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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动态代理实现网上考试系统的
＊
访问控制机制
□雷 芸 １，刘 恒 ２
（１．广西民族大学 预科教育学院 助教，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６）
（２．玉林师范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助教，广西 玉林 ５３７０００）
【摘 要】结合玉林师范学院远程教育项目的研究工作，分析了网上考试系统的架构与安全性
需求，研究了该系统的访问控制，并以 ＪＡＶＡ 的动态代理为设计模式，给出了一套关于认证和授权
的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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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ｘａ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ｘｙ
ＬＥＩ Ｙｕｎ１，ＬＩＵ Ｈｅｎｇ２
（１．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Ｄｅｔ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５３０００６）
（２．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Ｙｕｌ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ｕ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５３７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ＹｕＬｉｎ Ｎｏｒ－
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ｘａ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ｒｅｑ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ｘｙ ｉｎ ＪＡＶＡ，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ｏｆ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ｘａ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ｘｙ；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上考试系统是远程教育支持系统的一个
重要子系统，是以组织客观、公正、科学
合理的考试为目的的标准化考试系统．
该子系统由在线考试、考试管理、题库录入三个部
分组成，可实现题库管理、组卷、报名及审核、考试
控制、考试监督、在线考试、评分阅卷、信息查询等
功能，学员通过网上报名参加网上测验考试，评分
阅卷等由系统自动完成．该子系统的建设，对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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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育支持系统实现学生学习管理与考核的功能，
将发挥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１ 网上考试系统的架构与安全性
分析
系统采用 Ｂ／ Ｓ 与 Ｃ／ Ｓ 相结合的架构模式，考试
报名、考试实现、及考试成绩查询可由各考试机浏
览器完成；考生考试过程中下载试题到本地机，答

雷

芸，刘

恒

用动态代理实现网上考试系统的访问控制机制

案暂存于本地机；报名信息审核、题库管理、组卷、
３ 网上考试系统的认证机制实现
考试控制、系统评分等核心业务逻辑由 ＷＥＢ 服务
认证是验证网上考试系统用户身份的过程，授
器（考试中心服务器）完成．
权是根据请求用户的身份允许访问或操作某些对
由于考试系统的特殊性，安全性显得格外重 象的过程．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没有授权，就无需
要．网上考试系统从考生登陆（注册）到参加考试， 知道用户的身份．没能认证，就不可能区分可信和
到查询考试成绩全面采用 ２５６ 位的数据加密技术． 不可信用户，更不可能安全地授权访问许多系统部
另外在考生考试模块的设计中，采用大量的安全技
术，例如：禁止刷新，禁止查看源代码，考试结束自
动交卷，不能用同一用户名多次同时登陆等等．
网上考试系统中区分管理员、教师和考试者这
三种角色，管理员负责通过学生注册、分配教师帐
号并维护题库，教师权限负责设定有关考试环境的
各项参数并可以更新题库；而考生注册后通过才可
参加考试，并且对试题只有读的权限，但在答题区
有写的权限，对暂存于本地机的答案则不可访问．
网上考试系统必须正确认证各用户的身份，在严格
区分各用户的权限的基础上对用户进行正确的授
权管理．运用动态代理来实现上述目标是一个可行
的选择．

２ 代理与动态代理
代理（Ｐｒｏｘｙ）是 ＪＡＶＡ 的一种设计模式， 它的定
义是：为其他对象提供一种代理以控制对这个对象
的访问． 即在出发点到目的地之间有一道中间层，
意为代理．使用 Ｐｒｏｘｙ 的目的主要有两个：１．认证授
权机制 不同级别的用户对同一对象拥有不同的访
问权利，如在网上考试系统中，有管理员、教师和考
试者这三类人，就可以使用 Ｐｒｏｘｙ 进行授权机制控
制，控制这三种用户对论坛的访问权限．２．某个客户
端不能直接操作到某个对象，但又必须和那个对象
有所互动，如在网上考试系统中，考生不能直接访
问题库、卷库，而是通过访问考试过程中所使用的
ＷＥＢ 数据库服务器来与题库互动．
通过代理模式对类进行权限控制访问．这是代
理模式的一个主要用处，要为每个类实现一个
Ｐｒｏｘｙ 类，这样带来了很多 Ｐｒｏｘｙ 类，非常琐碎，从
Ｊａｖａ １．３ 开始， Ｓｕｎ 提供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ｘｙ ＡＰＩ，Ｊｄｋ１．
３ 开始支持动态代理类，这种类可以实现在运行时
指定的一组接口．对代理类的方法调用，被分配给
调用处理程序，而调用处理程序是在代理类生成的
时候指定的．动态代理为 Ｊａｖａ 开发人员提供了许多
有意义的解决方案，采用动态代理模式，可以方便而
有效地实现网上考试系统的访问控制机制．

分．利用网上考试系统进行测验考试过程中任何一
个关键环节均需要对考生进行身份验证．使用动态
代理方法，所有的验证逻辑对于代理的客户，都是
透明的．因此，验证方案应当会非常简单，而且验证
逻辑与应用程序的核心业务逻辑中完全没有耦合，
还带来了可以重用、可以配置的验证代码．
３．１ 调用处理程序类是处理所有数据验证逻辑
的地方． 下面的程序片段显示了一个调用处理程
序，它没有绑定到任何具体的对象，这样就能把它
用于网上考试系统中任何需要被验证的对象．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 ｎｕｌ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ｎｄｌ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ｌｅ－
ｇａｔｅ） ｛
ｔｈｉｓ．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ｖｏｋ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ｘ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ｒｇｓ）
ｔｈｒｏｗｓ Ｔｈｒｏｗａｂｌ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ｂｊｅｃｔ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ｐｒｏｘｙ，
ｍｅｔｈｏｄ．ｇｅｔＮａｍｅ（）， ａｒｇｓ）；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ｔＶａｌ ＝ ｎｕｌｌ；
ｔｒｙ ｛
ｒｅｔＶａｌ ＝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ｖｏｋｅ（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ａｒｇｓ）；
｝ ｃａｔｃｈ （Ｉ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ｔｅ） ｛
ｔｈｒｏｗ ｉｔｅ．ｇｅｔＴａｒｇｅｔ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
ｒｅｔｕｒｎ ｒｅｔＶａｌ；
｝
３．２ 这一步把业务对象实现指定给调用处理程
序的构造函数．由于验证逻辑是在调用处理程序中
处理的，因此下面的程序片段采用不受验证限制的
方式实现 Ｕｓｅｒ 接口．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 ｎｕｌ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 ｎｕｌ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ｒｉｎｇ ｇｅｔ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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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 ｖｏｉｄ ｓｅｔＵｓｅｒｎａｍｅ（Ｓｔｒｉｎｇ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
ｔｈｉｓ．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ｒｉｎｇ ｇｅｔ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ｏｉｄ ｓｅｔ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ｔｒｉｎｇ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
ｔｈｉｓ．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
３、下面的程序片段显示了如何为 Ｕｓｅｒ 接口建
立动态代理（用 ｅｘａｍ 实现类），同时通过调用处理
程序传递所有的方法调用．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ａｔｉｃ Ｕｓｅｒ ｃｒｅａｔｅ（） ｛
ｒｅｔｕｒｎ （Ｕｓｅｒ）Ｐｒｏｘｙ．ｎｅｗＰｒｏｘｙ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ｒ．ｃｌａｓｓ．
ｇｅｔＣｌａｓｓＬｏａｄｅｒ（），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 ［］ ｛Ｕｓｅｒ．ｃｌａｓｓ｝，
ｎｅ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ｎｄｌｅｒ（ｎｅｗ Ｅｘａｍ（）））；
｝
动态代理类给了开发者一种以统一方式方便
地处理任何方法上的验证途径，因而适用于网上考
试系统中对考生严格的身份验证．

４ 网上考试系统的授权机制实现
当一个用户经过上一节所描述的认证过程并
ｌｏｇｉｎ 后，系统就要在内存中为其建立相应的授权
访问机制，使用动态 Ｐｒｏｘｙ 与 ｊａｖ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ｌ 的 Ａ－
ＣＬ 相结合的机制，可以灵活地实现粗粒度和细粒
度的双重授权控，从而建立一个安全授权系统．授
权步骤如下：
４．１ Ｊａｖａ ａｃｌ 开始第一步是建立一个主体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ａｌ，设网上考试系统某用户 Ｓｔｕｄｅｎｔ 是主体的拥
有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ｎｅｗ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ａｌＩｍｐｌ（＂Ｓｔｕｄｅｎｔ＂）；
４．２ 网上考试系统程序从数据库中取出其权限
数据 （即取出用户和被访问对象之间的权限关系，
这种权限关系可能不只一个，将其打包在 Ｈａｓｂｔａｂｌｅ
中） 建立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这里使用 Ｆｅａｔｕｒｅ 继承了 Ｐｅ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在 Ｆｅａｔｕｒｅ 中定义了有关权限的细节数据
（如读或写）．
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ｌｏａ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Ｕｓｅｒ （ｓＡｐｐ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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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 ｓＵｓｅｒＩＤ）；
４．３ 创建一个用户对象
Ｕｓｅｒ ｕｓｅｒ ＝ ｎｅｗ ＵｓｅｒＩｍｐｌ （ｓＵｓｅｒＩＤ， ｎｅｗ
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 ）；
４．４ 为这个用户创建一个活动的 ａｃｌ ｅｎｔｒｙ，并遍
历 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将其中多种权限加入：
ＡｃｌＥｎｔｒｙ ｎｅｗＡｃｌＥｎｔｒｙ ＝ ｎｅｗ ＡｃｌＥｎｔｒｙＩｍｐｌ（ ｕｓ－
ｅｒ）；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ｇｅｔ（ｋｅｙＮａｍｅ）；
ｎｅｗＡｃｌＥｎｔｒｙ．ａｄｄ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
．．．．
最后加入主体拥有者 Ｓｔｕｄｅｎｔ，一个 ＡＣＬ 安全
体系就已经建立完成．当系统要检验某个用户是否
拥有某个权限，如读的权限时，只要使用 ａｃｌ．ｃｈｅｃｋ－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ｕｓ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即可
有了 ＡＣＬ 机制后，就可以在网上考试系统中
使用动态 Ｐｒｏｘｙ 模式来对具体对象或方法进行控
制，比如，对某次考试的考卷中的题目，考生 可 以
读，教师和管理员可以进行改动（这些权限已经在
上面 ＡＣＬ 里部署完成），使用动态 ｐｒｏｘｙ＋ ａｃｌ 就可以
实现很好的细粒度控制．
为了使动态 Ｐｒｏｘｙ 能够工作，首先必须有一个
Ｐｒｏｘｙ 接口，还要有一个继承 Ｉ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ｎｄｌｅｒ 的
Ｐｒｏｘｙ 类．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ｌａｓｓ ＥｘａｍＰｒｏｘ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ｎｄｌｅｒ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ａｍ ｅｘａ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ａｔ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ｎｅｗ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 ｅｘａｍ，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ｒｏｘｙ．ｎｅｗＰｒｏｘｙ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ｇｅｔＣｌａｓｓ （）．ｇｅｔ－
ＣｌａｓｓＬｏａ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ｎｅｗ ＥｘａｍＰｒｏｘｙ（ｅｘａｍ））；
｝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ａｍＰｒｏｘｙ（Ｅｘａｍ ｅｘａｍ）
｛
ｔｈｉｓ．ｅｘａｍ ＝ ｅｘａｍ；
｝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ｖｏｋ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ｘ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ｍ， Ｏｂ－
ｊｅｃｔ［］ ａｒｇｓ） ｔｈｒｏｗｓ Ｔｈｒｏｗａｂｌｅ
｛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ｔ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Ｎａｍｅ ＝ ｍ．ｇｅｔＮａｍｅ（）；

雷

芸，刘

ｉｆ （ｍｅｔｈｏｄＮａｍｅ．ｓｔａｒ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ｔ＂））
｛

恒

用动态代理实现网上考试系统的访问控制机制
询、修改、新增、删除方面的授权都可以用动态代理
方便地实现，例如考生只能在某时间以前运行答题
的模块功能（考试结束不能再答题），某教师只能修
改题库中的填空题或选择题，某管理员可以修改发
布某些考试信息，等等．

ｉｆ （！ａｃｌ．ｃｈｅｃｋ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ｕｓｅｒ， ＂ｒｅａ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ｎｕｌｌ；
Ｓｔｒｉｎｇ ｎａｍｅ ＝ ｍｅｔｈｏｄＮａｍｅ．ｓｕｂｓｔ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Ｎａｍ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ｇｅｔ＂）＋ ３）；
ｒｅｔｕｒｎ ｅｘａｍ．ｇｅｔ（ｎａｍｅ）；
｝
５ 总结
ｅｌｓｅ ｉｆ （ｍｅｔｈｏｄＮａｍｅ．ｓｔａｒ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ｔ＂））
动态代理比代理模式更加简洁和抽象，使用动
｛
态代理将使得调用者无需指定被调用者的代理类，
ｉｆ （！ａｃｌ．ｃｈｅｃｋ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ｕｓｅｒ， ＂ｗｒｉｔ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ｎｕｌｌ；
这是动态代理区别代理模式的本质．动态代理这一
Ｓｔｒｉｎｇ ｎａｍｅ ＝ ｍｅｔｈｏｄＮａｍｅ．ｓｕｂｓｔｒｉｎｇ（
优势，又可以体现在另外一句话语上：动态代理拦
ｍｅｔｈｏｄＮａｍ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ｅｔ＂）＋ ３）；
截了调用者对被调用者的调用．使用动态代理实现
ｅｘａｍ．ｐｕｔ（ｎａｍｅ， ａｒｇｓ［０］）；
网上考试系统中认证、授权等访问控制功能，带来
ｒｅｔｕｒｎ ｎｕｌｌ；
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安全性．
■
｝
ｅｌｓｅ ｉｆ （ｍｅｔｈｏｄＮａｍｅ．ｓｔａｒｔｓＷｉ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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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只是对信息的读、写进行简单的权限控
制，除此之外，信息或程序的执行、拷贝、打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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