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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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们在《Bootstrap开发框架》高级版本里面，在常规的直接连接数据库的 Web项

目之外，增加了工作流的管理界面，实现工作流表单的审批、会签等多种流程处理过程，并

结合代码生成工具快速生成相关的工作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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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脚步永不停歇，随着 Web端的纯前端技术的广泛使用，Vue的语言逐渐在国内获

得主导地位，Vue & Element 的搭配能够迅速开发后台管理系统，因此我们引入了 WebAPI + 

Vue&Element的前端技术框架，基于同一个数据库的基础上，增加了 Vue & Element的前端，

相当于在原先 Bootstrap 的 Asp.net的 BS 前端基础上增加多了一个管理后台的前端，以适

应技术场景的选择，同时也丰富了框架的灵活性和功能性。 

该《Bootstr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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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提炼及优化而成的。 

1.2. 编写目的 

本文档主要介绍《基于 Metronic 的 Bootstrap 开发框架》以及《Vue & Element 后台

管理前端》中系统的各种功能特性，介绍该框架的各种界面效果和重点功能的分析，以便阅

读者能够更全面的、更真实了解《Bootstrap 开发框架》和《Vue & Element 后台管理前端

框架》（以下统称框架）的相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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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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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Web开发框架”一词，除非特别说明，

均指基于MVC + Metron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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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9 + VS Code，基于MVC5和

Bootstrap3.x 的Web开发技术，以及基于Vue和Element的前端开发技术。 

4 Bootstrap是一个前端的技术框架，很多平台都可以采用，JAVA/PHP/.NET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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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前端界面，整合JQuery可以实现非常丰富的界面效果，目前也有很多Bootstrap的

插件能够提供给大家使用。 

5 Metronic是一个国外的基于HTML、JS等技术的Bootstrap开发框架整合，整合了很

多Bootstrap的前端技术和插件的使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技术框架。 

6 Vue & Element后台管理前端框架是一个纯前端的后台管理框架，集合Web API可以

实现各种业务数据的展示和处理，该前端基于VS Code开发工具开发。 

7 框架中的Bootstrap开发框架和Vue & Element前端框架都公用一个数据库，后端数

据库支持多种不同的数据库类型，如MS SQLServer、Oracle、Mysql、SQLite、PostgreSQL

等常规数据库。 

2. Bootstrap 开发框架的重要特性总结 

2.1. 框架总体介绍 

1）技术特点 

 整个基于 Metronic 的 Bootstrap 开发框架，界面部分采用较新的 Bootstrap 技术，

采用当前最新的 Bootstrap3.x，集成了众多功能强大的 Bootstrap 控件。 

Bootstrap 是一个前端的技术框架，很多平台都可以采用，JAVA/PHP/.NET 都可以用来

做前端界面，整合 JQuery 可以实现非常丰富的界面效果，目前也有很多 Bootstrap 的插

件能够提供给大家使用，本框架集合了众多最为优秀的插件，能给我们 Web 的用户体验提

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Metronic 是一个国外的基于 HTML、JS 等技术的 Bootstrap 开发框架整合，整合了很多

Bootstrap 的前端技术和插件的使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技术框架。本框架以这个为基础，

结合我对 MVC 的 Web 框架的研究，整合了基于 MVC 的 Bootstrap 开发框架，使之能够

符合实际项目的结构需要。 

框架后台采用基于 C#的 MVC 技术，是目前.NET 开发最为成熟流行的技术，框架后台数

据库支持 Oracle、SqlServer、MySql、Sqlite、PostgreSQL、Access 等常规数据库，

可通过配置进行自由切换，使用 Enterprise Library 模块进行数据访问的控制，使得数据

访问更方便轻松。数据库可以同时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库，也可以把一个数据库切分为多个

业务数据库，底层支持更加弹性化。 

整体框架开发采用 Visual Studuio 2013 / 2017 以及页面编辑工具 Sublime Text 结合

开发，页面以及后台代码，通过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进行快速开发，实现整体

性开发的最大效率提高。 

框架的总体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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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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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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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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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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限控制 

 良好的控制器设计规则，可以为 Web开发框架本身提供了很好用户访问控制和权限控

制，使得用户界面呈现菜单、Web界面的按钮和内容、Action的提交控制，均能在总体权限

功能分配和控制之下。 

 

4）代码快速生成 

 良好的架构使得无论在业务逻辑层、控制器层、Web界面的 UI层，均能提供统一的代

码逻辑，这些代码均能通过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进行生成。Web界面代码可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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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的元数据信息，实现 Web界面的快速生成。有效减少

出错的几率，提高 Web界面编码的开发效率和乐趣，更可以使得企业内部的编码模式进行高

效的统一。 

 

Enterprise Library代码生成，可以快速生成除界面外的整体性的框架代码，Bootstrap

的 Web界面代码生成，可以快速生成基于 Metronic的 Bootstrap的前端界面代码和后台控

制器代码，界面部分包括查询、分页、数据展示、数据导入导出、新增、编辑、查看、删除

等基础功能界面，生成后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基础上进行简单、快速的修改即可符合实际需要，

极大提高我们 Web界面的开发效率。 

5）框架布局： 

以下是我整体性项目的总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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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菜单栏】的内容，是动态从数据库里面获取的菜单；【系统顶栏】放置一些信息

展示，以及提供用户对个人数据快速处理，如查看个人信息、注销、锁屏等操作内容；内容

区一般包括【树列表区】、【条件查询区】和【列表数据及分页】内容，内容区域主要是可

视化展示的数据，可以通过树列表控件、表格控件进行展示，一般数据还有增删改查、以及

分页的需要，因此需要整合各种功能的处理。另外，用户的数据，除了查询展示外，还需要

有导入、导出等相关操作，这些是常规性的数据处理功能。 

菜单的处理和展示：一般为了管理方便，菜单分为三级，选中的菜单和别的菜单样式有

所区分，菜单可以折叠最小化，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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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登陆及主界面 

1）登陆界面 

默认登陆界面如下所示： 

 

 也可以配置使用其他登陆样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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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登录界面输入账号和密码后（默认账号 admin，密码为空），即可进入管理系统

的主界面。 

2）框架主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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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顶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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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当前用户详细信息： 

 

个人助理-计算器： 

 

个人助理-公历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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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屏操作： 

 

2.3. 行业动态管理 

1）政策法规/通知公告/动态信息 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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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辑界面如下所示： 

 

3）查看内容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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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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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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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件导出到 Word 或者 Excel 操作 

 通知公告可以导出 Excel 或者 Word 文件，在 MVC 控制器端使用 Aspose.Word 和

Aspose.Excel 控件，通过自定义模板的方式导出 Word 或者 Excel 文件，使得导出的内容

更加美观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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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权限系统管理 

权限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包括有：用户管理、组织机构管理、功能管理、角色管理和权

限分配管理、菜单管理、系统类型管理、登录日志管理等功能模块，权限管理系统主界面如

下所示。 

1）用户管理 

权限管理系统的用户管理是基于分级管理理念，集团分子公司、事业单位处室/局级可

独立管理人员/角色等信息。 

 系统分了两级管理员用户：超级管理员和公司管理员。超级管理员可以管理整个集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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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整个系统的人员和相关信息（包括组织机构、角色、登陆日志、操作日志等信息的分级）；

公司管理员可以管理分子公司、事业单位处室/局级这样的组织机构的人员和相关信息。 

分级管理组织机构、角色、用户等相关数据，能够减少管理员的相关工作，提高工作效

率，并能增强权限管理系统对权限的控制和资源分配等管理，提高用户的认同感。 

 

系统用户删除确认对话框。 

 

用户分类，可以根据组织结构进行划分，也可以根据角色进行划分，方便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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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编辑界面如下所示，包括了用户基础信息和用户可操作功能，可以查看编辑用

户的基础信息，也可以查看该用户具有哪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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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用户可操作功能，是查看该用户包含角色具有的所有功能集合，这里只能进行查看，

如果需要调整用户可操作的功能，可在角色管理模块进行权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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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用户的肖像上传和编辑 

 

系统用户的 RDLC 报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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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结构管理 

为了方便管理，组织机构是以一个树形结构的方式进行展现，组织机构以公司层级进行

划分以便实现组织机构的分级管理，每个公司的管理员，只能管理自己公司内部的组织机构

关系。 

双击任何一个组织机构节点，可以展开机构的详细信息，以及机构的相关信息：包含用户和

所属角色。这样可以为组织机构的对应用户，分配具有特定角色，包含人员也就快速具有了

对应角色的一切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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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包含用户编辑界面 

 

 

3）角色管理 

角色是权限系统管理里面最为重要的部分，整个系统符合权限的国际通用标准，基于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的角色权限控制，这样和权限相关的信息，都是通过角色进行

关联，因此角色还需要管理和用户之间的关系、和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和可操作功能之间

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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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也是根据公司层级进行分级管理的，一个公司内部，角色名称不能重复。角色管理，

包括管理角色的基础信息，角色的可操作功能（功能权限）和可访问数据 （数据权限），

并通过制定用户或者机构方式，最终实现用户权限的控制。 

角色的权限是分级管理的，超级管理员管理所有的角色功能，具有最大的权限集合，可

分配不同公司的管理员权限集合；公司所属的管理员，只具有由超级管理员分配的权限。 

 

角色的可操作功能（功能权限），可以在该角色具有的全部权限上分配功能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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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访问数据 （数据权限），是通过绑定角色和组织机构关系，从而实现角色数据权限

的控制，业务系统在开发过程中进行整合即可有效控制用户的数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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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包含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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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能管理 

功能管理，是业务应用系统的权限控制最小单元，可以用作控制系统的按钮、菜单等界

面元素，也可以用作控制显示或隐藏的某些字段的操作。  

通过给角色授权不同功能单元，这个角色就具有不同的权限集合。用户的可访问的功能，

是通过角色获得的，也就是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RBAC）的原理。 

 

为了方便一次性添加多个功能单元，可以通过“批量添加”操作进行功能的批量添加，

批量添加界面如下所示。 

 

 

5）菜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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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是在基于插件化的系统应用的时候，方便使用来动态创建的，它的权限是通过功能

控制 ID来判断，也就是哪些用户具有这些功能控制 ID，那么就可以访问，否则不显示。一

旦用户在访问的时候，父菜单不具有访问权限，那么所有子菜单也不能访问。 

因此菜单也是权限分配的一部分，为了有效管理菜单资源，我们把菜单放到权限管理系

统中进行管理控制，可根据用户权限进行动态控制显示。 

 

编辑菜单界面如下所示。 

 

选择菜单图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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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登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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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字典管理 

 字典管理包括了字典类别的管理和字典数据的管理，通过在界面中集成树控件，单击任

何一个节点，均能进行类别字典数据的刷新，然后在右边进行展示，界面如下所示。 

 

在字典类别中添加，弹出一个对话框，并以当前的字典类别作为父类节点，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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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字典数据的界面如下所示。 

 

 除了单项字典数据的添加，有时候，批量添加字典数据也是很方便、很重要的，因此提

供了一个批量字典数据录入的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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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图片相册管理 

 

图片编辑界面如下所示： 

 

图片查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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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客户关系管理 

2.7.1. 客户信息管理 

客户列表界面如下所示： 

 

客户信息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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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信息导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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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客户联系人管理 

 

客户联系人添加/编辑界面 

 

客户联系人查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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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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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通讯录管理 

通讯录在很多系统均有使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功能模块，包含了公共通讯录和个人通

讯录，公共通讯录一般是指公司内部的通讯录，由专人维护；个人通讯录是当前用户自己的

通讯录，用户负责自己的个人通讯录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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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公共通讯录 

 

通讯录编辑界面如下所示。 

 

通讯录分组管理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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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个人通讯录 

 

2.9. 全国行政区划管理 

在最近的项目中，由于需要使用到全国地区的省份、城市、区县这些新政区划的信息，

网上的很多数据脚本都是早期的，因此花了一些时间，重新校对了这些省份、城市、地区的

数据内容，以及编写一个对全国省市地区的数据字典管理模块，由于这些模块的数据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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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字典的范畴，因此把这些新政区划的管理也整合通用字典模块里面，以方便更好的应用。 

这 些 全 国 的 新 政 区 划 数 据 ， 最 权 威 的 数 据 当 然 来 自 国 家 统 计 局 了

（http://www.stats.gov.cn/tjbz/xzqhdm/t20130118_402867249.htm），从里面

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两三年，全国的省份信息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城市、区县的数据变化还

是不少，如调整了三亚，增加了三沙市，以及合并一些省份的城市，广州等城市的区县也有

所变化等等，因此花了不少精力时间来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希望能够给自己方便使用的同

时，也方便需要用到这些省份城市行政区的开发人员。 

2.9.1. 省份管理 

 

http://www.stats.gov.cn/tjbz/xzqhdm/t20130118_4028672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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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城市管理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系统功能介绍白皮书 

第 44页 共 103页 

2.9.3. 行政区管理 

 

有了这些全国省份、城市和行政区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在界面上做相应的关联，联动获得对

应的城市信息了，如下面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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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页面链接收藏夹功能 

在一个系统里面，往往有很多菜单项目，每个菜单项对应一个页面，一般用户只需要用

到一些常用的功能，如果每次都需要去各个层次的菜单里面去找对应的功能，那确实有点繁

琐。特别是在菜单繁多，而客户又对系统整体不熟悉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类似浏览器的收

藏夹模块，把一些常用的菜单连接保存起来，每次从这个收藏夹主页去找对应的页面，那样

确实是省事省力，非常方便。 

为了实现这个收藏夹功能，我们也需要在系统页面的明显位置处放置一个收藏夹模块的

入口，以及可以为每个页面添加到对应收藏夹的功能。经过对比，我们把这些入口功能放在

页面标题的附近，这样方便进行快速进行收藏夹，如下效果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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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页面上单击【添加到收藏夹】按钮，我们就把对应的页面标题和连接加入到收

藏夹记录里面了。 

 

在【查看收藏夹】功能里面，我们可以展示我们加入的页面链接，单击其中某个记录，

可以快速进入对应的页面，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快速进入功能模块的需求了。 

另外我们可以收藏夹列表里面进行记录的删除、拖动操作，通过鼠标的拖放就可以实现

位置的上下移动，非常方便。 

 

2.11. 条码和二维码的生成打印处理 

在很多项目里面，对条形码和二维码的生成和打印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操作，在 We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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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里面，我们可以利用 JS 生成条形码和二维码的组件有很多。本框架引入两个比较广泛使

用的 JS 组件，用来处理条形码和二维码的生成处理，并利用 CLODOP 组件实现内容的打印

输出。生成条形码使用组件 JsBarcode，生成二维码使用组件 qrcodejs。 

2.11.1. 条形码的生成 

条码的作用一般在一些商品标签上，方便使用条码枪快速、准确录入信息。如下所示是

一种条形码。 

 

这里条形码生成使用了 JsBarcode 组件进行处理，它支持很多格式的条码格式，如下所示。 

 

具体的生成效果如下所示。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系统功能介绍白皮书 

第 48页 共 103页 

 

2.11.2. 二维码的生成 

二维码实现可以通过使用组件 qrcodejs 进行生成，二维码也可以使用组件 jquery-qrcode

进行生成，也相对比较简洁，不过打印二维码文档的时候，jquery-qrcode 没有显示二维码图

片，而组件 qrcodejs 则工作正常，因此推荐使用组件 qrcodejs。 

界面生成的二维码如下所示。 

 

条码的打印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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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打印效果如下所示。 

 

最终完成了这个关于条形码、二维码的动态生成，以及图形打印的相关操作了。整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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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界面如下所示。 

 

关于条形码、二维码的处理，我们这里引入的条形码组件 JsBarcode 和二维码组件

qrcodejs 是非常不错的开源 JS 组件，满足了我们大多数的要求，而且使用方便、简洁，希

望这些内容能够给你的项目提供灵感及用处。 

2.12. 统计图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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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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在 MVC 项目中使用 RDLC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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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LC 报表查看 

2.14. 附件管理和预览 

框架使用 Uploadify 文件上传组件，以及 Bootstrap 的 File Input 插件作为图片上传组件，因

此能够很方便对附件进行上传和管理，并实现了对图片、Office 问答的在线预览功能，非常

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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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系统功能介绍白皮书 

第 53页 共 103页 

 

图片预览效果如下所示： 

 

Excel 文档预览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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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文档预览效果如下所示： 

 

我们用来构建图片相册的具体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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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图标管理 

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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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图表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个对菜单图标样式动态配置的案例。 

图标的展示通过 MVC 的分页处理实现，非常方便管理和查看。 

2.15.1. 图标样式生成 

图标管理是从 Bootstrap 样式中提取出来的图表信息，存储在数据库里面供菜单等模块

使用的图标数据。这些图标信息，分别从 FontAwesome、Glyphicons、SimpleLine 几个样式

文件里面，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提取，存储在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记录。 

Bootstrap 图标库里面分为了三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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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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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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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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标列表展示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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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提取上面几种类型的图标，已经通过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提取，封装了提取生成记

录的逻辑，在界面上执行生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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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 图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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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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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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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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Vue&Element 框架介绍 

我们在 Bootstrap 框架这个基础上扩展增加了 Vue&Element 的前端，由于 Vue&Element

的前端需要采用 Web API 的接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借鉴了 ABP 框架的 Web API 接口处理

及前端管理界面的内容，在 Bootstrap 开发框架基础上增加 WebApi+Vue&Element 的前端。 

3.1. Web API 后端的架构设计 

这个是属于前端、后端完全分离的架构设计，后端采用基于 Asp.net 的 Web API 技术，

并提供按域来管理 API 的分类，Web API 如下架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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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架构设计，可以看出，底层 BLL、DAL、Entity、IDAL、公用类库等分层都

是完全通用的，不同的是，我们后端只是提供 Web API 的接口服务给前端，这个和我们的

《ABP 框架使用》的理念一致，前后端分离。 

为了更好的进行后端 Web API 控制器的相关方法的封装处理，我们把一些常规的接口

处理放在 BaseApiController 里面，而把基于业务表的操作接口放在 BusinessController 里面

定义，如下所示。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tag/ABP%E6%A1%86%E6%9E%B6%E4%BD%BF%E7%94%A8/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tag/ABP%E6%A1%86%E6%9E%B6%E4%BD%BF%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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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aseApiController 里面，我们使用了结果封装和异常处理的过滤器统一处理。 

 

其中 ExceptionHandling 和 WrapResult 的过滤器处理，可以参考我的随笔《利用过滤器

Filter 和特性 Attribute 实现对 Web API 返回结果的封装和统一异常处理》进行详细了解。 

而业务类的接口通用封装，则放在了 BusinessController 控制器里面，其中使用了泛型

定义，包括实体类，业务操作类，分页条件类等内容作为约束参数，如下所示。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4606418.html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4606418.html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4606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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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eb API 接口返回结果的统一封装处理，我们定义了相关的格式如下所示。 

 

其中 result 是返回对应的对象信息，如果没有则返回 null. 

如果是分页查询返回结果集合，其结果如下所示。 

 

展开单条记录明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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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Vue&Element 的前端的架构设计 

而 Vue&Element 的前端的架构设计，也借鉴了我们 ABP 框架的前端管理部分，详细也

可以了解下我的相关随笔《循序渐进 VUE+Element》。 

Vue&Element 的前端的架构设计如下所示。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tag/%E5%BE%AA%E5%BA%8F%E6%B8%90%E8%BF%9BVUE%2BElement/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tag/%E5%BE%AA%E5%BA%8F%E6%B8%90%E8%BF%9BVUE%2B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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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前后端分离的 Vue + Element 作为前端技术路线，那么前后端的边界则非常清

晰，前端可以在通过网络获取对应的 JSON 就可以构建前端的应用了。 

一般来说，我们页面模块可能会涉及到 Store 模块，用来存储对应的状态信息，也可能

是直接访问 API 模块，实现数据的调用并展示。在页面开发过程中，多数情况下，不需要

Store 模块进行交互，一般只需要存储对应页面数据为全局数据状态的情况下，才可能启用

Store 模块的处理。 

通过 WebProxy 代理的处理，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前端中实现跨域的处理，不同的路径调

用不同的域名地址 API 都可以，最终转换为本地的 API 调用，这就是跨域的处理操作。 

 

前端根据 ABP 后端的接口进行前端 JS 端的类的封装处理，引入了 ES6 类的概念实现业

务基类接口的统一封装，简化代码。 

权限模块我们涉及到的用户管理、机构管理、角色管理、菜单管理、功能管理、操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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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登录日志等业务类，那么这些类继承 BaseApi，就会具有相关的接口了，如下所示继承

关系。 

 

3.3. WebApi+Vue&Element 的前端界面展示 

主体框架界面采用的是基于后台配置的菜单动态生成，左侧是菜单，右边顶部是特定导

航条和内容区，这个和我们 ABP 框架的前端界面是一致的。 

系统主界面的开发，基本上都是标准的界面，在系统左侧放置系统菜单，右侧中间区域

则放置列表展示内容，但是在系统菜单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把菜单分为几级处理。系统菜

单在左侧放置一个自定义菜单组件列表，这样通过树形列表的收缩折叠，就可以放置非常多

的菜单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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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界面，沿袭 Bootstrap 框架的布局进行管理，通过用户机构方式，快速展示用

户分页列表，如下界面所示。 

 

 机构管理界面如下所示。 

 

 角色管理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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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角色的编辑界面如下所示，包括了基础信息、用户、菜单、权限等项目。 

 

 整个系统的菜单，既可以通过默认 Mock 的初始菜单，也可以通过后端 API 获得的菜

单资源，动态在界面上进行展示，系统界面左侧的菜单是动态获取并展示出来的，结合路由

的判断可以限制用户访问的菜单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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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管理界面如下所示。 

 

菜单资源在角色管理中分配给具体角色，即可实现对菜单的动态控制管理了。 

 前端的界面管理，依旧可以通过分拆模块的方式，完成更加方便的组合处理 

 

 利用模块化的处理方式，我们可以把界面部分内容作为一个组件进行封装处理，如在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系统功能介绍白皮书 

第 71页 共 103页 

权限管理中，我们定义了一部分重用的组件界面，如下所示。 

 

 定义好各种界面的自定义组件后，在主界面中进行 Import 导入使用即可，非常方便重用。 

 

3.4. Vue&Element 基础介绍 

3.4.1. Vue 框架简介 

Vue是一套构建用户界面的框架， 开发只需要关注视图层， 它不仅易于上手，还便于

与第三方库或既有项目的整合；另一方面，当与现代化的工具链以及各种支持类库结合使用

时，Vue 也完全能够为复杂的单页应用提供驱动。是基于 MVVM（Model-View-ViewModel）

设计思想。提供 MVVM数据双向绑定的库，专注于 UI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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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就是 DOM层，ViewModel就是通过 new Vue()的实例对象，Model是原生 js。开发

者修改了 DOM，ViewModel 对修改的行为进行监听，监听到了后去更改 Model 层的数据，然

后再通过 ViewModel去改变 View，从而达到自动同步。 

Vue核心思想，包括数据驱动、组件化等方面。 

 

1、数据驱动 

数据驱动（数据双向绑定）， 在 Vue 中，Directives 对 view 进行了封装，当 model

中的数据发生变化时，Vue就会通过 Directives指令去修改 DOM，同时也通过 DOM Listener

实现对视图 view的监听，当 DOM改变时，就会被监听到，实现 model 的改变，从而实现数

据的双向绑定。 

2、组件化 

组件化就是实现了扩展 HTML元素，封装可用的代码。 

1）页面上每个独立的可视/可交互区域视为一个组件。 

2）页面不过是组件的容器，组件可以嵌套自由组合形成完整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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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Element 介绍 

Element，是饿了么公司开发的一套 UI组件，一套为开发者、设计师和产品经理准备的

基于 Vue 2.0 的桌面端组件库。提供了配套设计资源，帮助你的开发快速成型。由饿了么

公司前端团队开源。 

Element前端界面套件，提供了几乎所有常见的 Web组件封装，并扩展了很多功能丰富

的 UI 组件，使用这些界面组件可以极大提高 Web 界面的开发效率，同时也能够把这些基础

组件封装层更高级、功能更丰富的自定义组件。 

3.4.3. VS code 的安装 

有别于之前的 Asp.net 的开发，纯前端的开发，一般不会再采用笨重的 VS 进行前端的

开发，而改用 VS Code 或者 WebStorm 等轻型的开发工具来进行前端代码的开发和维护，虽

然是轻型开发工具，不过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开发环境可以在 Windows系统，也可以

在 Mac系统等，实现多平台的开发环境。 

VS Code（Visual Studio Code）是由微软研发的一款免费、开源的跨平台文本（代码）

编辑器。几乎完美的编辑器。 

官网：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文档：https://code.visualstudio.com/docs 

源码：https://github.com/Microsoft/vscode 

VS Code 的界面大概如下所示，一般安装后，如果为英文界面，则安装它的中文包即可。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doc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v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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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Code 安装后，我们一般还需要搜索安装一些所需要的插件辅助开发。安装插件很

简单，在搜索面板中查找到后，直接安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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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们需要安装这些 vs code 插件: 

Vetur   

Vue 多功能集成插件，包括：语法高亮，智能提示，emmet，错误提示，格式化，自动补

全，debugger。vscode 官方钦定 Vue 插件，Vue 开发者必备。 

ESLint  

ESLint 是一个语法规则和代码风格的检查工具，可以用来保证写出语法正确、风格统一的

代码。 

而 VSCode 中的 ESLint 插件就直接将 ESLint 的功能集成好，安装后即可使用，对于

代码格式与规范的细节还可以自定义，并且一个团队可以共享同一个配置文件，这样一个团

队所有人写出的代码就可以使用同一个代码规范，在代码签入前每个人可以完成自己的代码

规范检查。 

VS Code - Debugger for Chrome  结合 Chrome 进行调试的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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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具简直就是前端开发必备，将大大地改变你的开发与调试模式。 

以往的前端调试，主要是 JavaScript 调试，你需要在 Chrome 的控制台中找到对应代

码的部分，添加上断点，然后在 Chrome 的控制台中单步调试并在其中查看值的变化。 

而在使用了 Debugger for Chrome 后，当代码在 Chrome 中运行后，你可以直接在 

VSCode 中加上断点，点击运行后，Chrome 中的页面继续运行，执行到你在 VSCode 中

添加的断点后，你可以直接在 VSCode 中进行单步调试。 

Beautify 

Beautify 插件可以快速格式化你的代码格式，让你在编写代码时杂乱的代码结构瞬间变得

非常规整，代码强迫症必备，较好的代码格式在后期维护以及他人阅读时都会有很多的便利。 

3.4.4. 安装 node 开发环境 

利用 VS Code 开发，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使用命令行 npm 进行相关模块的安装，这些

需要 node 环境的支持，安装好 node 后，npm 也就一起安装好了。 

Node.js 是一个基于 Chrome V8 引擎的 JavaScript 运行环境。  

Node.js 使用了一个事件驱动、非阻塞式 I/O 的模型，使其轻量又高效。  

Node.js 的包管理器 npm，是全球最大的开源库生态系统。 

node 下载：https://nodejs.org/en/ 

https://nodejs.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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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后，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或者VS Code 里面的Shell 进行查看 node 和npm 的

版本号了 

node -v 

npm -v 

3.4.5. 前后端的分离和 Web API 优先路线设计 

Web API 是一种应用接口框架，它能够构建 HTTP 服务以支撑更广泛的客户端（包括

浏览器，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框架，  ASP.NET Web API 是一种用于在 .NET 

Framework/ .net Core 上构建 RESTful 应用程序的理想平台。 

在目前发达的应用场景下，我们往往需要接入 Winform 客户端、APP 程序、网站程序、

以及微信应用等程序，这些数据应该可以由同一个服务提供，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构建的

Web API 平台。由于 Web API 层作为一个公共的接口层，我们就很好保证了各个界面应用层

的数据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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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倾向于前后端的完全分离，我们后端就可以完全由 Web API 统一构建支持，可以

采用.net framework 或者.net core 构建的统一接口平台，可以简单由 Asp.net 做的 Web API

接口平台，也可以基于 ABP-aspnetboilerplate（ ABP 框架随笔介绍）框架基础上构建的 Web 

API 平台。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tag/ABP%E6%A1%86%E6%9E%B6%E4%BD%BF%E7%94%A8/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tag/ABP%E6%A1%86%E6%9E%B6%E4%BD%BF%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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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基于这些 API 接口构建前端多项应用，如包括 Web 前端、Winform 前

端、以及对接各种 APP 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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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前后端分离的 VUE + Element 的开发方式，那么前后端的边界则非常清晰，前

端可以在通过网络获取对应的 JSON 就可以构建前端的应用了。 

 

 在前端处理中，主要就是利用 Vuex 模式中的 Store 对象里实现对 Action 和 Mutation 的

请求处理，获取数据后，实现对 State 状态中的数据进行更新。如果仅仅是当前页面的数据

处理，甚至可以不需要存储 State 信息，直接获取到返回的数据，直接更新到界面视图上即

可。 

在开发前期，我们甚至可以不需要和后端发生任何关系，通过 Mock 数据代替从 Web API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系统功能介绍白皮书 

第 81页 共 103页 

上请求数据，只要 Mock 的数据结构和 Web API 接口返回的 JSON 一致，我们就可以在后期

实现快速的对接，而不影响现有的代码处理方式。 

 

3.4.6. Axios 网络请求处理 

在我们进一步处理前，我们需要知道 Vuex 里面的一些对象概念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Vuex 是一个专为 Vue.js 应用程序开发的状态管理模式。它采用集中式存储管理应用的所

有组件的状态，并以相应的规则保证状态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关于 Vuex 的相关

State、Getter、Mutation、Action、Module 之间的差异和联系，详细可以参考下：

https://vuex.vuejs.org/zh/ 

在开始发起网络请求之前，我们需要了解 axios 这个东西，axios 是一个基于 Promise 用

于浏览器和 nodejs 的 HTTP 客户端，本质上也是对原生 XHR 的封装，只不过它是 Promise

的实现版本，符合最新的 ES 规范。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它是非常强大的网络请求处理库，

且得到广泛应用即可，列举几个代码案例进行了解。 

POST 请求： 

https://vuex.vuejs.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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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请求： 

 

如果我们要跨域请求数据，在配置文件里设置代理，vue-cli3 项目，需要在 vue.config.js

里面写配置。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系统功能介绍白皮书 

第 83页 共 103页 

 

可以分别设置请求拦截和响应拦截，在发出请求和响应到达 then 之前进行判断处理，

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封装一个类如 request 类，然后进行对拦截器的统一处理，如在请求前

增加一些用户身份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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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Vuex 中的 API、Store 和 View 的使用 

在我们开发 Vue 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记录一些变量的内容，这些可以用来做界

面状态的承载，也可以作为页面间交换数据的处理，处理这些内容可以归为 Vuex 的状态控

制。例如我们往往前端需要访问后端数据，一般是通过封装的 Web API 调用获取数据，而

使用 Store 模式来处理相关的数据或者状态的变化，而视图 View 主要就是界面的展示处理。

这里主要介绍如何整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数据的获取、处理、展示等逻辑操作。 

Vuex 是一个专为 Vue.js 应用程序开发的状态管理模式。它采用集中式存储管理应用

的所有组件的状态，并以相应的规则保证状态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关于 Vuex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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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State、Getter、Mutation、Action、Module 之间的差异和联系，详细可以参考下：

https://vuex.vuejs.org/zh/ 。 

我们再次回到 Vuex 中的 API、Store 和 View 的使用介绍上。 

 

 

我们来看看 API 的封装请求调用类的封装，如下所示，我们创建了一些操作数据的 API

类文件，每个 API 名称对应一个业务的集中处理，包括特定业务的列表请求、单个请求、

增加、删除、修改等等都可以封装在一个 API 类里面。 

https://vuex.vuejs.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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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 Product.js 的类文件定义如下所示。 

 

这里我用了 Request 和 Axios 的操作对比，两者很接近，因为 request 是对 Axios 的简单

封装，主要就是拦截注入一些登录信息和一些响应的错误处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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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Url 里面，通过代理配置的处理，会把对应的 iqidi 替换为对应外部域名的处理，

从而实现对跨域处理请求数据的获取了，我们这里只需要知道，url 最终会转换为类似 

http://www.iqidi.com/h5/GetProductList 这样实际的地址进行请求的即可，返回是一个 JSON

数据集合。 

 

由于 Vue 视图里面的 JS 处理部分，可以直接引入 API 进行请求数据，如下所示。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 method 方法里面定义一个获取 API 数据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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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调用是最直接的 API 调用，没有引入 Store 模块中封装的 Action 或者 Mutation 进

行异步或者同步的处理。一般情况下直接使用这种方式比较简洁，因为大多数页面处理或者

组件处理，不需要对数据进行全局状态的存储处理，也就是不需要进行全局 Store 对象的处

理了。 

如果我们需要在全局存储对应的信息，那么就需要引入 Store 模块中对 API 调用的封装

了，包括 Action 或者 Mutation 的处理。 

我们先来定义 Store 存储类，如下界面所示。 

 

如果我们需要对产品列表等数据进行全局状态的存储，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创建一个对应

Store 目录下的模块，如 product.js，来管理 Action、Mutation 和 State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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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来看看，如果引入了 Store 模块的业务类，那么在界面视图中调用代码则修改

为调用对应的 Action 或者 Mutation 了。 

 

我们这里强调一下，一般情况下在视图模块中使用 API 的类调用即可，不需要累赘的

每个业务模块，都创建一个 Store 的模块类进行相应的管理，只有在这些状态数据需要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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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页面或者组件中需要共享的时候，才考虑引入 Store 模块类进行细化管理。 

我们刚才说到，如果需要创建对应业务模块的 Store 状态管理模块，那么需要创建对应

的模块类，如前面说到的 product.js 类文件。 

 

其中 Modules 目录里面的按照业务区分边界的 Vuex 的 Store 管理类了，每个对应业务

创建一个单独的文件进行管理（如果需要用到的话）。 

在 index.js 里面我们通过模块动态加载的方式，把这些类按照不同的命名空间进行加载

进来，统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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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介绍 

4.1. 可重复使用的系统基础模块 

.NET 公用类库 

 俗话说，一个好汉十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等都说明一个道理，有更多的资源，更丰富

的积累，都是助你走向成功，走向顶峰的推动力。就我们开发者而言，其中技巧的积累、资

源的积累，就是类似一个个好汉、一根根好柴，是我们能够进行高效开发的保证和推动力。 

这些类库是我从事多年软件开发，逐渐提炼和发现的一些闪光点或者好片段，有些是吸收别

人的优秀的东西，有些是自己逐步提炼的精华，以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开源的项目，总会

先看看其是否有封装良好、功能独立的辅助类库，发现好的辅助类库，总是欣喜若狂好一阵

子，学习中逐步积累，研究中逐渐提炼，多年过后，略有小成，终为今天所介绍的辅助类库

集合。 

 这些辅助类库平时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用得上，不过一些常用的，几乎各个项目就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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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类库涉及面非常广，能够为我们开发节省很多时间，并且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

行扩充完善，形成自己的类库集合。博客公用类库在线帮助文档列表：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1）----开篇总结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2）----常用操作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3）----数据库相关操作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4）----CSV、Excel、INI 文件、独立存储

等文件相关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5）----热键、多线程、窗体动画冻结等窗体

操作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6）----全屏截图、图标获取、图片打印、页

面预览截屏、图片复杂操作等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7）-----声音播放、硬件信息、键盘模拟及

钩子、鼠标模拟及钩子等设备相关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8）----非对称加密、BASE64 加密、MD5

等常用加密处理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9）----各种常用辅助类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10）---各种线程同步的集合类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11）---各种线程相关操作类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12）--- 网络相关操作辅助类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13）--- 各种常用的辅助类 2  

厚积薄发，丰富的公用类库积累，助你高效进行系统开发（14）---Winform 开发的常用类库 

4.2. 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的整合 

 整个框架通过与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进行配合，能够一键生成整体性框架代

码，Web 开发框架的业务逻辑代码和界面代码，开发更高效。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06/30/2095080.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07/04/2097771.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07/09/2101760.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07/30/2121829.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07/30/2121829.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0/13/2211008.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0/13/2211008.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0/20/2219665.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0/20/2219665.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1/10/2243811.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1/10/2243811.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1/28/2266694.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1/28/2266694.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1/28/2266694.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1/28/2266694.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1/12/03/2274493.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2/03/25/2416764.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2/03/26/2418786.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2/03/27/2418822.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3/02/17/2914553.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3/02/17/2914553.html
http://www.cnblogs.com/wuhuacong/archive/2013/02/17/2914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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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 Web 开发框架中， Database2Sharp 生成出来的代码体现了非常完美的整合性，

能够无缝接入开发的框架系统中，无论是常规的业务逻辑和数据访问层代码，以及列表、编

辑界面、添加界面、查看详细界面的 Web 界面代码，都能快速生成，稍作调整即可满足业

务模块的需要。 

 Database2Sharp 是一个简单点击几次鼠标就能完成一周代码量的代码生成工具，效率惊

人、友好体贴，真正的开发好伴侣。提供了对 SqlServer 2000/2005/2008、Oracle、Mysql、

Access、SQLite 的支持；可以生成各种架构代码以及 Web 界面代码，并且和 Web 开发框架

完美整合，体现出更高的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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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发框架中，代码生成工具 Database2Sharp 可以根据需要生成各种不同框架的代码，

极大提高了开发效率和企业内部的编码统一。 

 基于 MVC 的 Web 界面代码，也可以通过我们提供的代码模板文档，在代码工具中运

行生成，复制到 Web 界面项目的 View 视图文件夹中即可运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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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多数据库的数据查询模块和通用查询模块 

 基于多数据库的数据查询模块和通用高级查询模块，查询数据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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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 Web 开发框架中，使用了一个查询辅助类 SearchCondition 来实现查询条件的获

取和转化，这个辅助类内置了对多种数据库条件的分析处理，因此能够很好生成所需要的数

据查询条件，正确高效获取所需的数据进行显示。 

 

        /// <summary> 

        /// 根据查询条件构造查询语句 

        /// </summary>  

        private string GetConditionSql() 

        { 

            //如果存在高级查询对象信息，则使用高级查询条件，否则使用主表条件查询 

            SearchCondition condition = advanceCondition; 

            if (condition == null) 

            { 

                condition = new SearchCondition(); 

                condition.AddCondition("ItemName", this.txtName.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ItemBigType", this.txtBigType.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ItemType", this.txtItemType.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Specification", this.cmbSpecNumber.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MapNo", this.txtMapNo.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Material", this.txtMaterial.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Source", this.txtSource.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Note", this.txtNote.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Manufacture", this.txtManufacture.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ItemNo", this.txtItemNo.Text, SqlOperator.LikeStartAt) 

                    .AddCondition("WareHouse", this.txtWareHouse.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Dept", this.txtDept.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UsagePos", this.txtUsagePos.Text, SqlOperator.Like) 

                    .AddCondition("StoragePos", this.txtStoragePos.Text, SqlOperator.Like); 

            } 

            string where = condition.BuildConditionSql().Replace("Where", ""); 

            return where; 

        } 

 

 

    /// <summary> 

    /// Sql的查询符号 

    /// </summary> 

    public enum SqlOperator 

    { 

        [Description("Like 模糊查询")] 

        Like, 

        [Description("Not LiKE 模糊查询")]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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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Like, 

        [Description("Like 开始匹配模糊查询，如 Like 'ABC%'")] 

        LikeStartAt, 

        [Description("＝ 等于号")] 

        Equal, 

        [Description("<> (≠) 不等于号")] 

        NotEqual, 

        [Description("＞ 大于号")] 

        MoreThan, 

        [Description("＜小于号")] 

        LessThan, 

        [Description("≥大于或等于号 ")] 

        MoreThanOrEqual, 

        [Description("≤ 小于或等于号")] 

        LessThanOrEqual, 

        [Description("在某个字符串值中")] 

        In 

    } 

 

 另外，结合上面的多数据库的数据查询模块，基于 MVC 的 Web 界面，我们可以设计

一个通用的分页条件查询操作。 

 先在客户端的绑定相关条件的值，如果是数值、日期类型的，那么是一个区间的值，用

波浪符号~进行分开，并且每个参数以一个特殊的前缀开始，如 WHC_，如下代码所示。 

 

 

 在控制器处理端，我们把分页查询的操作，封装在了业务基类 Business<B，T>这个类

上面，可以为继承于它的业务控制器类提供了通用的分页查询。下面是控制器基类获取传递

过来的参数并构造查询条件的代码。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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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一直希望我的 Web 开发框架能够精益求精，所以设计了这个通用查询模块，希

望使用该 Web 开发框架的客户，能够快速、高效地实现数据的查询。 

4.4. 框架提供基于多种数据库的整合 

 框架提供基于多种数据库（Sqlserver/Oracle/Mysql/Sqlite/Access)的整合。 

虽然我们在实际项目中，一般采用一种数据库进行处理，但是不同的项目，采用的数据库类

型 可 能 不 同 ， 本 Web 开 发 框 架 为 了 方 便 演 示 和 扩 展 的 需 要 ， 内 置 支 持 了

Sqlserver/Oracle/Mysql/Sqlite/Access，更多的数据库，也可以通过扩展数据库访问基类的方

式进行更多数据库的支持。 

 Web 开发框架里面的所有模块，如用到了数据存储的，如权限管理管理模块、通用数据

字典管理模块，均内置支持这几种数据库的整合支持。整个 Web 开发框架的数据库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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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手动配置数据库类型，对于同一种数据库，也可以把数据存储分开存储，如业务数据存

储在一个数据库，权限管理控制存储在另外一个数据库这种方式。 

 

 Web 开发框架提供多种数据库支持，但数据访问基类依然很精简，因为我们利用的数据

库访问模块是 Enterprise Library，把数据库抽象化，并且我把所有数据库通用操作放在了一

个超级基类上，具体的数据库基类只需要实现变化的部分即可，业务访问类则使用泛型进行

封装处理。 

 因此，Web 开发框架提供了高度封装的数据访问基类，开发代码更少更高效。 

4.5. 特性总结 

 Web 开发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开发一个高效、稳定、美观大方、扩展性强的应

用软件系统。因此我在自己十年左右的共享软件开发生涯以及公司项目开发中，不断思考，

精雕细琢，对很多重要的特性都进行了归纳和升华，吸收项目中好的闪光点，借鉴一些好的

软件开发思路，力求把软件做的更好。 

 在开发效率方面，除了开发一些常规通用的模块、在模块内部又充分考虑继承、重用的

规则，还对大幅度提高效率的代码生成工具，根据 Web 开发框架的实现思路和特点，进行

了完善优化，使得无论在业务代码生成，还是在界面代码生成方面，均能把开发效率发挥到

极致，希望整个 Web 开发框架能够持续发挥它的魅力和吸引力，为更多的人带来希望，体

验开发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