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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所有的系統基本上都已經互相連接在一起，因此處理資料成為了網路開發的重

要課題。不管你是提供還是使用，網路服務在所有現代的、面向公眾開放的應用程式

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這本書正是要帶領你走到這個領域的最前端。我們會介紹各

種類型的服務 ── 從 RPC，到 SOAP，再到 REST ── 你會看到如何使用現成方法設計
出優秀的解決方案，以及實際應用中的 API範例。無論你是在兩個內部系統之間分享
資料，或是為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後端服務，還是純粹提供一個讓使用者能夠存取其資

料的 API，這本書都能夠全面性地幫助你：從技術層面囊括 HTTP、JSON和 XML等
範籌，到以全局視野指導你建構強健的服務。

為什麼我們會為這本書選擇 PHP？ PHP一直都是以「解決網路問題」為己任。而網路
服務正是這方面的「問題」，不論是呼叫外部的服務還是建立你自己的服務，PHP都能
幫你輕鬆解決。作為一門程式語言，PHP可以運行於眾多平台且支撐起超過半個網路
世界，所以無論你在哪裡，PHP都能為你服務。

這本書將從三大區塊帶你來瞭解網路服務領域所需要的全部知識。我們會先探討 HTTP
及其背後的原理，包括詳細講解請求／回應流程（request/response cycle）、HTTP請
求方法（HTTP verbs）、標頭（headers）與 Cookies。我們也有專門章節介紹 JSON和
XML：何時該選擇何者及如何在 PHP中處理這兩種資料格式。第二大區塊會進入 RPC
與 SOAP服務及 RESTful服務，我們會為你提供大量實作的建議，你也會學習到使用
各種工具與技術，處理幾乎所有與 HTTP相關的偵錯工作。最後，我們會探討一些更
廣泛的問題，包括高質量服務的設計，為應用程式選擇合適的服務，判斷如何讓服務

更加強健。另有一章專門討論錯誤處理及提供一些 API說明文件上的建議，包括為什
麼和如何建立 API說明文件。不論你是把這本書作為特定專案的參考，還是為了學習
這個領域的技術而閱讀，相信都能從中找到為你和你的專案帶來成功的要素。請盡情

享受此書！



第一章

HTTP

HTTP的全名是超文字傳輸協定（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整個網路（web）都是
建構在這個協定之上。每一次的HTTP傳輸都會包含請求（request）與回應（response）。
HTTP協定本身由多個部分組成：請求所指向的 URL、使用的請求方法（verb）、其他
標頭（headers）與狀態碼（status code），當然還有回應的內文（body），也就是我們在
瀏覽器上所看到的網頁。在之後章節中，我們會看到更多詳細的範例，現階段請記住請

求與回應，以及它們所包含的標頭與內文資料，是 HTTP的重要概念。 [page-1]

當我們瀏覽網站時，在理想的情況下，各個頁面之間的切換應該是順暢的。然而，背後

的運作情況卻是完全相反。在我們的瀏覽過程中，每點擊一個連結或進行其他導致瀏覽

器傳送請求的操作，就會有一系列的小「步驟」在背後悄悄執行著。每一步都是由一

組請求／回應組成；用戶端（通常是你的筆電或手機上的瀏覽器）向伺服器（server）
傳送一個請求，伺服器便會處理請求並將回應傳送回來。每一步皆是如此，用戶端

（client）傳送一個請求，然後伺服器傳回一個回應。

舉一個例子，請在你的瀏覽器輸入以下網址：http://lornajane.net，你會看到類似圖 1-1
的畫面；要嘛我們可以在這個頁面上找到我們想要的資訊，要嘛就是可以透過這個頁面

上的超連結到這個網站的其他頁面上繼續尋找。

這個網頁是作為 HTTP回應的內文傳送過來的，但這只占了故事的一半。當請求與回應
產生時，還有很多的事情在發生；我們來查看一下這個傳送到 http://lornajane.net（一
個普通的WordPress部落格）的請求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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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標頭：[page-2]

GET / HTTP/1.1
Host: www.lornajane.net
Connection: keep-alive
Cache-Control: no-cache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image/webp,*/ *;q=0.8
User-Agent: Mozilla/5.0 (X11; Linux x86_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sdch
Accept-Language: en-GB,en-US;q=0.8,en;q=0.6

請求內文：（GET請求不需要內文）

回應標頭：

HTTP/1.1 200 OK
Server: Apache/2.4.7 (Ubuntu)
X-Powered-By: PHP/5.5.9-1ubuntu4.6
X-Pingback: http://www.lornajane.net/xmlrpc.php
Expires: Wed, 11 Jan 1984 05:00:00 GMT
Cache-Control: no-cache, must-revalidate, max-age=0
Content-Encoding: gzip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Content-Length: 8806
Date: Tue, 15 Sep 2015 08:43:54 GMT
X-Varnish: 612483212
Age: 0
Via: 1.1 varnish

回應內文（部分刪除）：

<!DOCTYPE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
    <meta name="bitly-verification" content="ff69fb2e45ef"/>
    <title>Home - LornaJaneLornaJane | Lorna Jane Mitchell&#039;s Website</title>
    <link rel="shortcut icon" href="http://www.lornajane.net/wp-content/themes/lj/
    images/favicon.ico">

    ... （以下刪除）

正如你所見，有很多有用的資訊透過 HTTP進行交換，而這些資訊在平常使用瀏覽器的
過程中是看不到的。瀏覽器知道如何處理請求與回應的標頭，使得使用者可以忽略它們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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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lornajane.net的首頁

理解 HTTP與網路服務的關鍵是要明白用戶端和伺服器是分開的，以及請求和回應是如
何運作的。以下範例是當我們用 Google搜尋 kittens時的情形：[page-3]

1.  我們向 http://www.google.com 傳送一個請求，而回應會包括一個帶有地理位置
（Location）的標頭和一個 301狀態碼，將我們帶到一個地區性搜尋頁面，對我來
說，這會是 http://www.google.co.uk。

2.  瀏覽器會遵從重新導向（redirect）指示（不需使用者確認，瀏覽器預設會自動遵從重
新導向），向 http://www.google.co.uk傳送一個請求，然後收到帶有搜尋框的頁面
（不妨看看這一頁的程式碼；有很多事情在發生喔！）。我們在搜尋框輸入關鍵字

並點擊搜尋。

3.  我們向https://www.google.co.uk/search?q=kittens（還有其他的參數）傳送了一個請求
並收到一個回應，當中包含了搜尋結果。

第一章：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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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中問號（?）之後的部分稱為「查詢字串（query string）」，這是 
 向特定 URL或端點（endpoint）傳遞附加資料的一種方法。

在這個範例中，所有的請求都是以回應使用者操作的方式在瀏覽器中產生，雖然當中有

些是在背後運作的，像是重新導向或請求額外的靜態檔案（assets）。所有的靜態檔案，
像是圖像、樣式表等，都是透過獨立的請求取得的。非同步（asynchronously）載入（例
如透過 JavaScript）的內容也會建立更多的請求。當我們處理 API的時候，會更加貼近
請求並且更加主動地建立請求，但當中的原理跟我們請求基本的網頁是一樣的。如果你

已經在製作網站，那麼你就具備了建構網路服務所需的知識。[page-4]

用戶端和伺服器

前面我們討論了用戶端和伺服器之間的請求與回應。當我們用 PHP來製作網站時，PHP
的部分永遠都在伺服器這邊。但當處理 API的時候，我們會用 PHP來建構伺服器，同
時也從 PHP呼叫 API。這就是容易使人混亂的地方。我們既可以用 PHP來建立一個用
戶端，也可以建立一個伺服器，而請求與回應可以是傳入或傳出的，甚至兩者並存。

當我們建構一個伺服器時，使用的方法跟建設網頁差不多。一個請求傳入，我們用 PHP
來判斷請求的內容並產生正確的回應。例如，假設我們要為客戶建立一個 API，讓他們
能夠透過程式從 API取得訂單的更新，這時候就要建構一個伺服器。

使用 PHP去呼叫 API就意味著我們要建立用戶端。我們的 PHP應用程式透過 HTTP向
外部的網路服務傳送請求，然後按照實際情況處理送回來的回應。一個抓取你最近的推

文（tweets）並顯示出來的腳本程式，就是一個用戶端的例子。

一個應用程式同時作為用戶端和伺服器的情況並不少見，如圖 1-2所示，一個應用程式
接收到一個請求後，呼叫其他的服務以取得所需的資訊並用以產生回應，這個應用程式

就同時是一個用戶端和伺服器。

當你和一個既提供 API又呼叫 API的應用程式打交道時，請注意變數的

命名，建議你加入「request」關鍵字以避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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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網頁應用程式作為使用者的伺服器，同時也作為使用者存取其他 API

建立 HTTP請求
為了與網路服務協作，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理解 HTTP的工作原理是很重要的。在本節
中，我們將討論操作 HTTP的三種常用方法：[page-5]

 y 使用命令行工具（command-line tool）

 y 使用瀏覽器工具

 y 使用 PHP本身

我們也將在第 10章看到專門為檢查和偵錯（debugging）HTTP而設計的工具。

本範例使用一個可以記錄所收到之請求的網站（http://requestb.in），這很適合用於探討
不同的 API請求在伺務器的眼裡是怎樣的。要使用它，請打開該網站並建立一個新的
「請求容器（request bin）」。你將獲得一個允許你傳送請求的 URL並被重新導向到另
一個頁面，該頁面上會顯示著這個容器所收到的全部請求歷史。這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工

具，不僅僅用於教授 HTTP，也用在實際建立和測試用戶端 API的時候。

還有一些其他類似的的工具，在進行測試時可能會滿有用。不妨嘗試一下：

 y 被保留的端點（http://example.com、http://example.net 和 http://example.org）由網
際網路號碼分配局（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成立（http://www.iana.
org/domains /special）。

 y HTTPResponder（http://httpresponder.com）是一個類似的工具，它放在 GitHub上，
所以你可以自行託管或修改它。

請求

請求

請求
回應

回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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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httpbin.org列出了一些具有特定行為的端點。

在 http://requestb.in 註冊自己的端點，並用它代替下面範例中的 http://requestb.in/
example。

命令行 HTTP

cURL（http://curl.haxx.se）是適用於所有平台上的命令行工具。它允許我們傳送任何
能想像到的網路請求，還可以重複這些請求，並詳細觀察哪些資訊在用戶端和伺服器之

間進行了交換。事實上，本章開頭的示範輸出正是由 cURL產生的。它是一款用於查探
網路請求運作情況的優秀且快速的工具，特別是用於處理不是發生在瀏覽器當中的情況

或是當你需要更具體地描述請求該如何傳送的時候。PHP當中也有 cURL的延伸函式庫
（extension）；我們將在第 12頁「使用 PHP操作 HTTP」的部分再作介紹，本節是關於
命令行工具。[page-6]

最基本的 cURL請求如下：

curl http://requestb.in/example

我們可以控制傳送請求的各個方面；這裡會概括一些最常用的功能，並於整本書中都會

使用到，以說明和測試出現的各個 API。

如果你之前架設過網站，就已經從建立Web表單的部分知道了 GET和 POST請求的區別。
改變 GET、POST及其他 HTTP請求方法是透過 -X選項（switch）來完成，所以一個 POST
請求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具體指定：

curl -X POST http://requestb.in/example

GET、POST等請求方法有其專用選項，但一旦你開始使用到更多的請求方法，全部用 -X
來指定會比較容易。

為了獲得除了內文之外的更多資訊，可以使用 -v選項，因為這會顯示所有資訊：請求
標頭、回應標頭和完整的回應主體！雖然它會把回應拆開，將標頭資訊送到 STDERR，
而內文資訊則送到 STDOUT：

$ curl -v -X POST http://requestb.in/example -d name="Lorna" -d
email="lorna@example.com" -d message="this HTTP stuff is rather excellent"
* Hostname was NOT found in DNS cache
*   Trying 54.197.228.184...
* Connected to requestb.in (54.197.228.184) port 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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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example HTTP/1.1
> User-Agent: curl/7.38.0
> Host: requestb.in
> Accept: */*
> Content-Length: 78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 upload completely sent off: 78 out of 78 bytes
< HTTP/1.1 200 OK
< Connection: keep-alive
* Server gunicorn/19.3.0 is not blacklisted[page-7]
< Server: gunicorn/19.3.0
< Date: Tue, 07 Jul 2015 14:49:57 GMT
<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 Content-Length: 2
< Sponsored-By: https://www.runscope.com
< Via: 1.1 vegur
<
* Connection #0 to host requestb.in left intact

在使用 cURL時，當回應比較長的時候，要找到特定的一段資訊是很困難的。為了解決
這個問題，cURL可以和其他工具，像是 less或 grep配合使用；然而，當 cURL不是
輸出到終端（terminal）時，它會顯示一個進度輸出條（progress output bar），這會使其
他工具（和人）感到困惑。要取消進度條，可以使用 -s選項（但請注意，它也會隱藏
cURL的錯誤）。更好的辦法是結合使用 -s與 -v來產生輸出，並將輸出送至 less這類
的分頁工具（pager），以便詳細查閱，請使用如下指令：

curl -s -v http://requestb.in/example 2>&1 | less

額外的 2>&1選項是要把 STDERR輸出傳送到 STDOUT，讓你同時看到標頭和內文；在
預設情況下，less只能看到 STDOUT。有了上面的命令，你可以在一個允許你對輸出
進行搜尋及上下換頁的分頁工具中看到標頭和內文、請求和回應的全部細節。

一般與網路協作，特別是與 API，就是和資料打交道。cURL讓我們以好幾種不同的方
式進行。最簡單的方法是使用 -d選項，用一個包含了鍵／值組合的請求來傳送資料，
就如同在網路上提交表單。有多少的欄位（field）就要使用多少次這個選項。要像填了
網路表單那樣傳送一個 POST請求，我可以用 curl指令如下：

curl -X POST http://requestb.in/example -d name="Lorna"
-d email="lorna@example.com"
-d message="this HTTP stuff is rather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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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以不同格式來接收資料；有時資料不能作為表單以 POST傳送，而必須以 JSON或
XML之類的格式。這本書有專門的章節討論那些格式，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要用正確
的格式整理好資料，再用 cURL傳送。我們可以通過命令行傳遞一個字串，而不是一個
鍵／值組合給一個 -d選項，或者我們可以把它放到一個檔案裡，並要求 cURL使用該
檔案，而不是一個字串（這對於那些在命令行輸入會很長同時又會重複用到的請求來說

非常方便）。如果你運行前面的請求並進行檢查，將會發現它的內文是這樣傳送：

name=Lorna&email=lorna@example.com

我們可以用這個內文資料作為把檔案內容當作請求內文的一個範例。把這些資料儲存在

一個檔案中，然後在檔案名稱前面加一個 @符號作為一個 -d選項用於 cURL：

curl -X POST http://requestb.in/example -d @data.txt

使用 HTTP的延伸功能要求具備和各種標頭協作的能力。cURL允許發送任何所需的標
頭（這就是為什麼，從安全角度來看，標頭是不可信的！），只要使用 -H選項，加上完
整標題就可以傳送。以下命令設置 Accept標頭以請求 HTML回應：[page-8]

curl -H "Accept: text/html" http://requestb.in/example

從 cURL換到其他的工具之前，讓我們再看一個特性：如何處理 Cookie。在第 4章會詳
細地介紹 Cookie，但現在我們需要知道 Cookie儲存在用戶端並與請求一起傳送，而且
伴隨著每一個回應都有可能接收到新的 Cookie。Cookie與請求一起傳送是瀏覽器的預
設行為，但在使用 cURL的時候，我們需要手動要求儲存回應中的 Cookie，然後用於下
一個請求。儲存 Cookie的檔案稱為「cookie jar（餅乾罐）」；顯然，即使是 HTTP宅男
也是有幽默感的。

透過一個請求來接收和儲存 Cookie：

curl -c cookiejar.txt http://requestb.in/example

至此，cookiejar.txt包含著從回應中傳回的 Cookie。該檔案是一個文字檔案，瀏覽器儲
存這些資訊的方式是非常相似的；這些資料僅僅是文字。你可以隨意在喜歡的文字編輯

器打開此文件；用任何你認為合適的方式進行修改（這再次提醒你為什麼信任外界的資

訊是一個壞主意，它可能已經被更改），然後在下一個請求將它傳送到伺服器。要發送

cookie jar，不論有沒有修改過，請使用 -b選項並指示到哪個檔案找 Cookie：

curl -b cookiejar.txt http://requestb.in/example

為了捕捉 Cookie並在每個請求重新發送，可以同時使用 -b和 -c選項，為這兩個選項指
定同一個 cookiejar檔案。這樣一來，所有傳入的 Cookie都會被捕獲並送到一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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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任何後續請求中發送回伺服器，表現得跟瀏覽器的情況一樣。如果你想用 cURL
測試一些需要登入之類的東西，這種方法就很有用。

另一個非常值得一提的命令行工具是 HTTPie（http://httpie.org），號稱是為人類設計的
類似 cURL的工具。它有許多不錯的功能，你會覺得很有用，像是語法醒目標示。讓我
們來看看一些在 cURL操作過的請求範例。[page-9]

你可能會先注意到（如圖 1-3）HTTPie提供了更多的輸出內容。

圖 1-3  使用 cURL和 HTTPie發送一個簡單 GET請求

你可以用 --print或 -p選項來控制 HTTPie的輸出，傳遞 H以查看請求標頭，而 B可以
看到請求內文，h可以看到回應標頭，或是用 b看回應內文。這些選項可以用任何你喜
歡的方式進行組合而預設是 hb。要得到和 cURL預設相同的輸出，可以使用 b選項：

http -p b http://requestb.in/example

HTTPie會嘗試猜測每一個跟在 URL後面的附加項目是一個欄位、標頭或其他東西。這
可能讓人感到困惑，但一旦你習慣之後，用起來就會十分快速。以下是一個模仿提交表

單的方式，用 POST傳送資料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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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 -p bhBH -f http://requestb.in/example name=Lorna email=lorna@example.com 
message="This HTTP stuff is rather excellent"

POST /example HTTP/1.1
Accept: */*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80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8
Host: requestb.in
User-Agent: HTTPie/0.8.0
name=Lorna&email=lorna%40example.com&message=This+HTTP+stuff+is+rather+excellent

HTTP/1.1 200 OK[page-10]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2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Date: Tue, 07 Jul 2015 14:46:28 GMT
Server: gunicorn/19.3.0
Sponsored-By: https://www.runscope.com
Via: 1.1 vegur

ok

添加標頭的方式也很相似；HTTPie能找到參數中的 :並將之當作標頭。例如，傳送一
個 Accept標頭：

$ http -p H -f http://requestb.in/example Accept:text/html

GET /149njzd1 HTTP/1.1
Accept: text/html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8
Host: requestb.in
User-Agent: HTTPie/0.8.0

選擇 cURL 或 HTTPie 取決於你的個人喜好；它們都值得一試，並且都是對於操作
HTTP非常有用的工具。

瀏覽器工具

所有最新版本的現代瀏覽器（Chrome瀏覽器、Firefox瀏覽器、Opera瀏覽器、Safari瀏
覽器、IE瀏覽器）都有內建的工具或可用的擴充功能來幫助檢查正在傳輸的 HTTP，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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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簡單的服務，你會發現使用瀏覽器工具操作 API是一種平易近人的方式。不同瀏覽器
之間的工具會有所不同，且都在不斷更新，以下這幾點可以給你一些基本的概念。

在 Firefox瀏覽器中，這個功能是由開發人員工具欄（Developer Toolbar）和各種的外
掛（plugin）提供。許多網路開發人員都熟悉 FireBug（http://getfirebug.com），它確實
有一些好用的工具，但還有一個內建的工具專門告訴你瀏覽器建立的所有請求標頭：

LiveHTTPHeaders（http://livehttpheaders.mozdev.org）。透過它，我們可以觀察到每個請
求的全部細節，如圖 1-4所示。

圖 1-4  LiveHTTPHeaders中顯示 HTTP細節

所有瀏覽器都提供一些方法來檢查和修改特定站點的 Cookie。例如在 Chrome瀏覽器
中，該功能由「Edit This Cookie」及其他類似的擴充功能提供。它會顯示現有的 Cookie
讓你編輯和刪除，而且還允許添加新的 Cookie。你可以瞭解一下最喜歡的瀏覽器上的工
具並觀察最常瀏覽的網站所傳送的 Cookie。[page-11]

有時，需要向一個請求添加額外的標頭，例如傳送驗證（authentication）標頭，或是特
定的標頭用以指示我們想要一些額外的偵錯服務。一般情況下，cURL是最適合這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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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工具，但也可以將標頭添加到瀏覽器中。不同的瀏覽器有不同的工具，在 Chrome
瀏覽器中可以嘗試一款名為 ModHeader的擴充功能，如圖 1-5所示。

圖 1-5  Chrome當中的 ModHeader

使用 PHP操作 HTTP

對於 PHP有不止一種處理 HTTP請求的方式，相信你不會覺得奇怪，並且每個框架也會
提供自己額外的方法。本節重點在純 PHP並著眼於使用三種不同的方式操作 API  ：

 y PHP的 cURL延伸函式庫（通常存在於 PHP當中，有時需要透過一個額外的軟體
包）

 y PHP內建的串流處理（stream-handling）功能 [page-12]

 y Guzzle（一個 PHP函式庫）

在本章前面的部分，我們討論了一個稱為 cURL的命令行工具（請參閱第 6頁的「命令
行 HTTP」）。PHP有自己的 cURL封裝（wrapper），所以我們可以在 PHP中使用相同
的工具。一個簡單的 GET請求如下：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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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 "http://www.lornajane.net/";
$ch = curl_init($url);

curl_setopt($ch, CURLOPT_RETURNTRANSFER, true);
$result = curl_exec($ch);
curl_close($ch);

前面的範例是最簡單的形式；先設定 URL，向該位置傳送請求（預設情況下這是一個
GET請求），並捕捉輸出。請注意 curl_setopt()的使用；這個功能是用來設置 cURL的
各種不同的處理選項，它在 http://php.net上有著出色而全面的說明文件。在這個範例
中，它被用來設定 CURLOPT_RETURNTRANSFER選項為真，這將導致 cURL 傳回 HTTP請求
的結果而不是輸出它們。你想要輸出回應的情況並不多，所以該標誌（flag）是非常有
用的。[page-13]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延伸函式庫，發送各種 HTTP請求，包括傳送自訂標頭、傳送內文資
料，並使用不同的請求方法來傳送我們的請求。看看下面這個範例，為使用 POST請求
傳送一些 JSON資料和 Content-Type標頭：

<?php

$url = "http://requestb.in/example";
$data = ["name" => "Lorna", "email" => "lorna@example.com"];

$ch = curl_init($url);
curl_setopt($ch, CURLOPT_POST, 1);
curl_setopt($ch, CURLOPT_POSTFIELDS, json_encode($data));

curl_setopt($ch, CURLOPT_HTTP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curl_setopt($ch, CURLOPT_RETURNTRANSFER, true);
$result = curl_exec($ch);
curl_close($ch);

同樣的，curl_setopt()是用來控制我們傳送之請求的各種設定。在這裡，一個 POST
請求的 CURLOPT_POST選項被設定為 1，並把要傳送的資料作為陣列傳遞給 CURLOPT_
POSTFIELDS選項。我們還設定了 Content-Type標頭，它指示伺服器將會傳入什麼格式
的內文資料；在第 3章會詳細介紹不同的標頭。

PHP的 cURL延伸函式庫不是容易使用的介面（interface），雖然它的優勢在於非常容易
取得。另一個在 PHP中始終可以用來建立 HTTP請求的好方法是使用 PHP檔案操作功
能的串流處理能力。其最簡單的形式，也就是說，如果啟用了 allow_url_fopen選項（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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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手冊（http://bit.ly/php-allow_url_fopen）），就可以使用 file_get_contents()建立請
求。最簡單的範例就是以本地檔案的方式來建立 GET請求和讀取回應內文：

<?php

$result = file_get_contents("http://www.lornajane.net/");

我們可以利用 PHP能夠處理各種不同協定（HTTP、FTP、SSL等）和串流檔案的優勢。
簡單的 GET請求很容易，但對於更複雜的東西呢？以下這個範例和前面的範例一樣，傳
送了一個帶有 JSON資料和標頭的 POST請求，它演示出如何從不同面向來使用串流功
能：[page-14]

<?php

$url = "http://requestb.in/example";
$data = ["name" => "Lorna", "email" => "lorna@example.com"];

$context = stream_context_create[[
    'http' => [
       'method' => 'POST',
       'header' =>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ontent' => json_encode($data)
 ]
]];

$result = file_get_contents($url, false, $context);

選項是我們建立的執行環境（context）的一部分，而執行環境會決定請求該如何運作。
接著，PHP打開串流時，它利用給予的資訊決定如何正確地處理串流，包括傳送特定的
資料並設定正確的標頭。

我要介紹使用 PHP操作 HTTP的第三種方式是 Guzzle（http://guzzlephp.org），這是一
個 PHP函式庫（library），它具有優異的 HTTP處理功能，你可以把它導入自己的專
案。它可以通過 Composer（http://getcomposer.org）安裝，若你不使用 Composer，也可
以從 GitHub下載其程式碼並手動將它加到專案中（這裡的範例使用第 6版的 Guzzle）。

為了完整起見，讓我們也來看一個做出同樣的 POST請求的範例，但這次使用 Guzzle：

<?php

    require "vendor/autoload.php";



建立 HTTP請求 | 15 

    $url = "http://requestb.in/example";

    $data = ["name" => "Lorna", "email" => "lorna@example.com"];

    $client = new \GuzzleHttp\Client();

    $result = $client->post($url, ["json" => $data]);

    echo $result->getBody();

Guzzle函式庫是物件導向的，它具有出色的說明文件（http://docs.guzzlephp.org），請
參考說明文件並隨意地延伸這個範例。前面的範例中，首先導入了 Composer的自動載
入器（autoloader），因為這是我安裝 Guzzle的方法。然後，它初始化了請求將前往的
URL和將要傳送的資料。在使用 Guzzle建立請求之前，一個用戶端（client）會被初始
化，此時，你可以對整個用戶端設定各種配置以應用到所有的請求，或是僅對個別請求

進行設定。這裡我們只是傳送一個 POST請求，並使用 json這個設定縮寫，如此一來，
Guzzle會對 JSON進行編碼並設定正確的標頭。要查看實際運作情況，你可以執行這個
範例，然後瀏覽你的 http://requestb.in頁面觀察請求到達的模樣。[page-15]

正如你所看到的，處理 HTTP有各種各樣的選擇，無論是透過 PHP還是命令行，而它
們全部都會在這本書中用到。這些方法都是希望使 PHP更容易使用，但如果你使用框
架（framework），它可能會提供一些類似的功能；所有的框架都會至少封裝其中一種
方法，所以瞭解這些封裝底下發生的事情也是很有用的。嘗試過不同的範例後，正常來

講，你會選擇其中之一作為最常用的工具；它們都可以完成同樣的任務，你的選擇取決

於個人喜好和哪些工具存在於你的平台上（或可取得）。大部分專案我會使用串流，如

果需要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我會用 Guzzle，因為它有很多的設定，很容易建立請求的各
個部分，而且當你回頭再看的時候，還能理解程式碼的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