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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这几年，我一直专注于开发框架的研究和应用，开发出来的产品，先后有《Winform 开

发框架》、《WCF 开发框架》、《混合式开发框架》、《基于 EasyUI 的 Web 开发框架》、《微信开

发框架》等框架以及一些项目的开发工作，这些框架技术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特别是框架的案例应用结合代码生成工具的快速开发，给客户提供一个统一、可重用、快速

高效的标准开发模式，为用户开发各种应用提供了快捷、稳定的平台和解决思路，同时也为

各个企业培养了很多技术人员，帮助企业积累了很多基础应用开发的知识和经验。 

这几年，随着 JQuery 技术的兴起，很多技术应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因此我的《基

于 EasyUI 的 Web 框架》也随之产生，这个框架很好利用了 Ajax 和 Jquery 及相关控件等技

术，结合微软的 MVC 后台处理技术，在开发管理后台界面实现了非常不错的展示效果。而通

过和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的整合，可以快速开发后台代码以及基于 MVC 的控制器

和前端视图代码，因此可以极大提高开发效率，以及统一系统模块的界面样式。 

随着 Web 前端技术的发展，Bootstrap 响应式技术框架也随之出现，这种响应式的技术

框架，除了能够很好适应各种设备展示外，还提供了很多 CSS 的酷炫样式，在很多大企业以

及前端应用里面，采用 Bootstrap 技术的网站和平台也越来越多，基于 Bootstrap 技术开发

出来的插件也琳琅满目，因此可以结合开发出功能很强大的系统应用。Bootstrap 响应式技

术框架除了可以制作界面美观、功能强大的后台管理界面外，还可以做适应在小设备上的微

网站、购物商城等热门的 Web 应用。 

基于技术研究和革新的目的，我们引入更新、更强大的 Bootstrap 和 Metronic 框架技

术，整合之前的《基于 EasyUI 的 Web 开发框架》， 继续使用成熟的 MVC + Enterprise Library

等相关的技术对原有的 Web 开发框架进行了升级。该《Web 开发框架》是我们经过多年的项

目积累，吸收众多框架产品的前沿思路，以及客户的宝贵意见，反复提炼优化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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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写目的 

本文档主要介绍《基于 Metronic 的 Bootstrap 开发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各个模

块相关的代码、各种常见组件的使用、特殊应用场景的处理，熟悉掌握框架里面相关代码和

组件的使用，以便能够更全面的、更真实了解《Bootstrap 开发框架》（以下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的相关特点和如何使用框架的相关模块代码。 

1.3. 参考资料 

序号 名称 版本/日期 来源 

1 《Web 开发框架-架构设计说明书.doc》  内部 

2 《Winform 开发框架-架构设计说明书.doc》  内部 

3 《循序渐进开发 Web 项目操作说明书.doc》  内部 

4 《Bootstrap 开发框架-系统功能介绍白皮书》  内部 

1.4. 术语缩写及约定 

1 在本文件中出现的“Bootstrap开发框架”一词，除非特别说明，均指基于MVC + 

Bootstrap + Enterprise Library等相关的技术研制的 Web开发框架。 

2 在本文安装.NET框架中，除非特别说明，均指 .NET 4.5 框架。 

3 本文的开发环境为Visual Studio 2013，基于 MVC5 的Web开发技术。视图HTML

代码编辑使用Sublime Text编辑工具。 

2. 框架界面代码的分析 

2.1. 视图界面代码介绍 

在视图界面里面，各个模块都是以 DIV 的方式进行处理，增加、修改、查看、导入等

界面，都是有专有的 Div 层与之对应，这些部分再使用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就可以

生成标准的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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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对整个业务操作的界面，我们都放在 index.cshtml 的视图文件里面，这个文

件分为了各个部分，包含视图定义、引入 JS、查询层、列表展示层、添加修改层、查看信

息层、导入数据层等等。 

 

其中，整个视图是基于布局主界面“~/Views/Shared/_Layout.cshtml”，在_Layout.cshtml

页面里面，通过@ViewBag.Title 来呈现页面标题，通过 Render 来展现更多子页面的内容，

mailto:通过@ViewBag.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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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示。 

 

 

2.2. 框架布局设置 

在常规的后台管理系统或者前端界面中，一般都有一个导航菜单提供给用户，方便选择

所需的内容。本框架提供三种方式的菜单布局方便选择，两种左侧竖放的菜单，一种是水平

横放的菜单。 

样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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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收缩后界面如下所示。 

 

样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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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3： 

水平样式的菜单如下所示： 

 

由于这几种布局方式，它们的框架布局页面（也就是 Layout 页面）内容有所不同，一

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分别定义为一种 Layout 页面，这样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包含它即可。 

我根据上面几种样式，分别定义了几个不同的 Layout 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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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我们生成一个视图页面，会提示我们选择不同的视图布局页面的，确认之后会

在页面顶部应用对应的 Layout 页面。 

 

如果我们需要动态指定页面的布局内容，可以在上面使用一个变量来处理，如下代码所示。 

@{ 

    Layout = ConfigData.ViewLayoutFile;// "~/Views/Shared/_Layout.cshtml";  

    ViewBag.Title = "角色信息"; 

} 

实际上，我们一般的页面布局确定好后，就相对比较少变更的，所以为了不打破这个生

成页面的布局内容，我们可以把前面处理好的_Layout1/2/3 等这些页面内容复制到

_Layout.cshtml 页面里面进行处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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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页查询 

在很多场合，分页是必须的，一个是可以节省响应时间，二是提高数据检索效率，使得

我们能够给系统界面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在 Winform 开发框架里面，我通用把分页部分独立做为一个分页控件，那样给用户提

供更好的一致的界面，而且也能封装一些常规的菜单处理。不过在 MVC + Bootstrap 界面处

理方面，这个有所不同，为了很好支持分页处理，我们使用相应的分页插件进行业务数据的

分页处理。 

我们引入了 Bootstrap 的插件 bootstrap-paginator 插件和Bootstrap-Table插件进行分页

处理，通过在视图 HTML 界面的 JS 代码里面进行一定的配置，另外 Web 框架的控制器基

类也进行了相应的封装，这样就可以完美实现 Bootstrap 框架中的条件分页处理了。 

1）常规 bootstrap-paginator 分页方式 

最开始的 Web 界面列表分页，使用较为常规 Bootstrap Paginator 分页模式，内容

生成以 HTML 组合方式，先设置表头，然后获取分页列表数据，遍历生成相关的 HTML 数

据，增加到页面上，这种方式也是比较高效的处理方式。下面是框架里面分页部分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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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可控性非常好，而且可以对 HTML 代码进行完全的控制，非常适合在自定义

界面中展示一些数据，如我之前介绍过的图标分页展示界面 一样，完全是自定义的内容展

示，图标界面如下所示。 

 

2）Bootstrap-table 分页方式 

随着开发项目的需求变化，对数据记录分页展示、排序等功能都是常态的要求，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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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生成工具中调整了主列表界面的列表展示插件为 Bootstrap-table 插件。 

使用常规的分页方式界面可控性非常方便，不过随着不同项目的一些特殊要求，对表头

排序的需求也是非常强烈的，上面的分页处理方式无法实现表头的排序功能，因此引入了使

用非常广泛的 Bootstrap-Table 插件，该插件应用很广、功能非常强大，可以通过属性配

置实现很细致的功能控制。Bootstrap-table 插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属性设置，可以实现查

询、分页、排序、复选框、设置显示列、Card View 视图、主从表显示、合并列、国际化

处理等处理功能，而且该插件同时也提供了一些不错的扩展功能，如移动行、移动列位置等

一些特殊的功能。这个插件界面展示也是非常美观的。 

 

这个插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完美支持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的数据列排序处理，单击表头就

可以实现排序操作。 

上面的图示里面，整个界面，包含了查询区域以及数据列表两部分，其中数据列表里面，

包含了页面明细内容、数据列表显示以及页面区域部分，从而构成了一个标准的分页界面显

示，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下这个界面的实现思路和内在逻辑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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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控制器后台的分页支持 

Bootstrap 开发框架沿用了我的《Winform 开发框架》和《基于 EasyUI 的 Web 框

架》的很多架构设计思路和特点，对 Controller 进行了封装。使得控制器能够获得很好的

继承关系，并能以更少的代码，更高效的开发效率，实现 Web 项目的开发工作，整个控制

器的设计思路如下所示。 

 

在 MVC 的控制器基类里面，BusinessController<B, T>类封装了增删改查等大多

数通用的处理函数，里面就包括了分页的控件处理，下面是这个类的总体介绍。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tag/Winform%E5%BC%80%E5%8F%91%E6%A1%86%E6%9E%B6/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tag/Web%E5%BC%80%E5%8F%91%E6%A1%86%E6%9E%B6/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tag/Web%E5%BC%80%E5%8F%91%E6%A1%86%E6%9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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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控制器分页的主要逻辑代码 

 

上面的代码里面，控制器根据前端分页插件传回来的参数，构造好分页条件和分页信息，

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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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获取分页参数（也就是当前是几页，每页显示几行）。 

 

2.3.2. 界面的条件内容 

框架的列表界面里面，都有一个查询的条件区域，就是允许用户输入一定的条件进行数

据的过滤查询，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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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查询页面的 HTML 代码是通过代码自动生成的，我们开发的时候 ，可以根据实际

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如去除部分不必要的查询条件，尽可能保持简洁、必要的查询字段即

可，一般建议不超过两行。 

 

上面代码里面，每个 Div 的 class 都使用 class="col-md-4 col-sm-4 col-xs-6"，这种是

Bootstrap 的栅格系统布局的声明。lg 是 large 的缩写，md 是 mid 的缩写，sm 是 small 的缩

写，xs 是***的缩写。这样命名就体现了这几种 class 适应的屏幕宽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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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偏移：使用.col-md-offset-*可以将列偏移到右侧。这些 class 通过使用*选择器将所有列增

加了列的左侧 margin。例如，.col-md-offset-4 将.col-md-4 向右移动了 4 个列的宽度。 

嵌套列：为了使用内置的栅格将内容嵌套，通过添加一个新的.row 和一系列.col-md-*列到已

经存在的.col-md-*列内即可实现。嵌套 row 所包含的列加起来应该等于 12。 

列排序：通过使用.col-md-push-* 和 .col-md-pull-*就可以很容易的改变列的顺序。 

 

2.3.3. 界面的分页代码 

在上面的分页处理函数里面，FindWithPager 函数提供了对条件的分页处理，这个函数通

过条件获取指定页码的数据，然后返回一个 JSON 格式的数据给视图界面处理，并通过脚本

进行绑定到相应的插件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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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函数是初始化分页控件，我们可以在页面完成加载后，进行分页数据的显示操作，

如下代码就是进行数据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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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显示，是在页面准备完成后，就是通过 Search 脚本函数进行处理，处理的时候，

先序列化表单的条件和分页的条件信息。 

var condition = $("#ffSearch").serialize(); 

然后传入 MVC 控制器，获取对应的列表数据，在界面上进行动态绑定即可完成整个处

理过程了。具体代码截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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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的代码：{ title: '操作', field: 'ID', width: 120, align: 'center', 

valign: 'middle', formatter: actionFormatter },  

则是通过脚本生成一些操作按钮， 

 

生成界面如下所示。 

 

2.3.4. 在代码生成工具中集成分页支持 

我们的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是为了框架开发服务的，不管是 Winform 还是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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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都可以基于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框架代码的快速生成，以及界面的代码生成，本次调

整的代码生成工具功能，在列表界面代码中增加了对 Bootstrap-table 插件分页的支持，使得

我们开发 Bootstrap 框架的界面代码更加丰富、快捷。 

在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上，我们先使用 Enterprise Library 代码增量生成主体框

架的框架代码。 

 

然后在使用 Bootstrap 的 Web 界面代码生成功能，如下可以在工具栏界面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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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据库和表后，可以进行界面代码（包括控制器代码、视图界面代码）两部分，其中视

图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利用 Bootstrap-table 插件的分页及排序（index.cshtml），一种是常

规的 Bootstrap Paginator 分页处理（index2.cshtml）。 

 

老客户可以继续使用 index2.cshtml 的样式，也可以使用最新的 Bootstrap-table 插件的分

页及排序方式（index.cshtml）。 

生成的界面分为 HTML 部分和 JS 部分，都是比较紧密联系的两部分，我们进行一定的

调整即可实现丰富的界面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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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 JS 代码（展示分页部分处理）如下所示。 

 

列表数据的显示列，默认是以数据库的字段进行生成，我们在生成后可以进行一定的调

整，可以合理显示我们关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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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生成的界面代码还有很多其他的 JS 代码，如编辑、查看的代码和控件对应，导入、

导出等代码的处理，都是一并生成的，我们根据需要进行一定的裁剪调整即可完成整个界面

的处理了，极大的提高开发效率。 

2.4. 插入操作 

在一个业务系统里面，除了分页，增删改查是必须要有的常规操作，这些操作对各个业

务对象来说，基本上逻辑都一样的，只是它们传递的数据不太一样而已，因此它们往往也是

放在基类进行定义，子类根据不同的需要重写一下函数就可以了。 

在 Web 框架里面，我们不仅在业务层基类对这些常规的操作进行了封装，而且在控制

器基类的层面，也对这些常规的操作进行了统一封装处理，基本上我们在控制器子类不需要

额外的代码就能处理这些增删改查的操作了，实现一个业务的增删改查是非常方便快捷的。 

2.4.1.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在控制器后台，对插入操作进行了统一的封装，返回一个结果对象 CommonResul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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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数据，这样如果操作有错误，那么后台可以传递错误信息到界面上，实现友好的提示，

这样比简单返回的成功、失败的布尔值有更好的用户体验效果。同时我们在其中预留一个

OnBeforeUpdate函数供子类进行重写，这样可以在插入前统一修改对象里面的数据。 

这个 Insert 函数里面的参数 T，是一个泛型的变量，在子类调用的时候，这个 T

会被替换为具体的实体对象类型，从而得到强类型的接口函数。这样，在视图到控制器

的数据转换中，系统会自动把 Form 里面的集合对象（键值内容）转换为具体的实体类

属性信息，并对应上这个插入的函数。 

2.4.2. 界面层的代码 

在 index.cshtml 视图代码里面，里面有一个对话框的 DIV 是用承载增加或编辑的界面内

容的。一般通过脚本事件的触发弹出一个添加的界面内容，在弹出 Div 的过程中对界面进行

一定的初始化工作。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把增加、编辑界面的 DIV 做成一个，这样方便维护管理，也

减少大量相同的界面层代码。 

如果是编辑界面，那么我们还涉及到需要把它们的值绑定到控件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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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省份信息管理的添加界面效果和代码如下所示。 

 

 

对于一般表的字段来说，可能这种展示还是空间太少了，我们可以引入选项卡的方式，

对字段的输入进行归类，也方便用户查看管理。如对于客户的信息管理，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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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界面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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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添加或编辑界面里面，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个确定的按钮，里面触发的事件就是

我们需要做保存的事件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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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代码里，有一行代码： 

var postData = $("#ffAdd").serializeArray(); 

就是把整个 Form 里面的元素的值，转换为一个键值集合，然后 POST 提交到指定的控

制器 URL 里面了。对于插入记录，它的控制器 URL 类似如下所示，其中 Province 是具体

的对象名称： 

url = '/Province/Insert'; 

对于更新的记录，那么它的控制器 URL就需要变化为如下所示： 

url = '/Province/Update?ID=' + ID; 

2.5. 删除操作 

2.5.1.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删除操作也是在控制器基类里面进行处理的，删除操作分为几种，常规的做法是获取界

面的删除 ID 集合，然后逐一删除，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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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种是根据 ID 或者条件进行记录的删除，如下面界面代码所示。 

根据 ID 进行记录删除的控制器方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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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根据条件语句进行记录的删除的控制器方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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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删除操作的控制器方法，都是返回一个通用的结果对象 CommonResult 的

JSON 数据，这种操作是我们常规操作数据库的返回记录，可以承载是否成功，如果有错误

则传递错误等信息，非常方便。 

2.5.2. 界面层的代码 

在列表界面里面，提供复选框选择要操作的记录，然后操作删除按钮，就会提示确认是

否删除，这个操作界面如下所示。 

 

这个效果是引入插件 sweetalert（http://lipis.github.io/bootstrap-sweetalert/）实现

的。 

    swal({ 

        title: "操作提示", 

        text: newtips, 

        type: "warning", showCancelButton: true, 

        confirmButtonColor: "#DD6B55", 

        cancelButtonText: "取消", 

        confirmButtonText: "是的，执行删除！", 

        closeOnConfirm: true 

http://lipis.github.io/bootstrap-sweet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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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unction () { 

        delFunction(); 

    }); 

上面的界面效果类似的实现代码如下所示： 

 

 

一般它的弹出框代码可以做的很简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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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删除操作的脚本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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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面标注的 showDelete 是一个 JS 的公共函数，其定义在： 

 

里面的完整函数定义如下所示。 

 

2.6. 获取对象 

我们需要在界面上显示业务对象的内容，就需要获取业务对象的相关实体类信息，这样

就可以通过脚本绑定到界面控件上。 

获取对象，包括获取对象的实体类和实体类集合等操作。 

2.6.1.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后台控制器基类提供了很多获取对象的操作方法，最常用的是根据 ID 获取对象实体类

类信息，这个实体类包含了对应业务表的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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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对象的集合，并返回 JSON 数据的操作如下所示。 

 

2.6.2. 界面层的代码 

对于控件绑定对象的属性，我们先要通过 ID 获取到对应的对象（JSON 数据对象），然

后把对象的值赋值给不同的控件，界面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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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对象并绑定属性到界面上的操作脚本如下所示。 

 

如果是查看界面，则只需要把内容绑定到 Label 控件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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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更新操作 

更新操作和插入操作类似，都是获取 Form 表单的属性值列表，然后转换为 Json 数据，

提交到具体的控制器更新操作中。在视图里面，通过下面的脚本代码： 

var postData = $("#ffAdd").serializeArray(); 

把整个 Form里面的元素的值，转换为一个键值集合，然后 POST提交到指定的控制

器 URL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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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在 Update(id, obj)的操作里面，再次对更新操作进行了一个封装，主要是考虑需要重写的

操作方便，同样更新操作也有一个可供子类实现特殊信息修改的 OnBeforeUpdat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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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界面层的代码 

 

更新操作和插入逻辑类似，只是更新操作，它的 url 已经变化为： 

url = '/City/Update?ID=' + ID; 

更新操作的保存数据脚本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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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字典数据绑定 

在很多场合，不管是 Winform 还是 Web 的项目，都是要有字典模块的，很多下拉列表

需要绑定字典的值，而且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字典管理界面对数据进行维护。而正是由于指

定数据绑定的通用性，我在 CommonUtil.js 脚本里面定义了一个通用的数据字典绑定函数

BindDictItem，如下所示。这样应用了这个脚本的所有视图界面代码，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快速绑定字典类型的值到具体的控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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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字典的下拉列表，我们常用到的控件是 Select2，这个控件可以更加丰

富传统的 Select 下拉列表控件，提供更多的功能和更好的用户体验。 

2.8.1. Select2 控件介绍 

这个插件是基于 Select 控件的扩展插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功能和用户体验，它的

github 官网地址为:https://select2.github.io/，具体的使用案例，可以参考地址：

https://select2.github.io/examples.html。 

我们在整个框架里面，用到了很多 Select2 控件来处理内容的显示，包括单选的下拉列

表（包括级联选择框）、复选的下拉列表、树形下拉列表等方式，界面效果如下所示。  

1）编辑界面下的省份、城市、所在行政区的级联界面效果，选择省份，会加载对应省份下

的城市，选择城市，会继续加载城市下的行政区，从而实现多级关联的下拉列表效果。 

https://select2.github.io/
https://select2.github.io/examp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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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辑界面下的多项选择下拉列表 

 

但我们选择其中的内容的时候，系统自动显示出没有选择的列表数据，非常直观友好，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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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树形列表的下拉列表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数据可能有层次关系的，如所属机构、上层列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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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Select2 控件的实际使用代码分析 

1）基础界面代码及操作 

使用 select2 控件，一般是在常规的 select 控件上，设置一下即可（设置它的 class

为 select2）。 

 

如果是固定列表，那么也就是设置它的 Option 内容即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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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 select2 控件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 

$(document).ready(function() { 

  $(".js-example-basic-single").select2(); 

}); 

一般情况下，如果允许复选多个项目，那么设置 multiple="multiple"即可，如下代码所

示。 

<select id="ResponseDemand" name="ResponseDemand" multiple="multiple" class="form-control 

select2"></select> 

 

2）异步数据绑定操作 

一般情况下，Select 控件的数据，是从数据库里面动态加载的，因此一般是通过 Ajax

方式获取数据并进行绑定即可。 

基于代码可重用性的考虑，我们编写一个公用的 JS 函数，用来减少绑定操作的代码，

提高代码重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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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绑定公用字典模块的数据，也就可以通过下面进一步封装处理即可。 

 

这样我们初始化 Select2 控件，并动态绑定对应的字典值或者其他数据，则可以通过

下面初始化代码即可实现。其中 BindDictItem 就是直接绑定字典内容的操作，BindSelect

则是根据 URL 进行数据的获取并绑定，而$("#Province").on("change", function (e) 

{});这样的函数处理，就是处理选择内容变化的联动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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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 MVC 控制器返回的数据，我们是返回一个 JSON 数据列表给前端页面的，他们

的数据格式如下所示。 

[ { "Text": "", "Value": "" }, { "Text": "学术会议", "Value": "学术会议" }, { "Text": "朋

友介绍", "Value": "朋友介绍" }, { "Text": "广告媒体", "Value": "广告媒体" } ] 

这样前端页面绑定 Select2 控件的时候，就使用了 JSON 对象的属性即可。 

 

2.8.3. Select2 控件的赋值处理 

上面介绍的方法，都是介绍 select2 控件的初始化，绑定相关的数据，那么如果初始化

界面后，我们绑定编辑界面的值的时候，就需要赋值给控件，让它显示真正需要显示的项目

了。如清空控件的方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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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于多个控件，需要清除，则可以使用集合进行处理 

 

给 Select2 控件赋值，让它显示对应值内容的项目，那么操作也就和上面的类似了。 

 

如果需要级联显示的，那么做法增加一个 onchange 的函数处理就可以了，如下级联

代码的赋值处理如下。 

                 $("#Province").val(info.Province).trigger('change');//联动 

                 $("#City").val(info.City).trigger('change');//联动 

                 $("#District").val(info.District).trigger("change"); 

2.8.4.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控制器的代码只是把字典数据，封装为 CListItem 对象集合，并返回给前端处理即可，

根据字典类型获取集合的控制器的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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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界面层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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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下拉树形列表 

对于树形列表，如所属公司、所属部门机构等有层次性的数据，它的绑定操作也是类似

的，如下代码所示。 

 

只是它们返回的数据，我们把它作为有缩进的显示内容而已。 

[ { "Text": "爱奇迪集团", "Value": "1" }, { "Text": " 广州分公司", "Value": "3" }, { "Text": 

" 上海分公司", "Value": "4" }, { "Text": " 北京分公司", "Value": "5" } ] 

或者如下所示 

[ { "Text": "广州分公司", "Value": "3" }, { "Text": "总经办", "Value": "6" }, { "Text": "

财务部", "Value": "7" }, { "Text": "工程部", "Value": "8" }, { "Text": "产品研发部", "Value": 

"9" }, { "Text": "  开发一组", "Value": "14" }, { "Text": "  开发二组", "Value": "15" }, 

{ "Text": "  测试组", "Value": "16" }, { "Text": "市场部", "Value": "10" }, { "Text": "  

市场一部", "Value": "23" }, { "Text": "  市场二部", "Value": "24" }, { "Text": "综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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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11" }, { "Text": "生产部", "Value": "12" }, { "Text": "人力资源部", "Value": 

"13" } ] 

而服务后台的控制器代码，就是需要把有层级的数据，转换为有缩进空白字符的

CListItem 集合即可。控制器代码如下所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 Text 的内容，是根据层次关系进行空格增加，从而实

现了层次关系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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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这个界面效果上讲，这样的处理确实没有 EasyUI 里面，对下拉列表树的展示好

看，也许可以利用更好的 Bootstrap 插件进行这个树形内容的展示。 

   

2.9. 树信息绑定 

树形控件的绑定也是在 Web 开发中常见的操作，树形控件显示数据比较直观，因此经

常性的用在一些有层次化的数据列表展示里面。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数据有层次的，那么通过树列表展示，可以很直观的显示出它们的

结构，因此树列表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辅助我们对数据的分类展示。 

如对于用户数据来说，我们可以根据用户的组织机构或者角色进行分类，他们两者可以

通过树列表进行直观的展示，这样我们在寻找不同类型的用户列表的时候，就很好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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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对于字典数据或者省份城市的数据，一样更可以通过树列表进行展示 

    

2.9.1. 插件 JSTree 

Bootstrap 的树形控件的绑定，主要引入了 JSTree 的插件，然后通过 Json 数据的传递实

现绑定的。JSTree 控件的官方地址为 https://www.jstree.com/，网站对 JSTree 控件的

使用说明及案例讲解的已经很清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直接参考例子就可以使用了。  

简单的 JSTree 使用代码如下所示 

$(function () { $('#jstree_demo_div').jstree(); }); 

对于 JSTree 的事件，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下面代码进行绑定事件。 

$('#jstree_demo_div').on("changed.jstree", function (e, data) { 

https://www.jst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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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data.selected); 

}); 

JSTree 一般我们会通过 JSON 数据进行动态绑定，这个 JSON 的数据格式定义如下所示。 

{ 

  id          : "string" // required 

  parent      : "string" // required 

  text        : "string" // node text 

  icon        : "string" // string for custom 

  state       : { 

    opened    : boolean  // is the node open 

    disabled  : boolean  // is the node disabled 

    selected  : boolean  // is the node selected 

  }, 

  li_attr     : {}  // attributes for the generated LI node 

  a_attr      : {}  // attributes for the generated A node 

} 

根据上面 JSON 的定义，我们通过指定一个 JsTreeData 对象的 JSON 集合，即可赋值

给对应的树控件了。JsTreeData 的对象，主要用来承载 JSTree 的 JSON 对象信息，实体

类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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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下面的脚本进行数据的清空和绑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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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JSTree 插件的复选框处理 

如果我们需要给用户提供复选框，设置 JSTree 的选中状态，界面效果如下所示。 

 

那么一般的初始化函数就需要变化一下，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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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两者，我们可以进一步把 JSTree 控件的初始化绑定提炼为一个 JS 的公共函数

bindJsTree，放在 CommonUtil.js 文件里面实现共用的 JS 函数即可。 

 

因此在页面的绑定 JSTree 的时候，代码可以简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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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复选框的列表，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 

 

对于复选框，我们一般是初始化数据，然后在根据需要设置树列表的选中状态，这种不

用频繁初始化树，可以有效提高性能和响应体验。 

那么我们在初始化树列表后，就需要清空选择项，然后设置我们所需要的选择项即可，

具体代码如下所示，注意其中的 uncheck_all 和 check_node 事件的处理。 

 

数据保存的时候，我们获得 JSTree 的节点选中列表就可以进行数据的保存了，具体代

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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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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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前面介绍了根据 JSTree 插件的数据绑定 JSON 的定义，我们通过指定一个 JsTreeData

对象的 JSON 集合，即可赋值给对应的树控件。 

 

或类似的其他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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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般的树形列表数据，基本上都通过递归的方式，把树形列表的数据放到

JSTreeData 对象集合里面，然后提供给前端页面调用。 

2.9.4. 界面层的代码 

标准的 JSTree 插件绑定界面如下所示。 

 

如果需要处理树形控件的响应操作，那么处理它的“changed.jstree”事件即可，如下例子代

码所示。 



文件名称：Web 框架界面代码分析 

第 65 页 共 149 页 

 

如果需要带有复选框的选择框的，那么在 bindJSTree 的函数后面，增加一个布尔变量，

一般为 True 就可以显示为可选择的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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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设置的时候，也可以通过 JS 来绑定树形列表的选择那些值，具体代码例子如下所示。 

 

2.10. 文件上传插件 File Input 的使用 

Bootstrap 文件上传插件 File Input 是一个不错的文件上传控件，但是搜索使用到的

案例不多，使用的时候，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样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控件在界面呈现上，比

使用过的 Uploadify 好看一些，功能也强大些。 

2.10.1. 文件上传插件 File Input 介绍 

这个插件主页地址是：http://plugins.krajee.com/file-input，可以从这里看到很多

Demo 的代码展示：http://plugins.krajee.com/file-basic-usage-demo。 

这是一个增强的 HTML5 文件输入控件，是一个 Bootstrap 3.x 的扩展，实现文件上传

预览，多文件上传等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引入下面两个文件，插件才能正常使用： 

http://plugins.krajee.com/file-input
http://plugins.krajee.com/file-basic-usage-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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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fileinput/css/fileinput.min.css 

bootstrap-fileinput/js/fileinput.min.js 

简单的界面效果如下所示，和众多上传文件控件一样，可以接受各种类型的文件。当然，

我们也可以指定具体接受的文件类型等功能。 

 

如果需要考虑中文化，那么还需要引入文件： 

bootstrap-fileinput/js/fileinput_locale_zh.js 

这样基于 MVC 的 Bundles 集合，我们把它们所需要的文件加入到集合里面即可。 

//添加对 bootstrap-fileinput 控件的支持 

css_metronic.Include("~/Content/MyPlugins/bootstrap-fileinput/css/fileinput.min.css"); 

js_metronic.Include("~/Content/MyPlugins/bootstrap-fileinput/js/fileinput.min.js"); 

js_metronic.Include("~/Content/MyPlugins/bootstrap-fileinput/js/fileinput_locale_zh.js"); 

这样我们在页面里面，就可以呈现出中文的界面说明和提示了，如下界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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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文件上传插件 File Input 的使用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JS 的通用函数，用来初始化这个插件控件的，如下 JS

的函数代码所示。 

//初始化 fileinput控件（第一次初始化） 

function initFileInput(ctrlName, uploadUrl) {     

    var control = $('#' + ctrlName);  

 

    control.fileinput({ 

        language: 'zh', //设置语言 

        uploadUrl: uploadUrl, //上传的地址 

        allowedFileExtensions : ['jpg', 'png','gif'],//接收的文件后缀 

        showUpload: false, //是否显示上传按钮 

        showCaption: false,//是否显示标题 

        browseClass: "btn btn-primary", //按钮样式              

        previewFileIcon: "<i class='glyphicon glyphicon-king'></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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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代码里面，我们放置一个文件上传控件，如下代码所示。 

  <div class="row" style="height: 500px"> 

           <input id="file-Portrait1" type="file"> 

  </div> 

这样我们脚本代码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初始化 fileinput 控件（第一次初始化） 

 initFileInput("file-Portrait", "/User/EditPortrait"); 

这样就完成了控件的初始化了，如果我们需要上传文件，那么还需要 JS 的代码处理客户

端上传的事件，同时也需要 MVC 后台控制器处理文件的保存操作。 

例如我对窗体数据的保存处理代码如下所示。 

 

其中我们注意到文件保存的处理逻辑代码部分： 

   //增加肖像的上传处理 

   initPortrait(data.Data1);//使用写入的 ID进行更新 

   $('#file-Portrait').fileinput('upload'); 

第一行代码就是重新构建上传的附加内容，如用户的 ID 信息等，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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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ID 来构建一些额外的数据给后台上传处理了。 

这个函数主要就是重新给 ID 赋值，方便上传的时候，获取最新的附加参数，这个和

Uploadify 的处理模式一样的。 

 

前面我们看到，上传的地址为："/User/EditPortrait"，这个后台的函数如下所示。 

 

这样我们就构建了上面的用户肖像的保存处理逻辑了，文件可以正常的保存到后台的文

件系统里面，同时数据库里面记录一些必备的信息。 

当然，除了用来处理用户的肖像图片，我们也可以用来构建图片相册的处理操作的，具

体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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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bootstrap-fileinpu 实现数据导入处理 

在前面内容中，介绍了 Bootstrap-table 表格插件的在排序分页中的应用过程，这里

介绍另外一个 Bootstrap FieInput 插件的使用，整合两者可以实现我们常规的 Web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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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操作，导入数据操作过程包括有上传文件，预览数据，选择并提交记录等一系列操作。 

在页面中，我们使用以下 HTML 代码实现界面展示，主要的 bootstrap fileinput 插件声明，

主要是基础的界面代码 

<input id="excelFile" type="file">  

Excel 导入的的界面展示如下所示。 

 

选择指定文件后，我们可以看到 Excel 的文件列表，如下界面所示。 

 

上传文件后，数据直接展示在弹出层的列表里面，这里直接使用了 Bootstrap-table 表格

插件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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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Excel 的记录展示出来，实现了预览的功能，勾选必要的记录，然

后保存即可提交到服务器进行保存，实现了 Excel 数据的真正导入数据库处理。 

我们在实际导入 Excel 的界面中，HTML 代码如下所示。 

 

对于 bootstrap fileinput 的各种属性，我们这里使用 JS 进行初始化，这样方便统一管理

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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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逻辑具体就是，设置上传文件的后台页面为：/FileUpload/Upload，以及各种插件

的配置参数，uploadExtraData 里面设置的是提交的附加参数，也就是后台控制器接收的

参数，其中 

.on('fileuploaded', function (event, data, previewId, index) { 

的函数处理文件上传后的处理函数，如果上传文件返回的结果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再次调用

ajax 来检查这个 Excel 的字段是否符合要求，如下地址： 

url: '/TestUser/CheckExcelColumns?guid=' + guid, 

如果这个检查的后台返回成功的记录，那么再次需要把 Excel 记录提取出来预览，并清空

bootstrap fileinput 文件上传插件，方便下次上传文件。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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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efreshExcel 就是重新更新上传的附加参数值，方便下次上传，否则附加参数的值一

直不变化，就会导致我们设置的 GUID 没有变化而出现问题。 

 

而其中 InitImport 就是获取预览数据并展示在 Bootstrap-table 表格插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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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是确认提交后，会通过 JS 提交数据到后台进行处理，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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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的 JS 代码里面，涉及了几个 MVC 后台的方法处理：Upload、

CheckExcelColumns、GetExcelData、SaveExcelData。这里分别进行介绍。 

文件上传的后台控制器方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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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传处理后，返回一个通用的 CommonResult 的结果对象，也方便我们在 JS 客户端

进行判断处理。 

而其中检查我们导入 Excel 的数据是否满足列要求的处理，就是判断它的数据列和我们预

先设置好的列名是否一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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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GetExcelData 则是格式化 Excel 数据到具体的 List<TestUserInfo>集合里面，这样

我们方便在客户端进行各种属性的操作，它的代码如下所示。 

 

上面这几个函数的代码一般是比较有规律的，不需要一个个去编写，一般通过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批量生成即可。这样可以有效提高 Web 的界面代码和后台代码的开发

效率，减少出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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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导入 Excel 数据的处理过程，所有代码都贴出来了，基本上整个逻辑了解了就可以很

好的了解这个过程的代码了。 

2.11. 文件上传 Uploadify 的使用（停用） 

（这个插件由于浏览器支持问题，已经使用更好的Bootstrap FieInput插件替代生成） 

在很多场合，我们需要通过 Web 方式从客户端上传一些文件到服务器端，而在这方面，

Uploadify 这个控件做的非常不错。 

Uploadify 是 JQuery 一个著名的上传插件，利用 Flash 技术，Uploadify 越过浏

览器的限制，控制了整个上传的处理过程，实现了客户端无刷新的文件上传，这样就实现了

在客户端的上传进度控制，所以，你首先要确定浏览器中已经安装了 Adobe 的 Flash 插

件。Uploadify 当前有两个版本，基于 Flash 是免费的，还有基于 HTML5 的收费版，

我们这里使用比较广泛的免费版。 

这个组件需要 Jquery 库的支持，一般情况下，需要添加 Jquery 的 js 库，如下所示：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cripts/jquery-2.0.3.min.js"></script> 

不过由于我的 Web 开发框架是基于 EasyUI 的，一般在网页的开始就会引用相关的类库，

已经包含了 Jquery 的类库了，所以上面的不需要独立引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添加

Javascript 类库（jquery.uploadify.js），另外加上他的样式文件（uploadify.css）即可，

不过我们在 MVC 里面，已经利用了 BundleConfig 引入了对应的 JS 和 CSS 文件，不用

再操心了。 

为了实现文件的上传，一般需要在 HTML 代码中放置两个控件，一个是用来上传的控件，

一个是用来显示已上传列表的控件，还有就是添加上传和取消上传的按钮操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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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编辑状态下，那么列表就是实际已经上传的文件了。 

 

2.11.1.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所有的附件上传操作，都是由控制器 FileUploadController进行处理，把它存储在

对应的 TB_FileUpload 表里面，这个和 Winform 框架的附件存储方式保持一致，这样所

有的附件都是存储在这个表里面。这个附件管理的控制器 FileUploadController 主要管

理附件的上传、删除、下载、列表界面生成、查看附件代码等操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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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中，对附件上传的操作代码逻辑，主要就是解析传入的参数和里面的

HttpPostedFileBase文件集合， 然后存储到后台的数据库即可。 

 

2.11.2. 界面层的代码 

界面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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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界面进行初始化的脚本函数代码如下所示。 

 

在上面的脚本中，均有注释，一看就可以明白相关的属性了，不明白的也可以到官方网

站去查找了解。值得注意的就是： 

'uploader': '/FileUpload/Upload' 

这行就是提交文件给 MVC 的 Action 进行处理，我们在控制器 FileUpload 的 Upload 处

理即可。 

另外，在附件上传完毕后，我们需要对所在的界面进行更新，以便显示已上传的列表，

那么我们需要增加下面的函数处理即可。 

'onQueueComplete': function (event, data) {    

最后说明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文件上传的时候，我们需要动态获取界面上的一些

元素的值，作为参数传递，那么我们就需要在 onUploadStart 函数中进行如下处理。 

$("#file_upload").uploadify("settings", 'formData', { 'folder': '政策法规', 

'guid': $("#Attachment_GUID").val() }); //动态传参数 

为了操作方面，我们一般把一些脚本逻辑封装在常用的 JS 文件 CommonUtil.js 里面，这

样我们一个可以实现通用目的，二也有准确的智能提示，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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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操作在文件上传完成后，马上会调用 ShowUpFiles函数更新附件列表的信息，绑定到

控件层上，这样我们就能及时看到文件的更新列表了。 

 

2.12. 附件管理和图片预览、Office 文档预览 

在上面的附件上传到后台后，一般情况下，需要删除、下载、查看详细的文档内容等操

作，对于一般的文件我们可能提供下载就可以了，对于图片，我们可以实现在线的图片预览

功能。 

下面是几种格式文件的查看效果。 

Excel 文件预览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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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文档预览效果如下所示： 

 

 或者我们查看图片文件的时候，可以获得界面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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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删除文件的操作很简单，只需要根据附件的 ID（GUID 值），删除对应的文件，控制器

返回一个通用的操作结果对象即可完成。 

 

而文件的预览或者下载操作，是绑定到界面控件上的代码构建出一个 HTML 代码片段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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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Office 文档的在线预览，我们提供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服务器本地利用组件生成

对应的 HTML 文件，然后预览；一种是通过微软的在线文档预览实现。第一种响应速度快，

不过文档有时候可能有些失真；第二种是需要服务发布到互联网，并且文档地址可以访问，

提供比较完美的展现，缺点是比较慢。 



文件名称：Web 框架界面代码分析 

第 89 页 共 149 页 

 

2.12.2. 界面层的代码 

删除文件的 JS 代码如下所示。 

 

其中 ShowUpFiles 就是用于刷新附件列表的处理，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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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预览或者下载的 JS 处理代码如下所示。 

 

其中使用/FileUpload/GetAttachViewUrl进行处理，获取真正的展示内容的 URL，

主要是基于考虑，需要对 Office 文件进行 HTML 生成（第一次生成，后续打开即可）。 

如果是图片文件，这里会把图片的地址作为一个 URL，在独立窗口进行打开；如果是

其他附件，那么会自动下载到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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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对 PPT 的预览效果。 

 

2.12.3. 利用微软的平台进行 Office 文档的在线查看 

在博客园很多文章里面，曾经有一些介绍Office文档预览查看操作的，有些通过转为 PDF

进行查看，有些通过把它转换为 Flash 进行查看，但是过程都是曲线救国，真正能够简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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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实现 Office 文档的预览的还是比较少，这里的 Office 文档包括了 Word、Excel、PPT 文

档。本文介绍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在线预览的方式，利用微软的平台进行 Office 文档

的在线查看；一种是把 Office 文档生成 HTML 文件后进行查看。 

一直以来，都希望找一个合适的 Office 文档查看的控件或者解决方案，这样客户在使用

系统的时候，可以直接查看预览一些文档，而不需要安装 Office，或者下载到本地在查看。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搜到微软自己提供了一个在线服务，可以实现把 Office 文档转换为

在 线 的 内 容 进 行 查 看 ， 大 家 可 以 通 过 下 面 的 链 接 地 址 大 致 看 看 ：

http://blogs.office.com/2013/04/10/office-web-viewer-view-office-documents

-in-a-browser/ 。 

使用浏览器直接查看 Office 文档的链接地址格式如下所示：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3a%2f%2fvideo.ch9.

ms%2fbuild%2f2011%2fslides%2fTOOL-532T_Sutter.pptx 

这个链接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后

面那个是具体的文档地址，用 URLEncode 进行处理的链接地址。 

非常酷的效果，使用这个服务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的网站是部署在互联网上的，这样服务才可

以调用你的文档地址然后进行展示。 

这个是使用微软的预览 Office 服务，当然你可以部署自己的 Office 预览服务，也就是需

要安装 Office Web Apps 服务（系统要求为 Windows Server 2012） 

一般情况下，Office Web Apps 要与其他应用配合使用，如下图所示（看起来还是很复杂的，

这些东西好像也要独立安装在不同的机器）： 

http://blogs.office.com/2013/04/10/office-web-viewer-view-office-documents-in-a-browser/
http://blogs.office.com/2013/04/10/office-web-viewer-view-office-documents-in-a-browser/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3a%2f%2fvideo.ch9.ms%2fbuild%2f2011%2fslides%2fTOOL-532T_Sutter.pptx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3a%2f%2fvideo.ch9.ms%2fbuild%2f2011%2fslides%2fTOOL-532T_Sutter.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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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微软给我们提供了在线的 Office 文档预览服务，其实好像 Google Doc Viewer 也是

可以的，但是已经不可使用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公开的接口地址实现 Office 文档的在

线预览了。以常用的 Excel 文档为例，它可以提供了完美的在线预览效果。 

  

我们还注意到上面有一排菜单，可以展开进行相关功能的操作，尤其是文档的下载和打

印很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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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文档预览操作页面上进行集成了，下面是 Web 开发框架集成

的一个例子，对 Office 文档进行查看。 

 

Word 文档也是可以顺利进行预览，但是就没有打印和下载的功能了，不过预览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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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把 Office 文档生成 HTML 文件后进行查看 

上面说了，使用在线的 Office 预览服务来查看 Office 文档，如果我们的管理系统是在局

域网内跑的应用，那么我们就是用不了了，那么我们如果需要使用这种在线预览 Office 文档

的服务，应该如何操作呢? 

虽然自行搭建 Office Web Apps 服务应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般来说，搭建这样

的平台环境，太过繁琐和昂贵了，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实现 Office 文档的查看呢？ 

有的，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Aspose 组件把 Office 文档生成 HTML，然后进行查看

的做法。 

对应不同的 Office 文档，Aspose 提供了不同的组件，如 Aspose.Word、Aspose.Cells、

Aspose.Slides 等不同的组件用来处理 Word/Excel/PPT 等几种文档。 

我们知道，Aspose 组件在处理 Office 文档方面非常的强大，但是也是收费软件，所以需要

可以购买支持，但是我们这里纯粹讨论它的功能效果。 

对不同的文件类型，我们调用不同的组件进行 HTML 的转换就可以了，核心部分代码

如下所示。 



文件名称：Web 框架界面代码分析 

第 96 页 共 149 页 

 

这样，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判断目录里面是否有对应的 HTML 文件了，如果没有，

就使用上面的代码生成就可以了，查看的时候，就返回对应的路径给客户端进行查看文件就

可以了。 

下面是几个文档的效果截图，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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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cel 数据导入导出 

在我们常见的一些业务模块里面，往往 Excel 数据导入，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功能，因此

在 Web 框架里面提供对 Excel 数据的导出和导出操作，也是很必要的一个功能点。 

我们知道，Web 上对 Excel 的处理和 Winform 的有所差异，如果是在 Web 上处理，

我们需要把 Excel 文档上传到服务器上，然后读取文件进行显示，所以第一步是实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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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传操作，关于文件上传控件，具体可以参考上面小节的内容介绍。 

Excel 数据的导入导出功能，在 Web 上的主界面如下所示。 

 

导入界面如下所示。 

 



文件名称：Web 框架界面代码分析 

第 99 页 共 149 页 

 

导入操作，在 Bootstrap 框架里面，我把它作为一个层的，都统一放在 index.cshtml

文件里面，这样可以使得整个界面的处理更加紧密一点 

另外，在导入导出的页面，以及后台控制器方法里面，绝大多数的代码逻辑已经准确生

成，一般只需要进行一定的微调即可，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编码的时间。 

这里的文件上传处理，主要使用了 Uploadify 的这个控件进行处理的，当然也可以利用

我前面介绍过的 File Input 上传控件进行处理，都可以很好实现这些导入操作。一般情况

下的 Uploadify 控件的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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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为了有效处理数据的导入，我们需要严格保证导入的数据是和模板的字段是匹配的，否

则处理容易出错，也没有任何意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框架里面提供方法对字段进行检查，

主要是确保 Excel 里面包含了完整的字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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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件检查通过后，我们会在服务器解析对应的 Excel 文件，把它 Excel 里面的数据转

换为 DataTable，最后初始化为实体类列表，并返回给调用页面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把 DataGrid 里面的数据保存到服务器对应的业务表里面了，在控制器里面保存

业务对象的集合操作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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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出 Excel 数据的控制器方法，也主要就是生成一个 Excel 文件，供客户端下载即可。

具体的代码逻辑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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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代码，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代码生成工具，根据数据库的对应信息，进行动态生成

的，一般情况下，只需要进行适当的微调即可，非常方便。 

2.13.2. 界面层的代码 

为了实现 Web 上的数据导入导出操作，我们需要增加两个按钮，一个是导入按钮，一

个是导出按钮。 

 

上面代码里面，对应的 JS 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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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的 Excel 界面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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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数据的时候，原理就是先展示需要导入的数据在界面上，用户勾选具体的记录后，

把对应的信息，添加到集合里面，统一执行方法进行写入就可以了。 

 

写入操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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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进一步获取用户导入到具体的部门，那么我们还可以弹出一个对话框用然后选择

具体的信息，最后才提交数据到后台进行处理。 

 

2.14. 图标样式生成和选择 

在很多 Web 系统中，一般都可能提供一些图标的选择，方便配置按钮，菜单等界面元

素的图标，从而是 Web 系统界面看起来更加美观和协调。但是在系统中一般内置的图标样

式相对比较有限，而且硬编码写到样式表里面，这样给我们扩展使用有很多的不方便。基于

这个原因，我想如果能够独立一个模块，自动根据图标生成图标 CSS 样式文件，并存储相

应的记录到数据库里面，方便我们查询显示，那样我们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最后有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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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只需要做一个通用的图标选择界面，并可以在很多地方重用了。 

Web 框架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图标生成、图标选择管理模块，非常适合于动态设置菜单、

按钮的图标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个对菜单图标样式动态配置的案例。 

2.14.1. 菜单的显示及各种 Bootstrap 图标 

我们从下图可以看到，为了菜单的美观，每个菜单项（这里分了三级菜单）都有一个图

标，虽然大小不同，我们利用 Bootstrap 的图标，都是从 Bootstrap 图标库里面的内容。 

 

Bootstrap 图标库里面分为了三类内容： 

Font Awesome：Bootstrap 专用图标字体，Font Awesome 中包含的所有图标都

是矢量的，也就可以任意缩放，避免了一个图标做多种尺寸的麻烦。CSS 对字体可以设置

的样式也同样能够运用到这些图标上了。 

如下面是部分 Font Awesome 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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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Icons：收集众多网站的 Logo，并提供高质量、不同尺寸的 png 格式图片给

广大网友，所有 Icon 版权归其所属公司。 

如下面所示是 Simple Icons 的部分图标： 

 

Glyphicons:包括 200 个符号字体格式图表集合，由 Glyphicons 提供，Glyphicons 

Halflings 一般是收费的，但是经过 Bootstrap 和 Glyphicons 作者之间的协商，允许开

发人员不需要支付费用即可使用。 

如下是部分 Glyphicons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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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几种图标内容，我们引入下面几种样式就可以了。 

<link href="/Content/metronic/font-awesome/css/font-awesome.min.css" rel="stylesheet"/> 

<link href="/Content/metronic/simple-line-icons/simple-line-icons.min.css" rel="stylesheet"/> 

<link href="/Content/metronic/bootstrap/css/bootstrap.min.css" rel="stylesheet"/> 

这几种图标，都是支持各种 Bootstrap 的主题化显示的，如下面几种效果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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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可以把图标变大一些： 

 

2.14.2. 各种 Bootstrap 的图标的提取 

我们通过上面的介绍，估计对这几种 Bootstrap 的图标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如果要

能够在菜单编辑里面选择图标，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些信息提取到数据库里面，然后展示

出来给我进行选择的，否则无法做到动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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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的编辑界面，对菜单的 Web 图标提供了动态的选择，那么我们如果数据库里面

记录了上面几种图标的集合，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在界面进行展示，并可以从中选择合适的

图表了。 

根据上面的几个样式文件，我们分析一下，如对于 font-awesome.min.css 的文件内容，

它对于图标定义部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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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 simple-line-icons 来说，它的样式定义也差不多，如下所示。 

 

对于 Glyphicons 来说，它的样式定义也是很类似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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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几种信息，我们就可以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的方式，把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提取出

来，并存储在数据库里面即可实现图标动态显示和选择的第一步了。 

例如，我们定义部分变量和正则表达式来处理这些文件内容： 

 

最后我们把这些信息保存到数据库表里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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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记录存储在数据库里面，效果如下所示，里面已经记录我们所需的图标信息了，这

样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各个字段的信息，显示出好看的界面了。 

 

2.14.3. Bootstrap 的图标显示和选择 

我们通过文件读取并以正则表达式提取出内容，然后保存到数据库后，这些图标信息就

可以为我们使用了，可以在页面里面分类显示出来，每类的图标进行分页处理，方便查询，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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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的显示页面代码和常规的数据显示差不多的，只是不需要表头信息而已，我们来看看

页面代码如下所示。 

 

动态获取并生成 HTML 代码显示在界面上的处理脚本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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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选择对应的图标后，我们可以通过脚本设置 Span 的样式就可以显示出来我们选中的

图标了，如下所示。 

$("#i_WebIcon").attr("class", classname); 

当然我们选择图标的时候，提供一个弹出的对话框显示分类不同的图标，让用户选择后

返回即可。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从图标文件里面提取不同类型的图表，然后存储在数据库里面，并

在页面里面显示出来，可供我们动态选择和设置了。 

2.14.4.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通过正则表达式对文件进行提取，并保存到列表里面，供保存数据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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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好数据后，就是逐一写入数据库对象里面了。 

 

上面是对图标生成的相关操作，为了展示现有的图标信息，我们还需要根据条件从分页

数据库里面获取对应的图标对象信息，方便我们展示在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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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统计图表 Highcharts 使用 

在我们做各种应用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使用到图表统计，以前接触过一些不同的图表

控件，但图表控件 Highcharts，其强大的功能和丰富的互动效果，令人难以忘怀。本篇主

要介绍在 Web 开发中使用图表控件 Highcharts，以及对其进行统一汉化等操作，让我们

的程序功能更加丰富，内容更加美观。 

统计图表是很多应用程序需要拥有的功能，为了更好展示图表的使用操作，框架提供了

多种样式的图表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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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 Highcharts 基础介绍 

Highcharts 是一个非常流行，界面美观的纯 Javascript 图表库。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Highcharts 和 Highstock。Highcharts 可以为您的网站或 Web 应用程序提供直观，互动式的图

表。目前支持线，样条，面积，areaspline，柱形图，条形图，饼图和散点图类型。Highstock

可以为您方便地建立股票或一般的时间轴图表。它包括先进的导航选项，预设的日期范围，

日期选择器，滚动和平移等等。 

HighChartS 官网：http://www.highcharts.com/ 

HighCharts Demo:http://www.highcharts.com/demo/ 

Highcharts 支持曲线图、饼图、柱状图、仪表图、散点图等等几十种图形，界面展示效

果非常丰富，3D 效果也很好看。列出几个供参考下吧 

http://www.highcharts.com/
http://www.highcharts.com/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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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charts 使用 jQuery 等 Javascript 框架来处理基本的 Javascript 任务。因此，在使用

Highcharts 之前，需要在页面头部引用这些脚本文件。如果你使用 jQuery 作为基本框架，那

么你需要在页面头部同时引用 jQuery 和 Hightcharts 两个文件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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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动态构造数据的方式，提供数据给图表控件，实现图表的

展示的，这种一般通过 JSON 数据进行传递，这里以集团公司人员和部门组成为例，构建用

于图表展示的 JSON 数据。 

集团人员分布情况数据生成如下： 

 

部门分布情况的数据生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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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 界面层的代码 

使用图表控件 Highcharts 的时候，需要确认 JS 引用正确，如下所示。 

 

我们来分析下一个饼图的 Demo 代码，其中图表的 Series 数据，主要就是字典集合的

JSON 格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动态从后台获取对应的数据，从而实现我们动态的图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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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一般倾向于使用 Jquery 的 Ajax 方式，调用后台获得数据，然后进行绑定的。首先我们

先在脚本函数里面，初始化一个 chart 对象，并把其中涉 series 数据 data 设置为空就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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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通过 Ajax 调用后台连接获得数据，然后绑定到具体的属性上就可以了，具体

代码如下所示。 

 

而图表的 HTML 代码则是如下所示，主要就是新增一个 div，id 为 container1，用来

放置图表就是了。 

 

 

2.16. 标签控件 Tags-Input 

我在利用 jQuery Tags Input 插件之前，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 Jquery 插件或者合适的做

法，来实现我 Winform 框架里面权限系统的一个用户选择场景，就是能够记录用户的选择，

并最终能够保存到数据库里面去。在 WInform 里面，我可以用自定义控件的方式，很好地

实现了这个功能，但是在 Web 界面上，我尝试用 Jquery 试过了很多方法，没能实现这个效

果，花了不少时间来寻找，终于找到这个不错的插件。 

先来看看我的最终实现的 Web 界面效果，就是在权限管理系统里面，机构包含的用户

编辑界面，或者是角色包含人员的编辑界面里面，提供一个地方来记录用户的选择，用户确

认后，可以把记录的内容保存到数据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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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下面一个区域 “选择的用户” 里面就是我用到这个控件来展示用户选择的人员信

息。其实这个 jQuery Tags Input 插件主要的用途，是用来记录用户输入的标签的，它可以在

空白的地方接受输入的内容的，如下所示。 

 

2.16.1. Tags Input 插件的使用 

由于在 MVC 项目里面中集成使用，因此你需要整理好合适的路径，我的项目代码引用

的路径如下所示。 

<script src="~/Content/JQueryTools/Tags-Input/jquery.tagsinput.js"></script>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Content/JQueryTools/Tags-Input/jquery.tagsinput.css" /> 

不过由于在框架里面已经统一使用了 BundleConfig来实现对控件 JS 和 CSS 文件的引

入，实际上上面的代码不需要在视图 HTML 代码中出现。 

简单的例子就是在需要的表单里创建一个包含 tags 列表的 input 输入框，你可以在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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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设置默认或目前有的 tags，并用逗号隔开。 

<input name="tags" id="tags" value="foo,bar,baz" /> 

这个插件可以屏蔽界面上的 Tag 标签输入，从而让脚本根据需要写入不同的标签。可以使

用 addTag() and removeTag()函数增加和删除掉标签，代码如下： 

$('#tags').addTag('foo'); 

$('#tags').removeTag('bar'); 

还可以用 imporTags()方法导进一组 tag 列表，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会将 value 里设置 tag

替换掉。 

$('#tags').importTags('foo,bar,baz'); 

如果传递参数为空，那么相当于清空列表了。 

$('#tags').importTags(''); 

使用 tagExist()可以判断一个标签是否存在： 

if ($('#tags').tagExist('foo')) { ... } 

这个插件还可以接受自动提示的插入操作，如下所示。 

$('#tags').tagsInput({ 

  autocomplete_url:'http://myserver.com/api/autocomplete' 

}); 

如果想要在增加或移除掉标签的时候增加额外的功能或触发其它动作，你可以通过

onAddTag 和 onRemoveTag 这两个参数里指定回调函。这两个函数都返回了一个标签值作为

参数. 

$('#tags').tagsInput({ 

      width:'auto', 

      onAddTag:function(tag){ 

          console.log('增加了'+tag) 

    }, 

     onRemoveTag:function(tag){ 

        console.log('删除了'+tag) 

     }}); 

前面讲了，可以屏蔽界面的 Tag 标签输入，而通过脚本插入标签，或者你想提供其它交

互方式增加标签，可以增加一个值为 false 的 interactive 参数，这样就禁止了增加标签，而

其它的功能和呈现都跟原来一样。  

$('#tags').tagsInput({ 

    width:'auto', 

    onRemoveTag:function(tag){ 

        console.log('移除标签：'+'"'+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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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eractive:false 

}); 

2.16.2. 在项目中使用 Tags Input 插件 

在项目需要使用的地方，添加一个 id=tags 的标签，如下所示。 

 

我们先初始化列表和 Tags 标签对象，并增加一个添加用户的封装和移除用户的封装操

作，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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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用户选择的 Tag 操作，代码也很简单了，前面介绍过了，熟练应用就是了。 

 

对于最重要的保存操作，就是把存储用户 ID 的列表，把他们传递给对应的 Ajax 调用

就搞定了。 

 

最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看到真正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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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RDLC 报表生成和预览 

RDLC 是一个不错的报表，有着比较不错的设计模式和展现效果，在我的 Winform 开

发里面，使用 RDLC 也是一个比较方便操作，如可以参考文章《DevExpress 的 XtraReport

和微软 RDLC 报表的使用和对比》或者《会员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开发（2）-- RDLC 报表的

设计及动态加载》进行了解。但是基于 MVC 方式，一样可以构建和展现基于 RDLC 的报表。 

 

2.17.1. 控制器后台的操作支持 

绑定 RDLC 报表，并赋值对应的数据源操作如下所示。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p/4020354.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p/4020354.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p/3980715.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p/39807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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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的操作代码如下所示，默认我们以图片进行展现。 

 

我们了解 RDLC 的话，应该知道，一般 RDLC 报表，它都是通过一个 DeviceInfo 的信

息进行展现的，如下所示是一个标准的 DeviceInfo 对象。 

    string deviceInfo = 

      "<DeviceInfo>" + 

      "  <OutputFormat>" + deviceType + "</OutputFormat>" + 

      "  <PageWidth>8.5in</PageWidth>" + 

      "  <PageHeight>11in</PageHeight>" + 

      "  <MarginTop>0.5in</MarginTop>" + 

      "  <MarginLeft>1in</MarginLeft>" + 

      "  <MarginRight>1in</MarginRight>" + 

      "  <MarginBottom>0.5in</MarginBottom>"; 

但是这样的内容，如果展现图片的话，就只会展示一页的内容，一般是 800 的高度这样

子，但是我的报表里面可能有很多记录，如何能够让它全部展现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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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有的，不过不是很完美，就是需要计算大概的尺寸，然后修改 PageHeight 的数

值，让它动态的删除最大的记录，达到全部内容都可以输出看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对图片格式输出的报表，对它的高度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计算，然

后换成它的标准高度，这样代码如下所示。 

if(format.ToLower() == "image") 

{ 

  double inchValue = (dt.Count / 37.0) * 11;  

  deviceInfo += string.Format("  <PageHeight>{0}in</PageHeight>", inchValue); 

 } 

 else 

 { 

    deviceInfo += "  <PageHeight>11in</PageHeight>"; 

 } 

2.17.2. 界面层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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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LODOP 打印模块的使用 

2.18.1. LODOP 打印控件介绍 

在 Web 框架里面，通知公告内容的打印预览界面如下所示，该模块集成了 LODOP 打

印控件，因此预览效果非常美观，这个打印控件在很多场合表现出色，还可以用作证件的套

打操作。 

普通内容的打印界面如下所示： 

 

 证件套打的打印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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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op 是专业 WEB 控件,用它既可裁剪输出页面内容，又可用程序代码直接实现复杂

打印。控件功能强大,却简单易用,所有调用如同 JavaScript 扩展语句,主要接口函数如下： 

● PRINT_INIT(strPrintTaskName) 打印初始化 

● SET_PRINT_PAGESIZE(intOrient,intPageWidth,intPageHeight,strPageName) 

设定纸张大小 

● ADD_PRINT_HTM(intTop,intLeft,intWidth,intHeight,strHtml) 增加超文本项 

● ADD_PRINT_TEXT(intTop,intLeft,intWidth,intHeight,strContent) 增加纯文本项 

● ADD_PRINT_TABLE(intTop,intLeft,intWidth,intHeight,strHtml) 增加表格项 

● ADD_PRINT_SHAPE(intShapeType,intTop,intLeft,intWidth,intHeight,intLineStyle, 

intLineWidth,intColor)画图形 

● SET_PRINT_STYLE(strStyleName, varStyleValue) 设置对象风格 

● PREVIEW 打印预览 

● PRINT 直接打印 

● PRINT_SETUP 打印维护 

● PRINT_DESIGN 打印设计 

2.18.2. 使用 LODOP 打印控件 

在使用 LODOP 前，我们需要在页面中引入“LODOP/CheckActivX.js”文件，这个文

件是对 LODOP 的检查并初始化对象的，这样我们在页面就可以直接使用全局对象进行打印

等操作了。默认情况下，我们生成的视图界面里面，已经在包含了这个引用了（在

BundleConfig 里面）。 

要实现 Web 界面内容的打印，主要是要构造待打印的 HTML 代码即可，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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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界面的某部分作为内容输出给打印控件，必要的时候，设置一下 HTML 代码的

样式，这样会使得界面和我们浏览器看到的结果一致。 

 

一般的套打，包含了几部分操作：打印预览、打印维护、打印设计。 

打印预览和打印维护是面向终端用户的，打印维护是指内容不能修改删除、但位置可以

调整，给不同的打印机不同的尺寸打印提供调整位置的可能性。 

打印设计是面向开发人员的，开始需要通过这个功能来设计好套打的界面，就是根据套

打证件的背景图片，大致摆放好各个内容的位置。 

在套打的时候，注意需要通过下面代码来设置显示背景图片（打印的时候，是不打印背

景的）。 

  LODOP.ADD_PRINT_SETUP_BKIMG("<img src=Report/证件背景.jpg' />"); 

  LODOP.SET_SHOW_MODE ("BKIMG_IN_PREVIEW",1); //打印预览时是否包含背景图 

如下面的就是证件套打案例里面的实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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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位置及文本内容的代码，是通过这个打印控件的设计模式进行调整和修改的，可

以在其中增加内容，也可以调整具体的文本位置，从而实现套打内容的设计，最后把固定好

的内容复制到页面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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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富文本控件 CkEditor 和 Ckfinder 控件 

Web 开发上有很多 HTML 的编辑控件，如 CKEditor、kindeditor 等等，很多都做的很好,

本小节主要介绍在 MVC 界面里面，CKEditor 的配置和使用。 

CKEditor 的前身是 FCKEditor，随着它的更新，上传图片的功能被分离出去了，现在如

果需要实现上传图片，要么自己写代码或者采用其他上传控件（如 Uploadify)，还有一种方

法是使用 CKFinder，这两者的合并使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方便。 

在利用代码生成工具生成的 Web 框架的视图代码里面，已经包含了对这个控件的应用，

以及提供了一个初始化的函数，可以在其中进行设置；或者参考行业动态、法律法规模块里

面对 CKEditor 的使用代码。 

下面介绍的 CkEditor 和 Ckfinder 控件的使用知识，主要是基于对这个控件进行详细的

了解，以及重新处理新下载控件的设置参数等内容。 

2.19.1. CKEditor 的使用 

CKEditor 的下载地址是 http://ckeditor.com/download，里面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样

http://ckeditor.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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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定制，Web 框架主要介绍当前较新的版本 4.4.1 的继承使用。而 CKFinder 的下载地址是：

http://ckfinder.com/download。 

CKEditor 的使用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根据官方的指引选择适当的样式下载就可以了，

使用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怎么样修改配置文件。在 MVC 的视图页面里面，添加相关的引用

文件就可以了。 

    <script src="~/Content/JQueryTools/ckeditor/ckeditor.js"></script> 

    <script src="~/Content/JQueryTools/ckeditor/adapters/jquery.js"></script> 

然后在界面添加需要编辑HTML内容的 textarea控件，由于我的使用的是EasyUI的控件，

因此设置了控件样式 class="easyui-validatebox"，也可以不管这里。 

  <tr> 

      <th> 

             <label for="Content">内容：</label> 

       </th> 

       <td> 

            <textarea class="easyui-validatebox" id="Content" name="Content" 

style="width:1024px"></textarea> 

         </td> 

   </tr> 

我们一般使用的时候，需要一段 javascript 脚本进行初始化对应的控件，初始化代码如

下所示。 

    <script> 

        function initEditor() { 

            $('#Content').ckeditor();//控件 1 

            $('#Content1').ckeditor();//控件 2 

        } 

    </script> 

添加相应的脚本和控件初始化代码后，就可以在界面中呈现出需要的效果了。 

http://ckfinder.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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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后的控件使用，就和普通的使用没有两样了，如赋值语句如下所示。 

$('#Content1').val(info.Content);//ckeditor 赋值 

获取控件的值，也和普通给的一样 

var content = $("#Content1").val(); 

2.19.2. CKFinder 的集成使用 

虽然 CKFinder 已经独立出来，但是它也提供了完美的整合效果，我们把它下载后，在

压缩包里面的 bin 目录里面找到相应的 ckFinder.dll，把它添加我们项目工程的引用里面去，

我们才能正常使用文件上传功能。 

然后修改 config.ascx 文件里面的一些设置，使得我们能够顺利使用。 

第一步设置 CheckAuthentication 函数返回 True。 

    public override bool CheckAuthentication() 

    { 

                return true; 

    } 

第二步是设置 SetConfig 函数里面的 BaseURL，这个基础地址需要设置和我们项目的地址

一致，否则上传文件有问题。 

    public override void SetConfig() 

    { 

        // The base URL used to reach files in CKFinder through the browser. 

        BaseUrl = "/Content/JQueryTools/ckfinder/userfiles/"; 

         ........................ 

第三步，整合 CKFinder 到 CKEditor，前面说了 CKEditor 默认是没有文件上传的功能操

作的，需要添加 CKFinder 并进行配置才可以使用。这步骤需要在 CKEditor 里面的 config.js



文件名称：Web 框架界面代码分析 

第 139 页 共 149 页 

文件里面修改下面的配置参数（红色部分就可以了）。 

CKEDITOR.editorConfig = function( config ) { 

    // Define changes to default configuration here. 

    // For complete reference see: 

    // http://docs.ckeditor.com/#!/api/CKEDITOR.config 

 

....................... 

 

    config.filebrowserBrowseUrl = '/Content/JQueryTools/ckfinder/ckfinder.html'; //上传文

件时浏览服务文件夹 

    config.filebrowserImageBrowseUrl = 

'/Content/JQueryTools/ckfinder/ckfinder.html?Type=Images'; //上传图片时浏览服务文件夹 

    config.filebrowserFlashBrowseUrl = 

'/Content/JQueryTools/ckfinder/ckfinder.html?Type=Flash';  //上传 Flash时浏览服务文件夹 

    config.filebrowserUploadUrl = 

'/Content/JQueryTools/ckfinder/core/connector/aspx/connector.aspx?command=QuickUpload&ty

pe=Files'; //上传文件按钮(标签)  

    config.filebrowserImageUploadUrl = 

'/Content/JQueryTools/ckfinder/core/connector/aspx/connector.aspx?command=QuickUpload&ty

pe=Images'; //上传图片按钮(标签)  

    config.filebrowserFlashUploadUrl = 

'/Content/JQueryTools/ckfinder/connector/aspx/connector.aspx?command=QuickUpload&type=Fl

ash'; //上传 Flash按钮(标签) 

}; 

2.19.3. 集成效果展示 

通过以上代码进行整合，在插入图片的操作页面里面，会增加一个浏览服务器按钮，上

传操作选项卡等功能，方便对文件的浏览和上传操作，具体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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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在我的 Web 框架里面整合的 HTML 编辑控件和 CKFinder 文件上传组件，这

两个组合起来，能够非常方便构建图文并茂的文章内容。 

2.19.4. MVC 的处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textarea 中有特殊字符，出于安全原因，默认情况 mvc 框架不允

许提交的，应在相应方法上加上[ValidateInput(false)]属性。 

如我为了提交 HTML 内容，需要在控制器对象里面，重写了内容的写入和更新操作函数，

如下所示。 

 [ValidateInput(false)] 

 public override ActionResult Insert(InformationInfo info) 

 { 

     info.Editor = CurrentUser.Name; 

     info.EditTime = DateTime.Now; 

 

     return base.Insert(info); 

 } 

 

 [ValidateInput(false)] 

 public override ActionResult Update(string id, FormCollection formValues) 

 { 

     return base.Update(id, formVal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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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summernote 插件实现 HTML 文档的编辑和图片插入 

在很多场合，我们需要在线编辑 HTML 内容，然后在页面上或者其他终端上（如小程

序、APP 应用等）显示，编辑 HTML 内容的插件有很多，本篇介绍基于 Bootstrap

的 summernote 插件实现 HTML 文档的编辑和图片插入操作，这个控件的使用非常方便，

并且用户群也很大。 

Summernote 是一个简单灵活，所见即所得（WYSIWYG）的编辑器，Summernote

是一个轻量级、灵活基于 Bootstrap 和 jQuery 的 HTML 文本编辑器，拥有强大的 API 配

置功能，多国语言支持支持 Bootstrap2.x 和 3.0，支持视频和图片上传以及代码的高亮显

示，多种后台语言版本示例以及多主体支持，在浏览器兼容方面，支持 IE9+以及现代的浏

览器 Chrome,Firefox,Safari 等，在移动端应该有不错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值得使用。 

该插件是开源的，官网地址:http://summernote.org/，GitHub 地址：

https://github.com/summernote/summernote/、安装调整都很方便。 

2.20.1. Summernote 的简单使用 

使用方法： 

1）加载 JS 和 CSS 

 

基于 MVC 的 Asp.net 应用程序中，我们一般在 BundleConfig.cs 里面初始化我们的引入

JS 文件，如下所示。 

 

2）编写 HTML 内容 

http://summernote.org/
https://github.com/summernote/summer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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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TML 页面代码增加下面的标记。 

<div id="summernote">Hello Summernote</div> 

3）初始化调用 

简单的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 

$(document).ready(function() { 

  $('#summernote').summernote(); 

}); 

如果增加控件高度的定义，则如下所示。 

$('#summernote').summernote({ 

  height: 300,    

  focus: true     

}); 

而详细的初始化界面，一般还包括语言国际化、图片上传等处理代码，如下所示 

 

4）获取内容 

var markupStr = $('#summernote').summernote('code'); 

5）设置内容 

设置内容和获取内容类似，在 code 后面增加需要写入的 HTML 内容即可。 

var markupStr = 'hello world'; 

$('#summernote').summernote('code', markup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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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 summernote 插件在实际项目中的使用 

上面介绍了常规 summernote 插件的使用过程，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它除了编辑

HTML 内容外，还需要对图片上传进行处理，以确保我们可以直接把文件上传到后台文件系

统里面去，而不是把它们转换为 Base64 的编码放在页面内。 

一般的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 

 

其中的 sendFile 的函数如下所示，主要是调用附件管理模块进行文件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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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们的文件为了在多个应用之间共享处理，一般建议以 FTP 方式进行处理，这

方面可以参考随笔《在附件管理模块中增加对 FTP 上传和预览的支持》，FTP 上传文件可

以使用 FluentFTP 这个组件（GitHub 地址：

https://github.com/hgupta9/FluentFTP ），这个是一个应用很广，功能很强大的 FTP

组件。 

上传附件到服务器上的后台控制器代码如下所示，主要是构建文件信息，上传后返回对应的

URL，然后就可以在 summernote 插件上显示图片了。 

 

案例对商品的详细信息的富文本进行编辑，来进行图片文字的编辑处理，如下界面所示。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p/6956419.html
https://github.com/hgupta9/Fluent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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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插入图片的时候，弹出一个对话框界面，选择文件上传后返回 URL 显示在

SummerNote 插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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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件成功后，通过下面的代码插入一个图片，如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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