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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NET 簡介 - 1

 1. 針對商業應用系統有180個以上的公用Class , 

商業模組, 及結合Jasper report API.

 2. 有Client, Server, Tool, Report..等package. 用

Java SE技術開發, 使 Java Coding 門檻低.

 3. Client, Server為自編碼HTTP資料流通訊模式, 

快速安全, 防駭客及瀏覽器中毒.

 4. Client AP以Sun的Web Start技術線上自動更

新, 安裝成本低, 維護高效率.



BJ-NET 簡介 - 2

 5. AP Server可安裝各主流Web Server, 如

Tomcat, Jetty, Resin, WebSphere...

 6. 支援JDBC SQL Data Base Server               

如: MySQL, MariaDB, MS-SQL, Postgresql

 7. 報表作業引擎, 設計簡單快速, 尤其是大量資

料報表. 可多樣式, 多語系.

 8. 一組商業系統模組, login, menu, edit, view, 

edit2, report…等, 可快速實作商業系統.



BJ-NET 簡介 - 3

 9. 使用者權限管理核心, 可管控到新增,刪除,

列印等細項, 及各工作站的IP位址或名稱的系

統使用權驗証.

 10. JAVA可支援各種平台, 及語系(Unicode), 

如: Linux, Windows, Unix, Mac….等.

 11. 建議使用Linux + MySQL(或MariaDB)架

設Server, 可降低系統建置費用.



BJ-NET工作架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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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NET工作架構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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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NET工作架構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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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NET 的優勢

1. 可快速研發專業JAVA的系統. 技術門檻低.

2. Coding人員異動時, 可使專案的變數降至最低.

3. 若外包Coding可作為溝通及實作的標準. 再自
行接手, 資源不浪費.

4. 大型專案, 可預防規格及成本失控.

5. 中小型專案可使人員及硬體設備發揮更高的效
率. 尤其跨平臺使用的特性.

6. 在駭客及電腦病毒的Internet中, 可將傷害降到
非常低. (自行開發的傳輸編碼)  



使用 BJ-NET 的對像

1. 商用系統專案, 如: ERP,  財會,  進銷存,        

流通業, POS…等

2. 原Web Base的系統, 或購物網站的後台
系統.

3. 建構同時多人, 7x24不斷的商業服務系統.

4. 有遠距的使用者, 會用到15k的通訊品質
或撥接方式的系統.



架構的演進
第一代, Data Share

DOS, Novell, …

第二代, Client / Server

NT3.0, Data Base, Terminal …

第三代, Fat Server

Web Base Server (IE), J2EE, MS-DNA, …

第四代, Smart Client

BJ-NET, MS.NET, JAVA AJAX …



BJ-NET & Web Base比較

BJ-NET Web Base

工
作
站

Java Swing (Webstart)

需安裝JRE, 可跨平台

自動更新下載AP

IE, ActiveX, Java Applet…

容易中毒, 及木馬入侵,

有瀏覽器產品別和版本問題

伺
服
器

Java Web Server, 自定
資料流, 跨平台, 效率高,  

維護, 建置費用低廉

HTTP Web Server

標準Server, (LB Session Cluster)

效能較差, 易被入侵

維護, 建置費用高

傳
輸

類Base64自編 HTTP資
料流通訊, 每個專案自定, 
只有資料流, 15k可運作

HTTP, HTTPS

會被欄截解讀, UI畫面資料重
複下載, 效率差



單資料表編輯模組 – 廠商編輯,商品編輯
雙資料表編輯模組 – 進貨單,出貨單
資料選取視窗模組 – 廠商視窗,商品視窗
資料列表修改模組 – 使用者列表
系統選單建構,主畫面管理及授權模組
建立報表模組 – 設計,條件,查SQL,下傳資料,顯示,列印
處理程序模組 – 庫存重新過帳,清除歷史
語系切換模組
文檔上下傳輸模組
圖片編輯模組
參照資料欄位對應模組 – 三個商品搜尋碼
條件查詢模組 – 編輯模組,視窗模組
數字小數進位及顯示樣式模組
跨平台字型,報表校正

模組程式



開發編輯程式

//Client

//主碼
XEText eId = new XEText(“主碼”,10,this,“id”); //建立編輯物件
xlay.add(eId,0,0); //佈置位置
eId.setFindRecord(this); //快速找尋key

//建立資料視窗按鍵
XButton2 btnView = XTool.getViewButton("ClsView",eId,this,"id", xwbar.getButton("first"));

xlay.addComH(eId,btnView,1,0);

editMap.put(btnView,"view"); 

//名稱
XEText eName = new XEText(“名稱”,20,this,"name"); 

xlay.add(eName,0,0);

//備註
XEText eMemo = new XEText(“備註”,29,this,"memo"); 

xlay.add(eMemo,0,0);

//Server

this.tableStateId = "cls"; //DB table

this.editSelect="select * from cls a "; //edit field



//Client

this.serviceClassId = "edit.ClsView"; //server mapping

this.fieldStyle = "{id=wd:80;ha:c}{name=wd:220}"; //style

this.cnvLangTables = "cls"; //language text

開發視窗程式

//Server

this.tableStateId = "cls"; //DB table

this.viewSelect = "select a.id,a.name from cls a "; //select



BJ-NET實作產品

DEMO









Turbo Linux



Knoppix  Linux



紅旗 Linux – X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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