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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TongWeb5.0 产品介绍
1.1 概述
TongWeb5.0是遵循JavaEE 5规范的企业级应用服务器，它为企业应用提供了可靠、可
伸缩、可管理和高安全的基础平台。因此支持JavaEE 5规范中的新特性，如标注、依赖性注
入、EJB3.0和JPA、Web Service，JSF 等，同时也向下兼容J2EE1.4规范。另外TongWeb5.0
还提供基于Eclipse的开发插件，高效、便捷的集群部署管理工具。

1.2 规范支持
类型

支持内容

组件

JSP2.1
Servlet2.5
JSF1.2
JSTL1.2
EJB3.0

资源和服务

JTA1.0.1 B
JDBC 3.0
JavaMail1.4.1
JAF1.0.2
J2E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1.0
JMS1.1
JCA1.5
JAX-WS2.0

协议

HTTP1.1
RMI-IIOP1.0

安全

JAAS1.0

J2EE

向下兼容 J2EE1.4, J2EE1.3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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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TongWeb5.0 安装
2.1 TongWeb5.0 安装要求
2.1.1 TongWeb5.0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平台



Linux 平台
RedHat 系列
RedFlag 系列
Suse Linux 系列



Unix 平台
Sun Microsystems Solaris 系列
IBM AIX 系列

2.1.2 系统要求
系统组件

系统要求

Java 环境

JDK1.5 以上

内存

至少需要 256MB 的内存

硬盘空间

至少需要 256MB 磁盘空间

监视器

图形界面安装需要 256 色，字符界面安装没
有色彩要求

浏览器

Microsoft IE6 或 Firefox3.0 及以上版本浏
览器

2.1.3 其他
(1).TongWeb5.0 需要在操作系统 Hosts 文件中定义本机 IP 地址，并以本机的 IP 优先。如
下所示：
168.1.103.6

localhost

127.0.0.1

localhost

Windows NT/2000/2003 系统 Hosts 文件路径：%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
Linux 系统 hosts 文件路径：/etc。
(2).TongWeb5.0 启动时，需设置使用的 JDK 路径，即设置本机环境变量 JAVA_HOME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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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 TongWeb5.0
以在Linux下字符界面为例说明TongWeb5.0的安装过程：
(1). 建立TongWeb5.0用户账户或直接使用root用户安装。
(2). 上传TongWeb5.0安装程序,如Install_TW5.0.1.1_Standard_linux.bin 至服务器机
器，并赋予可执行权限(chmod +x Install_TW5.0.1.1_Standard_linux.bin)。
(3). 执行命令./Install_TW5.0.1.1_Standard_linux –i console开始安装。
(4). 输入“Y”，确认接受本协议。
"Intelligent Property Protection Regulation", "Copyright Law", "Exclusive Law"
Now, you must have already carefully read and understand this license, and
agreed to obey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trictly.
DO YOU ACCEPT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GREEMENT? (Y/N): Y
(5). 输入TongWeb5.0安装目录并回车，若使用缺省目录，直接回车。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install?
Default Install Folder: /home/tongweb/TongWeb5.0
ENTER AN ABSOLUTE PATH, OR PRESS <ENTER> TO ACCEPT THE DEFAULT
: /home/tongweb/TongWeb5.0
(6). 输入“Y”，确认安装目录。
INSTALL FOLDER IS: /home/tongweb/TongWeb5.0
IS THIS CORRECT? (Y/N): Y
(7). 选择“4”，不用建立连接：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create links?
->1- Default: /home/tongweb
2- In your home folder
3- Choose another location...
4- Don't create links
ENTER THE NUMBER OF AN OPTION ABOVE, OR PRESS <ENTER> TO
ACCEPT THE DEFAUL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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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回车执行安装过程，进度条走完，安装过程完成。
===============================================================
Installing...------------[==================|==================|==================]
[------------------|----------------(9). 将 TongWeb5.0 的授权文件 license.dat 拷入 TongWeb5.0 的根目录下，完成安装。

2.3 TongWeb5.0 目录结构说明
目录名称

说明

activemq

服务器默认提供的第三方 JMS Server ActiveMQ5.4.3。

applibs

缺省的应用附加类路径。

applications

系统应用所在目录。

autodeploy

服务器默认提供的自动部署监听目录。

bin

服务器启动，停止等脚本文件所在目录。

config

服务器的配置文件所在目录。

deployment

已部署应用的应用程序目录，其下的 mbeans 存放用户自定义 MBean 应用的
目录信息，modules 存放 J2EE 应用组件的目录信息。

javadb

服务器提供给 EJB Timer 使用的数据库 JavaDB。

lib

服务器运行所需的类文件所在目录，主要以 Jar 文件形式存在。

logs

服务器存放日志文件的目录，日志文件包括访问日志文件和服务器日志文
件。

Memcached

Memcached 安装包所在目录。

nodeagent

集中管理工具的节点代理所在目录。

samples

TongWeb5.0 的示例目录，示例包括 EJB30、JMS、JCA、Web 模块。

session-store

用于存放 EJB 中有状态会话 Bean 钝化信息的目录。

supported

部署或者访问应用过程中生成的信息，如 JSP 预编译生成的 java 和 class
文件。

2.4 TongWeb5.0 的启动和停止
(1). 启动TongWeb5.0需要进入TongWeb5.0的bin 目录，执行如下命令：
nohup ./startserver.sh &
注：这是后台启动方式，如果直接运行startserver.sh，当Telnet断开后导致TongWeb5.0
进程退出。后台启动方式会在bin目录会生成一个nohup.out日志文件。
(2). 当日志中出现如下一行，没有异常信息，说明TongWeb5.0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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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core] [TongWeb server startup complete.]
(3). 在客户端打开浏览器, 输入TongWeb5.0控制台地址: http://TongWebIP:9060/twns ，
端口9060，前缀twns，显示出TongWeb5.0控制台首页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默认值:twns/twns)
登陆控制台。
(4). 停止 TongWeb5.0，需进入 TongWeb5.0 的 bin 目录执行 stopserver.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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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应用部署
本章采用自带用例%TWNS_HOME%/samples/jdbc/TestJNDI.war，介绍如何部署一个通过
数 据 源 访 问 数 据 库 信 息 的 应 用 ； 具 体 如 何 创 建 数 据 库 表 ，
见%TWNS_HOME%/samples/jdbc/readme.txt；

3.1 创建数据源
(1).启动TongWeb5.0，进入管理控制台配置数据源连接池。
进入“资源管理”－>“JDBC”－>“JDBC连接池”，点击“创建”按钮，如下图：

配置参数：


名称：liferay



资源类型：javax.sql.DataSource （注: 不要选 javax.sql.XADataSource）



数据库类型：Oracle Type 4 Driver for Oracle 8.1.7,9.0.1,9.2.0

点击“下一步”配置数据库连接池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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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连接 URL：jdbc:oracle:thin:@127.0.0.1:1521:twtestdb



数据库驱动类名：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用户名／密码：twns/twns



最大连接数：32



最小连接数：8



连接验证：选中(注：必须选择，否则可能返回无效连接)



测试 SQL 语句：select 1 from DUAL （注：DUAL 表名必须在数据库存在）



其余配置暂为默认值

点击“创建”完成配置。
重新进入配置页面，点击“测试连接”，检查是否连接成功，如下图：

(2).启动TongWeb5.0，进入管理控制台配置JDBC资源。
进入“资源管理”－>“JDBC”－>“JDBC资源”，点击“创建”按钮，如下图：

9

配置参数：


JNDI 名称：testdb (注：名称必须为 testdb，应用里调用的 JDBC 资源名称为
testdb)



连接池名称：选择配置的liferay



其余暂为默认值

点击“创建”完成配置。

3.2 部署应用
TongWeb5.0可以将应用以WAR包形式部署，也可以展开目录形式部署，现介绍WAR包形式
部署。
(1).登录TongWeb5.0管理控制台，进入“应用”－>“应用管理”－>“Web应用”，点击“部
署”,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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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应用类型：选择“WEB 应用”。



远程部署：d:\TWNS\samples\jdbc\TestJNDI.war （注：应用所在路径）。



应用名称：TestJNDI。



应用前缀： （注：应用前缀为空，表示应用前缀和应用名称一致）。



虚拟主机：选择“server”



其余暂为默认值

点击“部署”，开始应用部署。
(2). 如果显示部署成功，则整个部署过程完毕。同时注意观察TongWeb5.0日志，看部署过
程中有没有异常信息，如果出现异常信息，参考<<TongWeb5.0常见问题集>>。

3.3 测试并访问应用
(1). 确认应用部署成功，日志中没有异常信息出现。
(2). TongWeb5.0默认为应用分配的访问端口为8080，通过
http://TongWebIP:8080/TestJNDI可以访问到应用。
(3). 也可以点击应用后的“http访问”，访问到应用。

第4章 常用 Web 主要参数调整
本章简单介绍影响性能的主要参数，以200用户并发为基准，此参数调整基本可保证系
统正常运行，但并不能保证调整的参数为最优。

4.1 JVM 堆内存设置
修改%TWNS_HOME%/bin目录下startserver.sh启动脚本，找到82行左右，根据需要设置
JVM堆内存大小，主要是增大堆内存，用户还可根据自己需要增加JVM参数,建议设置如下：
JAVA_OPTS=" -Xms2048m -Xmx204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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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修改应用访问端口
有两种方式可以修改应用访问端口。
方式一：
修改%TWNS_HOME%/config目录下的twns.xml文件，找到8080端口后改为需要的端口。
方式二：
(1). 进入“管理控制台”－>“服务配置”－>“WEB容器”－>“HTTP通道”,点击
“http-listener-1”修改8080端口,如图:

(2). 同时还可以为应用配置多个访问端口，具体见<<TongWeb5.0用户使用手册>>。
(3). 在 Unix/Linux 下如果要使用 80 端口，则需要以 root 用户启、停 TongWeb5.0 服务器。

4.3 设置 TongWeb5.0 日志
TongWeb5.0日志默认通过轮转方式生成，轮转日志时将新建一个名为server.log的空
文件，并将旧文件重命名为server.log_date，其中date是轮转文件的日期和时间。建议采
用如下两种方式，进入“管理控制台”－>“服务配置”－>“日志服务”－>“日志服务配
置”里进行配置,如图：

设置方式一：按日志文件大小生成日志，如50M生成一个server.log。参数：


日志轮转大小：50000000



日志轮转时间间隔：0

设置方式二：按时间生成日志，24小时生成一个server.log。参数：


日志轮转大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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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轮转时间间隔：1440

4.4 关闭访问日志
访问日志主要记录应用访问的IP和URL，日志生成在%TWNS_HOME%/logs/access目录下。
如果没有需要可以停掉此日志，节省资源。进入“管理控制台”－>“服务配置”－>“WEB
容器”－>“虚拟主机”，选择应用使用的虚拟主机“server”和“admin”, 将“访问日志”
开关的勾去掉并保存。如图：

4.5 关闭控制台日志输出
在Unix/Linux下用nohup ./startserver.sh & 启动TongWeb5.0后，会在TongWeb5.0的
bin目录下生成nohup.out日志输出文件，由于不限制大小需要定时清理，可修改TongWeb5.0
的配置不向nohup.out中输出日志信息，修改TongWeb5.0的startserver.sh启动脚本，找到
-Dtongweb.verbose将其值设为false。
TW_OPTS="${TW_OPTS} -Dtongweb.verbose=false"

4.6 设置并发线程数
TongWeb5.0默认的并发初始线程数只有5，实际使用时需根据并发数设置。进入“管理
控制台”－>“服务配置”－>“WEB容器”－>“请求处理”，如下：



处理请求的最大线程数: 200(注：暂时建议值)



处理请求的初始线程数: 50(注：暂时建议值)



处理请求的线程增长数: 20(注：暂时建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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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修改 HTTP 通道
进入“管理控制台”－>“服务配置”－>“WEB 容器”－>“HTTP通道”,点击
“http-listener-1”修改参数，如图:

是否使用xpowered-by：把勾去掉，通常用不到此头信息。
以下几个参数对大并发下设置才有效果，具体含义参考<<TongWeb5.0用户使用手册>>，暂时
使用默认值。


SelectorReaderThread 线程的个数



是否循环使用 ReadTask 对象



Reader 线程的个数



ReadTask 对象池的初始大小



通道输入流缓存大小

4.8 JDBC 资源池相关性能参数
“资源管理”－>“JDBC”－>“JDBC连接池”，修改创建的liferay连接池，对连接池
影响较大的就是连接数，如图：



最大连接数：100 (注：暂时建议值)



最小连接数：20 (注：暂时建议值)



调整连接数：10 (注：暂时建议值)

连接池还有两个优化参数，但需要看情况选择，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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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连接关联：这个参数将线程与连接绑定，在一个请求处理中会多次从数据源获
取连接时性能有部分提高，但如果一个请求处理中只从数据源获取一次连接，则设
不设置此参数没什么意义。



连接匹配：默认值为 false，不勾选即可。

4.9 JSP 预编译
部署Web应用时，有“JSP预编译”功能，如果勾上此选项可在部署应用时就将所有JSP
编译为class，但部署时间会增长。同时要保证所有的JSP文件语法正确，如果存在错误的JSP
会导致编译错误，整个应用部署失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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