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Java過去二十年的發展充滿著驚奇，且同時間網際網路的發展更是了不起，然而 Java的
網路程式設計對許多人來說還是在霧裡看花則令人感到意外。其實事情可以不必如此，

使用 Java開發網路程式就跟本書即將描述的一樣簡單。在 Unix，Windows與 Mac環境
上已經有網路程式開發經驗的讀者，必然會驚訝地發現使用 Java開發相同的程式居然是
如此簡單。Java的核心 API已經涵蓋了大部分的網路功能且介面設計地相當好，然而，
確實是會有某些少數的應用層網路程式以 C或 C++開發比用 Java簡單。本書展示如何
利用 Java的網路類別庫來輕鬆快速的完成常見的網路功能，其中包括下列幾項：

• 使用 HTTP瀏覽網站

• 開發多執行緒的伺服器

• 透過加密的通訊來確保認證與訊息傳遞的完整性

• 設計網路服務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 發送資料到伺服器端處理程序

• 利用 DNS來查詢主機

• 透過匿名 FTP下載檔案

• 以 socket實作低階網路通訊

• 對網路上的主機做廣播

Java是第一個（不再是唯一的）程式語言提供跨平台的網路類別庫來處理各式各樣的任
務。本書展示此類別庫的精良設計與威力。本書的目標是使讀者能夠透過 Java作為平台
來開發實用的網路程式。為了達成這項目標，本書介紹網路通訊的基本背景知識，同時

詳盡的討論以 Java寫作網路程式的方法。讀者能夠學習到如何撰寫遊戲，分享共用，軟
體更新，檔案傳輸等跨網際網路交換資料功能的 Java程式。同時還有 HTTP、SMTP、
TCP/IP等建構網際網路與網站的通訊協定的原理。看完這本書就可以掌握開發出下一代
網際網路應用的知識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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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四版

我在 1996年本書第一版開宗明義的討論到以 Java開發出動態，分散式網路程式的可
能。撰寫後續版本時最令我興奮的是我的預言幾乎都已經實現。現在程式設計員可以利

用 Java來操作資料庫、監視網頁、控制望遠鏡、管理線上遊戲等，這都是透過 Java原
生的網際網路存取功能完成的。Java的應用程式與網路程式早已從理論理想的驗證階段
進入到真正的程式開發戰場。

這本書也是這麼一路走來的。第四版更加重著墨 HTTP與 REST。HTTP從只是網路通
訊協定之一變成網路通訊協定的代表。後面還會看到其他通訊協定是如何透過 HTTP來
建構網路應用層。

Java 第六、七、八版中關於 java.net與相關部分的小異動同樣有收納。此版本
還 有 討 論 到 以 下 幾 項 新 的 類 別：CookieManager，CookiePolicy，CookieStore，
Httpcookie，SwingWorker，Executor，ExecutorService，AsynchronousSocketChannel，
AsynchronousServerSocketChannel等。過去三個 Java版本中新加入的類別方法在相關的
章節中討論。許多部分重新撰寫以反映出持續改變中的 Java程式設計風格。希望你會覺
得第四版比之前的版本更好，更正確，且在 Java網路程式設計的過程中更有學習與參考
的價值。

本書章節的編排

第一章－網路概論詳細解釋程式設計員所必須知道的網路與網際網路運作原理。這部份

包括了 TCP/IP與 UDP/IP等網際網路所使用的通訊協定。

後續兩章討論 Java程式設計中對於網路程式設計既關鍵又常被誤解與誤用的兩個部分：
I/O與多執行緒。第二章－串流討論 Java傳統的 I/O，就算是有新的 I/O程式介面，傳
統的 I/O短期內還不會消失，且還是大多數用戶端應用程式處理輸出入的首選。了解
Java如何處理一般輸出入的原則對於了解 Java如何處理網路輸出入這種特例是必要的。
第三章－執行緒討論多緒執行與同步的問題，本章特別著重於在非同步輸出入與網路伺

服器中的運用。

有經驗的 Java程式設計員可以跳過或略讀前兩章，然而第四章－網域名定址對每個人來
說都是必讀的章節。此章討論如何透過 InetAddress這個基本上所有網路程式都需要的
類別來操作 DNS。讀完此章之後可以隨意跳到你比較感興趣或馬上要參考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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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URL與 URI討論 Java的 URL類別，它是從網路上透過各種伺服器下載資訊與
檔案的一種抽象類別。URL類別可以不管伺服器所使用通訊協定的細節而下載檔案與文
件。它可以用抓 FTP檔案的同一段程式碼來抓 HTTP伺服器與本機硬碟上的檔案。本章
還有較新的 URI類別，此類別是識別但不讀取網路資源時較為標準的另一種替代方式。

第六章－ HTTP更深入的探討 HTTP。本章主題涵蓋 REST，HTTP標頭與 cookie。第
七章－ URLConnections類別討論 URLConnection與 HttpURLConnection兩個類別，它能
從網站伺服器下載資料，也能上傳文件並設定連線。

第八章到第十章討論 Java的 socket網路低階存取類別。第八章－用戶端的 Socket介紹
Java的 socket應用程式介面與 Socket類別。本章討論如何撰寫與操作 whois，dict與
HTTP之類 TCP伺服器的網路用戶端程式。第九章－伺服器端的 Socket討論如何使用
ServerSocket開發前面提到或其他通訊協定的服務。第十章－加密的 Socket討論如何使
用 Secure Sockets Layer（SSL）與 Java Secure Sockets Extension（JSSE）來保護用戶端
與伺服器端之間的通訊。

第十一章－非阻斷的 I/O討論為網路伺服器設計的新式 I/O程式介面。這些程式介面讓
程式可以知道某個連線是否已經準備好讀或寫 socket。此機制可讓單一的執行緒同時處
理多個連線以降低虛擬機器的負荷。此程式介面對於小型伺服器或沒有同時開太多連線

的用戶端意義不大，但可對想要衝到網路速率上限的高傳輸量伺服器很有幫助。

第十二章－ UDP 介紹 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與相關的 DatagramPacket及
DatagramSocket兩類別，此兩類別提供快速但不可靠的通訊。第十三章－ IP多址傳送討
論如何使用 UDP與多個主機同時通訊。

讀者須知

本書寫給已經具備 Java程式設計語言知識與開發環境操作，且對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有基
本概念的讀者。本書並不是語言入門書，你應該早已熟悉 Java的語法，也寫過簡單的應
用程式。最好對 Swing的開發有基本程度的熟悉，但除了少數幾個範例外這不是絕對必
要的。在有需要深入理解網路程式設計領域之外的主題，例如說執行緒與串流，會加以

討論。

閱讀本書並不需要網路程式設計的經驗。本書有網路基本概念與網路應用程式開發的完

整介紹。我會假設你不知道各種網路技術專有名詞的縮寫（TCP，UDP，SMTP等），
本書會討論這些詞彙。



第二章

串流

網路程式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關於輸入與輸出：從一個系統搬動位元組到另外一個系

統。資料就是資料，讀取來自伺服器的資料跟讀取檔案資料沒有什麼差別，發送資料給

用戶端也跟寫入檔案沒什麼差別。然而 Java的輸出入（I/O）與 Fortran，C，C++等程
式語言的安排方式有些不同，我會用簡短幾頁來總結 Java獨特的 I/O方式。

Java以串流（stream）建構輸出入，輸入串流讀資料，輸出串流寫資料。java.io.File 
InputStream與 sun.net.TelnetOutputStream等不同的串流類別讀寫特定的資料來源。所
有輸出串流都有相同的寫資料基本方法（method），所有的輸入串流也都有相同的讀資
料基本方法，串流建立後通常可以忽略關於實際讀寫來源的細節。

過濾器串流（filter stream）可以在其前後所連結的輸入或輸出串流中起到修改資料的作
用，例如說將資料加密或壓縮，或只是簡單的格式轉換。以 java.io.DataOutputStream
為例，此類別提供轉換 int為四個位元組並寫入輸出串流的方法。

Reader與 Writer可以串在輸出入串流後面讓程式以文字（例如字元）而非位元組方式
讀寫資料。在正確使用的情況下，Reader與 Writer可以處理 Big5與 UTF-8等各種編碼 
形式。

串流是同步（synchronous）的，也就是說程式（其實是執行緒）讀寫串流時，必須等資
料確實讀出或寫入才能繼續下去。Java也有使用通道與緩衝區的非阻斷（nonblocking）
式 I/O。非阻斷式 I/O比較複雜，但在如網頁伺服器等高傳輸容量程式上效能會比較
好。一般情況只需要基本的串流架構，用戶端程式也只需要基本串流。因為通道與緩衝

區與串流有關，本書先從串流與用戶端程式開始討論，之後第十一章會繼續討論伺服器

上的非阻斷式 I/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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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串流

Java的基本輸出類別是 java.io.OutputStream：

public abstract class OutputStream

此類別提供寫資料的基礎方法：

public abstract void write(int b)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void write(byte[] data)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void write(byte[] data, int offset, int length)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void flush()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void close() throws IOException

OutputStream的 子 類 別 使 用 上 列 方 法 將 資 料 寫 入 特 定 的 媒 體。 舉 例 來 說，
FileOutputStream以上列方法將資料寫入檔案，TelnetOutputStream以上列方法輸出資
料到網路連線，ByteArrayOutputStream用同樣的方法寫入可擴展的陣列。不管是哪一
種媒體，寫入資料用的幾乎都是上述的五種方法。有時候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寫入哪

種串流，以 TelnetOutputStream為例，Java類別庫文件中沒有這個類別，它被刻意的
隱藏在 sun這個套件（package）中。它是 java.net下幾個類別的方法所回傳的值，例
如 java.net.Socket的 getOutputStream()。實際上這些方法的宣告所定義的回傳型別是
OutputStream而非其子類別 TelnetOutputStream。這就是所謂多型（polymorphism）的威
力，知道如何使用 superclass就知道如何使用所有的 subclass。

OutputStream的基本方法是 write(int b)，它以從 0到 255的整數作為參數將相對應的
位元組寫入輸出串流。此方法被宣告為抽象（abstract），因為子類別必須實作出該媒體
的特定處理方式。例如 ByteArrayOutputStream以純 Java程式碼實作拷貝位元組到陣列
中，FileOutputStream則以平台的原生碼（native code）將資料寫入檔案。

補充一點：此方法雖然以 int為參數，實際寫入的是不帶正負號的位元組（unsigned 
byte）。Java並沒有不帶正負號位元組這種資料型別，因此只能用 int代替。不帶正負
號與帶正負號位元組的唯一差別在於拿到資料時如何解釋，兩者都由八個位元組成，以

write(int b)將 int寫入網路連線時，就只有這八個位元被送出。若以 0到 255之外的
值傳入 write(int b)，只有最低（least significant）位元組會被寫入，其餘三個位元組會
被忽略（也就是 int型別轉換為 byte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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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少數的情況下，不良的第三方來源類別對於 0到 255以外的值會有不

同的處理方式，例如說拋出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或直接當做 255寫

入。所以最好還是避免寫入 0至 255以外的 int。

以產生字元的服務為例，最常見的輸出是每行帶有 72個可列印 ASCII字元（可列印的
ASCII字元介於 33與 126之間）。第一行從字元 33開始依序到 104，第二行從字元 34
開始到 105，第二行從字元 35開始到 106，如此下去到第二十九行從 55到 126。第三十
行起從 56到 126然後回頭補上 33如此循環下去。行以 CR（13）加上 LF（10）結束，
輸出入下：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n

ASCII是七個位元編碼的字元集，每個字元以單一的位元組傳送。這個服務可以直接用
基本的 write()實作，如下面的程式段：

public static void generateCharacters(OutputStream out)
  throws IOException {

   int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33;
   int numberOfPrintableCharacters = 94;
   int numberOfCharactersPerLine   = 72;

   int start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while (true) { /* 無限迴圈 */
     for (int i = start; i < start + numberOfCharactersPerLine; i++) {
       out.write((
        (i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numberOfPrintableCharacters)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out.write('\r'); // CR 字元
     out.write('\n'); // LF 字元
     start = ((start + 1)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numberOfPrintableCharacters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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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OutputStream型別變數被傳給 generateCharacters()作為 out參數，輸出位元組也
就寫入 out。位元組以整數型別從 33到 126輪替，大部分的程式演算法用來在此範圍中
循環。每當寫完一段 72個字元就在輸出串加上換行，算出下一行由哪個字元開始後重
複迴圈。整個方法被 IOException例外處理宣告包圍，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服務只會在
用戶端關閉連線時終止，然後 Java程式碼收到 IOException。

每次只寫入一個位元組的效率不好，舉例來說，每個 TCP分段（segment）帶有至少 40
個字元組的標頭供路徑資訊與檢錯，如果每個位元組單獨發送，需要 41倍以上的網路
流量！這還沒算到主機至網路（host-to-network）層通訊協定的標頭，不然還會更多。
大多數 TCP/IP的實作會將資料作緩衝區處理，也就是將位元組在記憶體中累積到一定
數量或經過一段時間後再送出。若有超過一個以上的位元組已經就緒，一起送出也是不

錯的選擇。使用 write(byte[] data)或 write(byte[]data, int offset, int length)通常
會較一個個寫入 data更快。下面的範例實作一次送出一行的 generateCharacters()：

public static void generateCharacters(OutputStream out)
 throws IOException {

  int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33;
  int numberOfPrintableCharacters = 94;
  int numberOfCharactersPerLine = 72;
  int start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byte[] line = new byte[numberOfCharactersPerLine + 2];
  // +2 以容納 CR與 LF

  while (true) { /* 無限迴圈 */
    for (int i = start; i < start+numberOfCharactersPerLine; i++) {
      line[i - start] = (byte) ((i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numberOfPrintableCharacters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line[72] = (byte) '\r'; // CR 字元
    line[73] = (byte) '\n'; // LF 字元
    out.write(line);
    start = ((start + 1)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numberOfPrintableCharacters + firstPrintableCharacter;
  }
}

計算輸出字元的演算法與前一個版本相同，主要不同在於字元先儲存於位元組陣列再

整個輸出。注意 int先轉換成 byte型別再儲存到陣列中，前一版不需要這麼做是因為
write(int b)的參數本來就是 in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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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可用 Java程式碼作軟體緩衝處理，就跟使用網路硬體作緩衝處理一樣。這通常是
以串連 BufferedOutputStream或 BufferedWriter與所用的串流來實作，稍後會介紹這種
方式。若資料已經寫完，要記得沖清（flush）輸出串流。舉例來說，程式已經以 HTTP 
keep-Alive輸出一個 300位元組的 request給一個 HTTP 1.1伺服器，想說要等伺服器產
生 response之後再繼續輸出。此時若輸出串流有個 1024位元組的緩衝區，串流其實還
在等緩衝區滿了才會送出 request。程式在等伺服器回應會送出更多資料，伺服器在等請
求送達才會產生回應！圖 2-1顯示死結狀態成因。flush()能夠強制串流在緩衝區未滿的
情況下送出資料。

訊息已送出， 
等待用戶端回應。

等資料多一點再送出。 資料呢？

伺服器 用戶端

圖 2-1　資料因為沒有 flush串流而消失

無論你覺得需要與否，對串流執行 flush非常重要。由於取得串流參考（reference）的
方式不同，你可能無法確定該串流是否使用了緩衝機制（以 System.out為例，無論你是
否有需要它都會使用緩衝）。如果某種串流不需要 flush，執行 flush也只是低成本的動
作。如果有需要，那就真的非常有必要執行 flush。忘記 flush可能會引發難以預期，不
可重複的程式當機，這在你不知道原因的情況下是非常難除錯的。結論是程式應該在關

閉串流之前執行 flush，否則留在緩衝區的資料會流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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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串流使用完畢請記得 close()。叫用 close()會釋放串流使用的所有資源，像是檔
案指標（handle）與所開啟的埠（port）。如果串流是從網路連線取得，關閉串流會結束
該連線。輸出串流被關閉之後的寫入動作會引發 IOException例外，但有些串流還允許
繼續操作物件。舉例來說，已經關閉的 ByteArrayOutputStream還是能夠被轉換成位元組
陣列，而已經關閉的 DigestOutputStream也還能夠回傳摘要（digest）值。

沒有關掉串流的程式可能會引發檔案指標，網路埠與其他資源的洩漏（leak）。在 final
程式區塊關閉串流是個好辦法。為了保証變數範圍（scope）的正確，串流變數必須在
try區塊外宣告，但在 try區塊內執行初始化。此外，為避免 NullPointerException例
外，關閉串流前必須先檢查串流變數是否為 null。最後，關閉串流時的例外通常可以忽
略或最多寫 log記錄一下：

OutputStream out = null;
try {
  out = new FileOutputStream("/tmp/data.txt");
  // 操作檔案 ...
} catch (IOException ex) { 
  System.err.println(ex.getMessage());
} finally {
  if (out != null) {
    try { 
      out.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x) { 
      // 忽略例外
    }
  }
}

這種程式設計模式又被稱為 dispose pattern，常見於需要在垃圾回收（garbage collection）
前完成收尾的物件上。它不僅使用於串流，socket，通道（channel），JDBC等也會用到。

Java 7版引入帶有資源宣告的 try（try with resources）語法結構以讓上述模式更為精簡。

相對於將串流變數宣告於 try區塊之外，新結構可以將變數宣告在 try的參數列表上。
以下是前一個程式段的精簡語法版：

try (OutputStream out = new FileOutputStream("/tmp/data.txt")) { 
  // 操作檔案 ...
} catch (IOException ex) { 
  System.err.println(ex.get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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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寫法不需要 finally，Java自動的對 try的參數列中宣告的 AutoCloseable物件呼叫
close()。

帶有資源宣告的 try可以用在有實作 Closeable介面（interface）的物件

上，幾乎所有需要清理的物件都有實作此介面。到目前為止我遇過唯一的

例外是 JavaMail的 Transport物件，它必須要明確的關閉資源。

輸入串流

Java的基本輸入類別是 java.io.InputStream：

public abstract class InputStream

此類別提供以原始位元組型別讀取資料的方法：

public abstract int read()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int read(byte[] input)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int read(byte[] input, int offset, int length)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long skip(long n)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int available()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void close() throws IOException

有具體（concrete）實作出的 InputStream的子類別使用上列的方法從特定媒體讀取資
料。舉例來說，FileInputStream從檔案讀取資料，TelnetInputStream從網路連線讀取資
料，ByteArrayInputStream從位元組陣列讀取資料。不管是哪種資料來源，幾乎都是用
上列六個方法讀取。有時你不會知道實際讀寫的串流是哪一種，例如 TelnetInputStream
是隱藏在 sun.net套件中的無文件類別。數個 java.net套件中的方法（例如 java.net.
URL的 openStream()方法）會回傳此類別的實例（instance）。但這些方法被宣告為回傳
InputStream而不是更精確的 TelnetInputStream，再次展顯多型的威力：subclass的實體
可以 superclass的使用方式來操作，無需另外學習。

InputStream的基本方法是沒有參數的 read()。此方法從來源串流讀取一個位元組並以
int型別回傳 0到 255的值，讀到串流盡頭時會回傳 -1。read()執行時會阻斷程式執行
等待資料，直到資料進來備妥才會讓接下來的程式繼續。輸出入有可能會很慢，如果程

式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可以試著讓 I/O使用專用的執行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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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被宣告為抽象的，因為子類別必須實作出特定媒體的處理方式。例如說，
ByteArrayInputStream以 Java程式碼實作此方法，而 TelnetInputStream必須使用知道在
該平台上如何從網路介面讀取資料的原生碼。

下面的程式碼片段從 InputStream in讀取 10個位元組並儲存於 input位元組陣列中，如
果遇到串流盡頭就提前終止迴圈：

byte[] input = new byte[10];
for (int i = 0; i < input.length; i++) {
  int b = in.read(); 
  if (b == -1) break; 
  input[i] = (byte) b;
}

雖然 read()讀入位元組，回傳的卻是 int，因此需要在存入位元組陣列前轉換型別。轉
換會造成值範圍變成帶正負號從 -128到 127而不是原來 read()讀出的 0到 255，但只
要你知道來龍去脈就不會是大問題。帶正負號的位元組無法以下列方式轉換成不帶正負

號的位元組：

int i= b >= 0 ? b : 256+b;

一次讀出一個位元組就跟一次寫入一個位元組一樣沒效率，read()有兩個過載
（overload）方法，read(byte[] input)將讀出的多個位元組填入指定陣列，read(byte[] 
input, int offset, int length)從 offset位置填入 length個位元組。

上述方法都是嘗試填入，並不一定保証成功，失敗有幾種可能的原因。例如說程式透過

ADSL連結遠端網頁伺服器讀取資料，電信公司的交換器當機引發整條街上所有人都斷
線，這會產生 IOException例外。更常見的狀況是讀到位元組但不完整，既不算成功，
也不是完全失敗。例如說嘗試讀取 1,024個位元組，只讀到 512個，其餘還在路上。剩
下的位元組最終會抵達，只是現在還沒到。為處理這種情況，讀取多個位元組的方法會

回傳實際讀到的位元組數量。以下面的程式段為例：

byte[] input = new byte[1024];
int bytesRead = in.read(input);

程式嘗試從 ImputStream in讀出 1,024 個位元組到 input陣列。如果只有 512 個被讀
出，則 byteRead值會被設為 512。將讀取放在迴圈中反覆讀取可以確保讀取位元組的數
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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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bytesRead =0;
int bytesToRead = 1024;
byte[] input = new byte[bytesToRead]; 
while (bytesRead < bytesToRead) {
      bytesRead += in.read(input, bytesRead, bytesToRead - bytesRead);
}

這種技巧對來自網路的串流特別重要。如果檔案已經準備好，則檔案的每個位元組當然

也是準備好隨讀隨到。然而網路傳輸速率比 CPU慢很多，很有可能已經到的資料被處
理完畢，緩衝區還空著等待後續尚未到達的資料。前述的兩個 method在讀取暫時沒資
料的緩衝區時會回傳 0，表示資料還沒到但串流保持在開啟狀態。這比讀取單一位元組
的 read()阻斷執行緒的模式要好多了。

三種 read()都會在遇到串流盡頭時回傳 -1。如果串流的盡頭到了但緩衝區還沒全部被
程式讀出，多位元組的 read()會先回傳剩下的資料，下一次執行 read()時再傳回 -1，
所以 -1不會被存入陣列。陣列內容只有讀進來的資料。前面的程式段有個 bug，沒有
考慮到 1,024個位元組可能永遠不會送到（相對於暫時還沒到）。修正的方法是在存入
bytesRead之前先檢查 read()回傳值，像下面這樣：

int bytesRead = 0;
int bytesToRead = 1024;
byte[] input = new byte[bytesToRead]; 
while (bytesRead < bytesToRead) {
  int result = in.read(input, bytesRead, bytesToRead - bytesRead);
  if (result == -1) break; // 串流盡頭
  bytesRead += result;
}

若不想要在迴圈內等待一個批量資料就緒，可以使用 available()來判斷目前有多少位
元組可以讀出。此方法回傳可讀取位元組的最少數量，或許實際上可以讀取更多，但至

少有 available()所提供的數量可讀。下面是範例：

int bytesAvailable = in.available();
byte[] input = new byte[bytesAvailable];
int bytesRead = in.read(input, 0, bytesAvailable); 
// 接著繼續執行 ...

此例預期 bytesRead剛好等於 bytesAvailable，但無論如何都不能假設 bytesRead一定會
大於零，資料還沒到也是一種可能。遇到串流盡頭時 available()會回傳 0。read(byte[] 
in put, int offset, int length)通常在遇到串流盡頭時回傳 -1，但若 length為 0，則
不管串流盡頭還是傳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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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有的情況下會需要略過而不讀取資料，skip()可以用來處理這種需求。它對於檔案
讀取比對於網路讀取較為有用，網路連線通常是循序且比較慢，所以略過不會比讀取快

多少。檔案可以隨機存取，可以直接定位檔案指標（pointer）而不需逐個略過。

如同輸出串流，程式使用輸入串流完畢之後應該藉由叫用 close()關閉。它會釋放檔案
指標與埠等所有相關的資源。對已關閉的輸出串流讀取會產生 IOExceptions例外，但某
些種類的串流還是能夠繼續操作。舉例來說，通常會等到資料讀完，關閉串流之後才會

對 java.security.DigestInputStream讀取摘要。

標記與重置

InputStream類別有三個較為少用的方法可以讓程式重新讀取已經讀過的資料：

public void mark(int readAheadLimit)
public void reset()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boolean markSupported()

要重新讀取資料前需要使用 mark()標記目前串流的位置，之後可以透過 reset()重置串
流位置，接下來的讀取會從標記處開始傳回資料。然而重置並不能夠隨意退回很遠的位

置，標記之後可以讀取多少資料再退回來要看叫用 mark()時設定的 readAheadLimit參
數。如果重置距離太遠會產生 IOException例外。此外每次只能對一個串流設定一個標
記，設定第二個標記會清除掉第一個標記。

標記與重置的機制通常是以儲存標記點到開始的所有資料到內部緩衝區來實作的，並

不是所有輸入串流都有支援這項功能。使用標記功能前應該要檢查 markSupported()是
否回傳真值。若是，則表示此串流支援標記與重置，否則叫用 mark()沒有作用且叫用
reset()會拋出 IOException。

個人認為這是個非常差的設計。實作上大部分的串流並不支援標記與重

置。將一個沒有多少 subclass會用到的功能包進 superclass是很糟糕的

想法。更好的作法是將這三個方法另外放在另一個介面，讓能夠提供此功

能的類別來實作。但這麼做的缺點是無法對於參考未知隱含型別的輸入串

流不能叫用這些方法，實務上因為不是每個串流都有實作標記與重置，結

果也是相同。提供類似 markSupported()功能在執行期間檢查是一種較為

傳統，非物件導向的解決方案。正統物件導向方法會透過介面與類別將此

功能整合，才有辦法在編譯時檢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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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io只 有 BufferedInputStream與 ByteArrayInputStream兩 個 類 別 支 援 標 記， 但
TelnetInputStream等輸入串列可以透過串接有緩衝區的輸入串流來支援標記功能。

過濾器串流

InputStream與 OutputStream是相當原始的類別，就只是讀寫資料而已。對於資料所代表
的意義－整數或 IEEE 754浮點數或 Unicode文字－是由程式設計員與程式碼判斷。常
見的資料格式可以透過良好實作的類別庫轉換與操作，例如網路通訊協定常用的數字是

32位元的 big-endian整數，網頁常用的文字格式為 7位元的 ASCII或 8位元的 Latin-1
與多位元組 UTF-8，檔案以 ZIP格式儲存於 FTP伺服器等。Java有數個過濾器類別可以
串接原始串流以在原始的位元組與這些格式間互相轉換。

過濾器有兩種版本：過濾器串流類，以及 reader與 writer類。過濾器串流主要用來操作
原始位元組，像是壓縮資料或解讀為二進位數字等。reader與 writer處理 UTF-8與 ISO 
8859-1等各種編碼文字。

過濾器以串接方式安排，如圖 2-2 所示。串接鏈中的每個環節從前一個過濾器或
串流收到資料並傳給下一個環節，此例中，壓縮加密過的文字檔從網路介面中

傳給 TelnetInputStream，BufferedInputStream透過緩衝機制加速整個處理過程，
CipherInputStream將資料解密，GZIPInputStream解壓縮，InputStreamReader轉換資料為
Unicode格式，最後文字被程式讀入處理。

過濾器輸出串流具有與 java.io.OutputStream相同的 write()，close()與 flush()三個方
法。過濾器輸入串流具有與 java.io.InputStream相同的 read()，close()，available()
三個方法。某些過濾器，如 BufferedInputStream與 BufferedOutputStream等只有上述
三個方法。過濾器只在內部處理資料，功能並沒有開放成公開的介面。有些是附加於

read()或 wirte()上使用，例如 PushbackInputStream的 unread()，有些幾乎直接替換掉
原來的介面。以 PrintStream為例，通常都是使用它的 print()或 println()而很少使用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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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

文字

緩衝區暫存的資料

緩衝區暫存，被壓縮的資料

緩衝區暫存，被壓縮，加密的資料

原始被壓縮，加密的資料

原始被壓縮，加密的資料

網路

圖 2-2　串接過濾器中的資料流向

串接過濾器

過濾器以它的建構元（constructor）連接串流。舉例來說，下面的程式段緩衝處理來自
data.txt的檔案輸入。首先是 FileInputStream型別的 fin以傳入檔名給建構元的方式建
立。接著將 fin作為 BufferedInputStream型別 bin變數的建構元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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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InputStream fin = new FileInputStream("data.txt");
BufferedInputStream bin = new BufferedInputStream(fin);

之後就可以用 fin與 bin的 read()從 data.txt讀取資料，但對串接中具有相同資料來源的

串流混雜叫用方法會破壞隱含其中的幾項協議。大部分情況下只應使用串鏈最尾端的過

濾器執行讀寫動作。一種較不會犯錯的程式寫法是故意重置原始串流的參考，如以下程

式段所示：

InputStream in = new FileInputStream("data.txt");
in = new BufferedInputStream(in);

上面兩行程式執行之後就不再有任何方式可以直接存取原來的檔案串流，也就不會因為

意外的讀取而破壞緩衝機制。此例可用的前提是 BufferedInputStream以多型機制作為
InputStream的實例，無需區分 InputStream與 BufferedInputStream兩者的方法叫用。若
是需要使用到過濾器上其 superclass沒有宣告的方法時，可以在串流中直接建構另一個
串流，例如：

DataOutputStream dout = new DataOutputStream(new BufferedOutputStream(
    new fileOutputStream("data.txt")));

這一行程式碼有點長，可以換行展開：

DataOutputStream dout = new DataOutputStream(
                         new BufferedOutputStream(
                          new FileOutputStream("data.txt")
                         )
                        );

串接是永久性的，過濾器不能切斷與串流的串接關係。

有時會需要動用到串接鏈上多個過濾器其中之一的方法。例如讀入一個 Unicode文字
檔，需要先讀入檔案前三個位元組所代表的排列方式定義資料以判別檔案是 big-endian 
UCS-2，little UCS-2還是 UTF-8，之後才能找出相對應的 Reader過濾器來解譯。或是
從網頁伺服器讀取網頁時，需要先讀標頭中的 Content-encoding定義以便找出正確的
Reader來讀取內文。又或是使用 DataOutputStream在網路上發送浮點數資料時讀取串接
於 DataOutputStream的 DigestOutputStream的 MessageDigest值。以上的狀況需要保存與
使用串接鏈上每個過濾器的參考，但無論如何都不應從串鏈最尾端之外的過濾器執行 
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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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緩衝區的串流

BufferedOutputStream類別將寫入的資料保存於緩衝區中（名為 buf的受保護位元組陣
列）直到緩衝區填滿或叫用 flush後才會整批送出給所連接的串流。寫入相同資料時，
一次寫多個位元組總是比多次寫一兩個位元組的效率要好。這在網路端的串流上會更明

顯，因為 TCP segment或 UDP packet有約 40個位元組的標頭成本，若一次發送一個位
元組，發完 1KB總共需要 40KB的網路流量，整批發送的話只要比 1KB多一點點的網
路流量。大多數的網卡與 TCP實作自行提供某種程度的緩衝機制，所以真正的流量沒有
這麼誇張。無論如何，使用緩衝處理網路輸出的效能會更好。

BufferedOutputStream以受保護的位元組陣列作為緩衝區。叫用串流的 read()時，它會
試著從緩衝區取得資料。只有在緩衝區沒有資料時才會像實際來源串流讀取資料，此時

它會從來源盡可能的多讀取些資料進緩衝區，不管後面的資料是否有立即的需要。沒有

被立即讀出緩衝區的資料會留著等後續的 read()取用。從本機硬碟讀取檔案時，大批
量的讀取與一次一個位元組的讀取速度幾乎是相同的，因此緩衝機制可大幅提昇效能。

網路連線的瓶頸多是網路速率而不是網卡或程式效能，所以效能提昇較不明顯。無論如

何，使用緩衝區沒有什麼壞處，且隨著網路速度加快將更為重要。

BufferedInputStream與 BufferedOutputStream各有兩個建構元：

public BufferedInputStream(InputStream in)
public BufferedInputStream(InputStream in, int bufferSize) 
public BufferedOutputStream(OutputStream out)
public BufferedOutputStream(OutputStream out, int bufferSize)

第一個參數是要被讀取或寫入的無緩衝來源，若有第二個參數則該參數指定緩衝區的位

元組數量。輸入串流預設的緩衝區大小是 2,048個位元組，輸出串流的的預設緩衝區大
小為 512個位元組。緩衝區理想的大小要看是哪一種串流而定，網路連線所需的緩衝區
應該要稍大於一般封包的大小，但這其實很難預測且不同網路與通訊協定也不相同。高

速網路傾向於使用較大的封包，但 TCP segment通常不會大於一個 KB。

BufferedInputStream並未宣告自有的新方法，它只有重新定義（override）InputStream
的方法。它也支援標記與重置。讀取多個位元組的 read()會不停的嘗試從來源串流讀取
資料以填滿指定的陣列，只有在指定的陣列被填滿，或遇到串流的盡頭，或來源串流斷

線的情況下才會返回程式執行。大多數的輸入串流並不是如此的運作，它們在返回程式

之前只會讀取一次來源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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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edOutputStream也沒有宣告自有的新方法。叫用它的 method跟叫用其他輸出串流
的 method的方式是一樣的，差別在於寫入動作會將資料暫存於緩衝區而不是立即寫入
目的地串流。因此有必要在需要將資料確實送出時執行 flush。

PrintStream
PrintStream類別是大部分程式設計員第一個遇到的過濾器串流，因為 System.out就是一
個 PrintStream。其他的輸出串流也可以透過下列兩個建構元串接列印串流：

public PrintStream(OutputStream out)
public PrintStream(OutputStream out, boolean autoFlush)

列印串流預設為需要明確 flush，但若 autoFlush參數設為 true，則會在每次寫入陣列或
換行或是叫用 println()時自動 flush。

除了一般的 write()，flush()與 close()之外，PrintStream還有九個過載 print()與十個
過載 println()：

public void print(boolean b) 
public void print(char c) 
public void print(int i) 
public void print(long l) 
public void print(float f) 
public void print(double d) 
public void print(char[] text) 
public void print(String s) 
public void print(Object o) 
public void println()
public void println(boolean b) 
public void println(char c) 
public void println(int i) 
public void println(long l) 
public void println(float f) 
public void println(double d) 
public void println(char[] text) 
public void println(String s) 
public void println(Object o)

每一個 print()將它的參數以如預期的樣式轉換型別為字串並以預設文字編碼寫入所串
接的輸出串流。println()執行同樣的動作，但還會在末尾加入平台使用的換行。Unix
（包括 Mac OS X）加入的是 \n，Mac OS 9加入的是 \r，Windows用的是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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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Stream是個麻煩，網路程式設計員應該像逃避瘟疫一樣的避開它！

問題在於 println()與執行平台有關。在不同平台上執行 println()有時會因 \n，\r，\
r\n造成換行混亂。輸出到 console時不會成為問題，但若是輸出到必須嚴格遵守通訊
協定的用戶端與伺服器時就會變成大災難。HTTP與 Gnutella等網路通訊協定規定行必
須以 \r\n結束，使用 println()會讓程式在 Windows上面跑沒問題，但在 Unix與 Mac
上面跑的時候發生錯誤。雖然許多伺服器與用戶端能夠容忍並正確處理錯誤的行結尾形

式，但總會有例外。

其次 PrintStream會以平台的預設文字編碼解譯字元，可能與伺服器及用戶端所預期的
不同。舉例來說，瀏覽器認為接收下來的 XML檔案編碼除非伺服器有另外指定，否則
應該是 UTF-8或 UTF-16。若是使用了 PrintStream，在美國版 Windows上執行的網頁
伺服器會回傳 CP1252編碼的檔案，而日本版則會回傳 SJIS編碼檔案，用戶端不一定能
正確解析不同的編碼。PrintStream不提供任何機制來改變文字編碼。這個問題可以由相
關的 PrintWriter類別處理，但麻煩還沒完。

第三個問題是 PrintStream會吃掉所有的例外。這使得 PrintStream非常適合寫 Hello 
World等級的教材範例，因為不用從一開始就介紹例外處理這種深入的概念。網路連
線比 console輸出不可靠的多，網路經常會因為塞車，線路問題，伺服器當機等狀況
導致不穩定。網路程式必須考慮到資料傳輸會有不預期的中斷干擾，解決的方式就是

例外處理程序。壞就壞在 PrintStream會攔截底層輸出串流所拋出的所有例外。注意
OutputStream的五個標準方法在 PrintStream中的宣告方式並沒有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abstract void write(int b)
public void write(byte[] data)
public void write(byte[] data, int offset, int length)
public void flush()
public void close()

PrintStream依賴過時且不合宜的錯誤旗標機制，若所串接的串流拋出例外，它會設定這
個旗標。程式設計員必須透過 checkError()檢查錯誤旗標：

public boolean checkError()

若要檢查處理 PrintStream所有的錯誤，每次叫用後都要明確的寫出檢查程序。此外，
一旦發生一個錯誤，旗標就無法重置回初始狀態，後續程式也就無法判別錯誤狀態。錯

誤也沒有提供說明資訊。總而言之，PrintStream根本就不適用於不可靠的網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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