系统应用示范，为

2010 上海世博会做出了贡献。 

DORADO 产品线包括 DORADO 展现中间件、DORADO 流程中间件、DORADO 规则

中间件、DORADO 影像中间件、DORADO Studio、DemoMaker 原型制作工具、eForm 电

子表单工具、配套 Eclipse 与 NetBeans 的插件式开发工具。通过集成自有产品与主流开源

产品如 Spring 等形成的 DORADO 应用基础框架，提供面向管理信息类项目工程的一体化

松耦合开发平台，包括 Web 表现层、业务对象层、数据持久层、流程引擎、规则引擎、影

像引擎、报表引擎等，提供权限管理、日志管理、异常管理、组织管理、菜单管理、单点登

录、任务调度、主框架模版等通用基础模块。 

DORADO 是上海市重点软件产品，获上海市自主创新产品认证，获 CSDN 暨《程序员》

杂志评选的中国软件风云榜技术创新 20 强与国产软件优胜奖，连续多年入选上海市政府采

购。客户广布于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通信、金融、政府、制造、流通、能源等各行业与

多个国家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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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TEK 与客户的合作分为五个合作能级，在高能级阶段，产品源代码免费开放。以

DORADO 产品与客户的即有积累为基础，与客户合作研发共同打造积累沉淀行业知识、业

务管理模式、业务流程与业务组件的行业专属开发平台，国产基础软件深入行业信息化建设。 

BSTEK 同时也是开源软件的积极贡献者与推动者，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开源软件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单位之一，BSDN 开源研发社区的运营者。 

BSTEK 秉承“To Be，To Do，To Thank”的企业理念，感谢一直以来给予 BSTEK 关注

与支持的方方面面。 

www.bstek.com。 

 

12.2. DORADO 荣誉 

序号 荣誉 说明 

No.1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2006 年） 

（注：Extra 是 DORADO 3 版本代

号） 

No.2 

 

创新基金，2006 年 

http://www.bs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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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上海市自主创新产品证书，2009 年 

No.4 

 

软件风云榜技术创新 20 强，CSDN

与《程序员》杂志，2006 年 

No.5 

 

国产软件优胜奖，CSDN 与《程序

员》杂志，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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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DORADO 展现中间件功能列表 

 

12.3.1. 表现层组件功能列表 

 

分类 功能项 备注 

表格 提供支持任意位置的编辑全编辑表格 DataTable 与静态表格

StaticTable，以及自定义表格。 

 

1)   不刷新实现数据变化；  

2)   大数据量加载时性能表现优异；  

3)   灵活控制表格任意位置的只读与可编辑、列的可见与不可

见； 

 

4)   支持客户端数据过滤与服务器端数据过滤；  

5)   支持客户端数据排序与服务器端数据排序；  

6)   滚动条数据定位；  

7)   支持 F2 键、上下左右键、Tab 键、Delete 键、回车键等键

盘操作； 

 

8)   支持表格上部与下部的行锁定，表格左部的列锁定；  

9)   支持多表头组合；  

10)  支持自由调整列的可见性，自由调整锁定列数，支持鼠标

调整列宽与列顺序等； 

 

11)  提供表格多选列，提供表格多选列的快捷操作按钮（全选/

反选/取消选择）； 

 

12)  表格字段可以多种形式展现，复选框、单选框、下拉框、

密码框、多文本编辑框、格式化输出、按钮等。 

 

13)  数据敏感，支持数据绑定，  

14)  支持数据 Lazy Load（“懒”加载），需要该数据时通过服务

器端下载。 

 

15)  提供当前记录行位置信息  

16)  提供总记录数信息  

17)  支持删除取消操作提示信息  

18)  支持可编辑设定  

19)  支持高度，宽度设定  

20)  支持 ignored  

21)  支持最大显示行数控制  

22)  支持表格指示器箭头  

23)  提供表格标题栏  

24)  提供表格汇总栏  

25)  支持 tag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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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支持表格单元框初始化事件  

27)  支持表格头的鼠标单击事件  

28)  支持表格 onFocus 事件  

29)  支持表格的 onBlur 事件  

30)  支持表格的 ondblclick 事件  

31)  提供表格单元框的刷新事件  

32)  提供标题栏的刷新事件  

33)  提供汇总栏的刷新事件  

34)  支持内容左右上下对齐设定  

35)  支持表格列标题的设定  

36)  支持表格列内容的 noWrap 设定  

37)  支持表格列内容的 readOnly 设定  

38)  支持表格列的 toolTip 设定  

39)  支持表格列的 visbility 设定  

40)  支持右键菜单  

41)  支持滚动条  

42)  支持表头表尾  

43)  可自定义表头  

44)  支持自定义用户属性  

树 提供常规树 Tree（树的结构与节点内容通过预定义实现）、数

据树 DataTree（树的内容可以来自于数据库不同的表格，视图，

或则存储过程）与树状表格（Treegrid），在此基础上可扩展为

递归树、可编辑的树（树节点客户端动态管理（新增，修改，

删除），可以在用户界面上增加、修改、删除树的节点与节点

内容）、多选树（树节点的多层次多项选择，提供树节点的复

选框功能）、分匹下载数据的树、定义树（开发人员可以自定

义树的内容）。 

 

1)     支持无限层树节点；  

2)     支持树节点鼠标自由拖动，与入坞提示；  

3)     支持树节点图标设定，可以在节点展开的不同状态时显示

不同的图标； 

 

4)     支持键盘快捷操作，左右收缩展开树节点，上下键遍历；  

5)     支持树型菜单；  

6)     支持树节点当前选中节点的高亮提示功能；  

7)     支持滚动条；  

8)     支持鼠标右键选择与鼠标右键菜单等。  

9)     同一层的树节点可来至于不同的数据集或者实体 bean  

10)   支持用户自定义属性  

11)   支持树的宽度，高度设定  

12)   支持 ignored 设定，可以动态隐藏树  

13)   可以在页面展开时指定树节点默认展开  

14)   可以在页面展开时指定树节点默认处于选中状态  

15)   树节点图标设定支持数据字段绑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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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提供树节点标题设定  

17)   提供 path 设定，用以支持树形菜单功能，这样操作人员在

选择了一个树节点时，系统会自动将 path 中的内容作为默认的

url 请求，打开新的页面 

 

18)   支持节点双击事件  

19)   支持当前树节点的激活事件  

20)   提供树节点的展开和收缩事件  

21)   提供每一个树节点的初始化事件  

22)   支持树节点刷新的监视器功能  

23)   支持树节点变化的监视器功能  

24)   支持节点本身的父子节点兄弟节点的查找功能  

25)   支持树的遍历功能  

26)   客户端动态添加树节点时，支持参照节点功能，如在所有

子节点的之前、在参照节点之前插入、参照节点之后插入、在

所有子节点的最后追加 

 

27)   提供清除所有节点的快捷操作函数  

28)   提供清除某个节点下的所有子节点的快捷操作函数  

29)   支持树节点刷新  

30)   支持代码指定当前激活节点  

31)   树节点支持 record 绑定  

32)   多选树支持复选框状态变化监控事件。  

标签 静态地显示文本，内容可以来自开发时的输入，或者数据源，

如数据库的某个字段、资源文件等，提供：常规标签、字段标

签；数据标签。 

 

1)     支持标签宽度、内容字体、大小等的设定。  

2)     支持用户自定义属性  

3)     支持 ignored 属性，用于动态隐藏标签框  

4)     提供标签框的刷新事件， 可动态修改数据标签的内容提供

标签框的刷新事件，可动态修改数据标签的内容。 

 

5)     数据敏感，支持数据绑定，可以绑定到的 Boolean 布尔类

型的字段上，用于显示字段的标题。 

 

文本框 用于接受用户输入。提供：单行文本输入框、大文本输入框、

密码输入框等。 

 

1)     支持高度，宽度设定  

2)     数据敏感，支持数据绑定，可以绑定到类似 dataset 的数据

对象的 Boolean 类型的字段上。 

 

3)     提供 ignored 属性，可动态隐藏输入框  

4)     支持编辑状态控制  

5)     支持用户自定义属性  

6)     支持默认值设定  

7)     支持长度控制  

8)     支持输入值大小控制  

9)     支持输入值数组范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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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支持值保护功能  

11)   可以在客户端动态存取编辑框的可编辑属性  

12)   可以在客户端动态存取编辑框的用户自定义属性  

13)   可以在客户段获得编辑框的绑定的类似 dataset 的数据对

象以及 field，数据类型 

 

14)   可以在客户端获得编辑框的下拉对象  

15)   支持直接获取编辑框的内部值  

16)   支持延迟创建  

17)   支持文本折行的控制  

18)   输入框被更新后的触发事件，在该事件中对类似 dataset

的数据对象中的字段作赋值处理 

 

19)   系统从输入框读值时触发事件，在该事件中可以自定义读

值操作 

 

20)   系统为输入框赋值时触发的事件，在该事件中可以自定义

赋值操作 

 

复选框 用于接受用户勾选。  

1)     支持热提示设定  

2)     开发性功能点  

3)     数据敏感，支持数据绑定，可以绑定到 Boolean 类型的字

段上。 

 

4)     支持高度，宽度设定。  

5)     提供 ignored 属性，便于动态隐藏复选框。  

6)     提供复选框（CheckBox）未选中时表示值的设定机制  

7)     提供复选框（CheckBox）选中时表示值的设定机制  

8)     支持编辑状态控制  

9)     支持用户自定义信息  

10)   复选框打勾选择或则取消打勾事件，可以在该事件中对类

似 dataset 的数据对象中的字段作赋值处理 

 

11)   系统从复选框读值时触发事件，在该事件中可以自定义读

值操作 

 

12)   系统为复选框赋值时触发的事件，在该事件中可以自定义

赋值操作 

 

导航 用于数据、页面导航。提供数据导航条、页码号翻页、按钮翻

页。 

 

1) 支持指定页码号翻页  

2) 提供最大连续可见页数设定  

3) 支持自定义按钮翻页，例如：第一页、上一页、下一页、最

后一页、跳转到第（）页、共（）页 

 

4) 支持导航条浏览表格数据，导航条功能包括：转到首页、前

一页、前一条记录、后一条记录、后一页、转到尾页、添加、

删除、修改、确认、取消。 

 

5) 数据导航条中的按钮可选择隐藏或显示  

6) 在删除，取消等操作中，提供系统提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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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供 ignored 属性，便于动态隐藏数据导航条  

8) 提供用户自定义属性  

9) 提供导航条按钮 onClick 事件的自定义功能  

10) 提供导航条按钮的 onRefresh 事件，可以自定义按钮的信

息  

 

下拉框 用于以下拉方式选择信息，提供一般下拉框、日历下拉框、记

录集下拉框、动态数据下拉框、自定义下拉框、多选下拉框、

联动下拉框等。 

 

1) 提供下拉框提示按钮  

2) 支持公历日历下拉框  

3) 支持记录集下拉框  

4) 自动数据筛选功能的支持筛选字段选择  

5) 支持多选下拉框，一次勾选多条数据  

6) 支持代码下拉框  

7) 支持联动下拉框，子下拉框的数据根据父下拉框的选择实时

改变。  

 

8) 支持绑定功能，可以被绑定到表格，自由表单，编辑框  

9) 下拉框可以编辑、可以锁定用以支持控制用户是否可以输入  

10) 支持下拉框获得焦点时自动打开功能  

11) 提供 ignored 属性，便于动态隐藏下拉框  

12) 支持用户自定义信息  

13) 支持下拉框缓存功能  

14) 支持静态数据下拉框，数据通过预定义实现  

15) 支持数据自动赋值功能  

16) 支持值映射功能，如数据库中值为 true/false，可以映射为

男/女 

 

17) 下拉框中的信息可以多列显示，并且需要显示的列可以自

由选择 

 

18) 下拉框信息多列显示时支持列标题定义  

19) 下拉框选择时可以获得多个字段的信息  

20) 下拉框选择时可以自动给多个字段赋值  

21) 下拉框数据列提供列标题  

22) 支持动态数据下拉框，数据实时的从后台数据库中读取。  

23) 动态数据下拉框支持下拉框数据分页，数据可以多页显示  

24) 动态数据下拉框支持下拉框模糊查询，通过查询进一步缩

小范围 

 

25) 下拉框每次打开时的自动数据筛选功能  

26) 支持下拉框对象参数，可以动态设定下拉框参数值  

27) 下拉框获取数据时自动提交参数信息到服务器  

28) 支持下拉框中的数据动态从服务器端获取  

29) 支持下拉框复杂结构的数据返回机制  

30) 下拉框弹出前触发该事件，在该事件的处理中可以改变下

拉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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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拉选择确定事件，在该事件的处理中可以改变下拉框的

系统默认赋值操作 

 

32) 支持树形下拉框。  

33) 支持自定义下拉框，可以定义其它 JSP 页面作为下拉框内

容 

 

按钮 用于接受用户点击操作，提供标准按钮、图形按钮等。  

1) 支持键盘快捷操作  

2) 支持按钮按下状态  

3) 支持 command 对象绑定功能  

4) 支持禁止设置  

5) 支持按钮高度，宽度设定  

6) 支持 ignored 属性，可动态隐藏按钮  

7) 支持菜单绑定功能  

8) 支持系统弹出式提示信息  

9) 支持按钮标题设定  

10) 提供用户自定义信息设定  

11) 支持换肤  

12) 支持单击事件  

13) 支持鼠标移入移出事件  

14) 支持鼠标按下，弹起事件  

菜单 用于功能选择，提供标准菜单、菜单条、分组菜单、右键菜单

等 

 

1) 支持工具栏式菜单  

2) 支持 OutLookBar 式菜单  

3) 支持按钮式菜单  

4) 支持无限级菜单  

5) 支持鼠标右键式菜单，鼠标右键菜单的感应区域可调  

6) 提供 ignored 属性，用于动态隐藏菜单  

7) 支持菜单容器设定，可随意绑定到 jsp 上可视的各种标签上，

如表格，树，按钮等 

 

8) 支持用户自定义属性设定  

9) 提供 target 设定，用于菜单打开的目标框架设定  

10) 支持菜单单击事件  

11) 支持菜单双击事件  

12) 支持菜单项的禁止设定  

13) 支持菜单项的隐藏设定  

14) 支持菜单项的图标设定  

15) 支持菜单项的 level 信息  

16) 支持菜单项的 command 绑定  

17) 支持菜单项的标题设定  

18) 菜单项提供 path 属性，用于菜单项以 Path 配置作为默认

的 URL 请求打开新页面 

 

19) 提供菜单项用户自定义属性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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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支持菜单项系统提示信息  

21) 提供菜单项的 onRefresh 事件，可以在该事件中动态设定

菜单项的各种属性，如图标，disabled，visible，tag 等 

 

分组器 用于布局分组，提供条框式分组器与矩形式分组器。  

1) 支持每行默认显示元属个数设定  

2) 支持默认显示元属宽度设定  

3) 支持默认标题宽度设定  

4) 支持元素间距设定  

5) 支持 Group 的高度，宽度设定  

6) 支持 group 边框设定  

7) 支持用户自定义属性  

8) 支持 Group 标题设定  

9) 支持 ignored，可以动态隐藏 Group  

10) 支持动态 Element 机制，可以嵌入自由表单中各种类型的

组件 

 

子窗口 用于在页面中以弹出或托动方式承载一组组件。  

1) 支持子窗口组件分组  

2) 支持最大化最小化  

3) 支持拖动  

4) 支持大小改变  

视 图 分 割

器 

用于动态或静态地分割页面。  

1) 支持视图水平分割与手动调整  

2) 支持视图垂直手动分割与手动调整  

3) 支持视图水平与垂直组合割与手动调整  

多页标签 用于以标签形式分页  

1) 支持样式变换  

2) 支持热键切换  

3) 支持 onLoad 事件  

4) 支持 onUnload 事件  

5) 支持 onClick 事件  

6) 可以获得当前标签页的 index，可以程序控制跳转至第几个

标签页 

 

7) 支持 disable 控制，可以通过程序屏蔽某些指定的标签页  

8) 可以通过程序改变标签页的顺序  

布局模式 用于设置布局  

1) 支持边框式布局  

2) 支持水平式布局  

3) 支持垂直式布局  

4) 支持混和式布局  

进度条 用于显示进度  

1) 支持颜色设定  

2) 支持显示数字  

3) 支持调整步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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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持拖动显示提示信息  

滚动条 用于滚动窗体，提供横向滚动条、纵向滚动条等。  

1) 支持自动显示与隐藏  

2) 支持显示数字  

3) 支持点击调整进度  

4) 支持拖动调整进度  

日历 用于显示日期与日期相关事项，提供标准日历与日程日历  

1) 支持数据集绑定  

2) 支持定义大小  

3) 支持日程项显示  

4) 支持当前日期设定  

5) 支持按年度、月度改变日历显示月份  

6) 支持事件编程  

不 可 见 控

件 

提供前后台数据交互封装，包括 QueryCommand 查询命令、

UpdateCommand 更新命令、CommandQueue 命令队列、

RequestCommand 请求命令、RPCCommand 远程过程调用

命令、 Report2ExcelCommand 导出 Excel 报表命令、

MarmotUpdateCommand 向 Spring 提 交 数 据 、

MarmotRPCCommand 向 Spring 远程过程调用命令等 

 

 

12.3.2. 展现引擎功能列表 

 

视图模型 用于封装界面逻辑和操作逻辑。  

1) 支持数据集与表现层组件绑定关系设置  

2) 支持 XML 配置  

3) 支持动态数据驱动模型  

4) 支持自动生成 JSP  

事件管理 统一管理表现层事件  

1) 支持事件监听  

2) 支持事件拦截  

3) 支持事件响应  

4) 支持事件广播  

验证管理 用于数据校验，提供必填校验、长度校验、范围校验、校验、

正则表达式校验与自定义校验 

 

1) 支持客户端校验和服务端校验  

2) 提供必填校验  

3) 提供长度校验  

4) 提供范围校验  

5) 提供列表值校验  

6) 提供正则表达式校验  

7) 提供自定义校验  

权限管理 用于统一的表现层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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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数据承载组件可见与不可见，可编辑与只读  

2) 支持非数据承载组件可见与不可见，可用与灰化等  

3) 支持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  

4) 支持角色继承  

5) 支持表现层权限管理与业务逻辑层权限管理整合  

6) 支持通过正则表达式校验控制权限  

7) 支持权限的运行时加载  

异常管理 用于统一的表现层异常管理  

1) 支持方法 Command 的异常处理  

2) 支持页面流管理 Mapping 中异常处理  

3) 支持 AccessChecker（访问权限检查器）异常处理  

4) 支持异常处理自定义  

国 际 化 管

理 

用于统一的国际化资源管理  

1) 支持指定系统默认的国际化语言  

2) 支持 EL 表达式  

3) 支持资源文件模式  

4) 支持自动选择  

外观管理 用于统一的表现层外观管理  

1) 支持 CSS 文件  

2) 支持 EL 表达式  

3) 支持批量或个别地改变外观  

4) 支持运行时外观热加载  

页 面 流 管

理 

用于统一的页面流处理机制，接收和分派 Client 请求，配置

Controller 和 View 的关系。 

 

1) 支持页跳转动作  

2) 支持转发动作  

3) 支持异常处理  

4) 支持无需指定实际的 URL，根据逻辑名称实现请求转发或者

重定向 

 

 

12.3.3. 数据集合功能列表 

 

SqlDataset SqlDataset（SQL 数据集合）用于通过查询类型的 SQL 属

性来定义 Dataset 内容支持数据库的交互工作。 

 

1) 支持数据查询  

2) 支持批量增删改的支持（持久化能力）  

3) 支持数据分页查询  

4) 支持动态参数处理  

5) 支持临时字段（DummyField）  

6) 支持 RetrieveAfterUpdate 处理机制  

AutoSqlDataset AutoSqlDataset 是一种通过向导定义 Dataset 内容的一种

数据集，相比 SqlDataset，AutoSqlDataset 的定义更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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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和快捷。 

1) 支持数据查询  

2) 支持批量增删改的支持（持久化能力）  

3) 支持数据分页查询自动处理  

4) 支持动态参数处理  

5) 支持临时字段（DummyField）  

6) 支持 RetrieveAfterUpdate 处理机制  

7) 支持对 SQL 语句地直接引用  

8) 支持查寻条件的逃逸处理  

9) 支持查寻条件的复合匹配  

FormDataset 用于前台加载数据且不需要从后台加载数据到前台  

1) 支持自动创建数据项  

2) 支持自动装载数据  

3) 支持只读  

4) 支持监听  

CustomDataset 用于数据展现与数据提交，支持数据持久层  

1) 支持自动创建数据项  

2) 支持自动装载数据  

3) 支持自动装载分页数据  

4) 支持分页数设置  

5) 支持每页数据条数设置  

6) 支持当前页设置  

7) 支持只读  

8) 支持监听  

DODataset 用于数据展现与数据提交，支持数据对象层  

1) 支持自动创建数据项  

2) 支持自动装载数据  

3) 支持自动装载分页数据  

4) 支持分页数设置  

5) 支持每页数据条数设置  

6) 支持当前页设置  

7) 支持只读  

8) 支持监听  

9) 支持设置数据交换的上下文属性名  

10) 支持设置是否支持内存分页  

MarmotDataset 用于更好地与 spring 框架无逢集成。  

1) 支持通过用户自定义的代码实现数据加载  

2) 支持利用 spring 的 IOC/AOP 等机制加强对数据加载工

作的管理 

 

3) 支持通过 ObjectClazz 设置数据类型  

4) 支持向 Spring 提交数据与向 Spring 获取数据  

数据库方言 用于提高存取数据库的效率以及获取数据库本身支持的特

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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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通过 DefaultDialect 自定义方言类来扩展数据库方

言 

 

2) 提供 Oracle 8，9，10 数据库方言  

3) 提供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2005 数据库方言  

4) 提供 MySQL 数据库方言  

5) 提供 Sybase 数据库方言  

6) 提供 DB2 7/8/9 数据库方言  

7) 提供 Postgre 数据库方言  

8) 提供 Interbase 数据库方言  

9) 提供 Informix 数据库方言  

10) 提供 Access 数据库方言  

11) 提供 HSQL 数据库方言  

 

12.3.4. 集成开发工具功能列表 

 

DORADO 

Eclipse Plug-in 

基于 Eclipse 开发 DORADO 项目  

1) 提供 DORADO Web 项目创建  

2) 提供 DataSource 数据源编辑器  

3) 提供 View 视图编辑器  

4) 提供 Module 数据埠编辑器  

5) 提供 Mapping 编辑器  

6) 提供 DORADO 应用启动  

DORADO 

STUDIO 

支持基于 DORADO 开发的各个环节的可视化配置与管理，

定位于 XML 配置，与 Java 开发工具（如 MyEclipse 等）配

合。 

 

1) 提供界面设计  

2) 提供可视化数据连接配置  

3) 提供可视化数据层定义  

4) 提供可视化控制层配置  

5) 提供国际化资源配置  

6) 对 Web 应用以项目方式管理  

7) 项目的编译、部署、测试的全过程  

8) 提供多种向导  

9) 支持 Java、JavaScript、XML、HTML、SQL 的高亮编

辑 

 

10) 支持对数据视图进行预览同时提供可视化的 SQL 的查

询向导 

 

11) 支持与 Java 开发工具（如 MyEclipse 等）配合使用  

NetBeans 

Plug-in 

基于 NetBeans 开发 DORADO 项目  

1) 提供 DORADO Web 项目创建  

2) 提供 DataSource 数据源编辑器  

3) 提供 View 视图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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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 Module 数据埠编辑器  

5) 提供 Mapping 编辑器  

6) 提供 DORADO 应用启动  

Debugger 浏览器端 JavaScript 调试工具  

1) 评估 JavaScript 并计时  

2) 显示调试日志  

3) 提供 View 视图编辑器  

4) 快捷键 CTRL+SHIFT+ALT+F12 呼出  

5) 支持通过配置文件统一关闭与开启  

TestFrame 用于测试浏览器端性能指标  

1) 支持浏览器端完整用户体验时间的计时  

2) 提供页面刷新用时与提交时间的测试范例  

3) 支持浏览器端日志即时输出  

4) 支持服务器端日志输出  

5) 支持联网多机并发测试  

6) 支持 IE、FireFox 等浏览器  

 

12.3.5. 管理控制台功能列表 

 

系统信息管理 用于系统信息管理  

1) 显示 DORADO 版本  

2) 显示 JVM 单元空闲内存  

3) 显示 JVM 已分配内存  

4) 显示 JVM 最大可用内存  

5) 显示 JVM 总 Dataset 实例数  

6) 显示 JVM 总 Module 实例数  

7) 显示 JVM 总 ModuleConfig 实例数  

8) 显示 JVM 总 ViewModel 实例数  

9) 显示 JVM 总 ViewModelConfig 实例数  

10) 显示 Java 版本  

11) 显示 Java 根路径  

12) 显示 Java 提供商  

13) 显示 Java 虚拟机  

14) 显示 Java 虚拟机版本  

15) 显示 Java 虚拟机提供商  

16) 显示操作系统  

17) 显示操作系统版本  

18) 显示操作系统架构  

19) 显示操作系统当前登录用户  

20) 显示系统默认字符集  

21) 显示可用处理器(CPU)   

22) 显示 ClASS_PATH、LIBRARY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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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管理 提供对系统日志的管理功能  

账号管理 提供对系统账号的管理  

1) 新增账号  

2) 修改账号  

3) 删除账号  

4) 更改口令  

5) 显示账号  

缓存池管理 提供对数据库连接与数据模块（Module）的缓存池管理功

能。 

 

1) 数据库连接缓存池管理提供对数据源、类型、空闲连接、

激活连接、释放所有连接等管理功能。 

 

2) 数据模块缓存池管理提供总空闲模块数、总激活模块数

等缓存池信息显示，整理所有模块、释放所有模块等操作；

通过指定模块名，显示当前模块的空闲数、当前模块的激活

数等模块的缓存信息，释放当前模块等操作的管理功能。 

 

性能监控 提供对视图模型（ViewModel）、动作（Action） 、数据集

（Dataset） 、SQL 查询等的性能监控功能。 

 

1) 视图模型（ViewModel）性能监控提供按最近发生的过

程、最耗时的过程、受监视的过程分类查看视图模型的关键

字、时间、耗时、备注等信息与添加监视察看监视信息等操

作。 

 

2) 在性能监控详细信息之中，以二维条形图与表格的形态，

显示平均、最快、最慢、首次，以及例次执行时间。 

 

3) 动作（Action）性能监控提供按最近发生的过程、最耗时

的过程、受监视的过程分类查看关键字、时间、耗时、备注

等信息与添加监视察看监视信息等操作。在性能监控详细信

息之中，显示平均、最快、最慢、首次，以及例次执行时间。 

 

4) 数据集（Dataset）性能监控提供按最近发生的过程、最

耗时的过程、受监视的过程分类查看关键字、时间、耗时、

备注等信息与添加监视察看监视信息等操作。在性能监控详

细信息之中，显示关键字、总执行次数、平均执行间隔等。 

 

5) SQL 查询性能监控提供按最近发生的过程、最耗时的过

程、受监视的过程分类查看关键字、时间、耗时、备注等信

息与添加监视察看监视信息等操作。在性能监控详细信息之

中，显示关键字、总执行次数、平均执行间隔等。 

 

系统设置 提供系统参数配置与保存功能  

系统登录登出 提供以用户名与口令方式登录登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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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拨冗审阅本文，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误疏漏在所难免，请您批

评指正。 

 

上海锐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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