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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之前一直采用 VS 进行各种前端后端的开发，随着项目的需要，正逐步融合纯前端的开

发模式，开始主要选型为 Vue + Element 进行 BS 前端的开发，后续会进一步整合 Vue + 

AntDesign 的界面套件，作为两种不同界面框架的展现方式。采用 Vue + Element 的前

端开发和以期的开发方式有较大的转变，以及需要接触更多的相关知识。 

Vue + Element 的前端开发方式，和以前的开发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不再依赖于 VS

（Visual Studio）开发 IDE，而是采用微软另外一套轻型的开发 IDE--VS Code，VS Code

是跨平台的应用，在 Mac、Windows 平台均可使用，这样开发前端不用依赖于 Windows

环境了。V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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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多平台的开发环境。 

Vue + Element 的前端开发方式，主要就是利用 node.js 的开发环境，使用各种前

端框架或者组件，实现对前端视图页面和 JS 代码的统一整合。这里完全没有 C#代码，也

没有 Java 代码，而是通过 JS 前端框架和后端 API 平台实现数据交互/或者于本地 Mock

服务交互。 

1.2. 编写目的 

本文档主要介绍《Vue + Element 前端框架》的特性以及如何整合后端 Web API框架进

行使用，通过前后端的整合，实现一个完整、强大的后台管理系统业务。 

1.3. 参考资料 

序号 名称 版本/日期 来源 

1 《Bootstrap 开发框架-系统功能介绍白皮书.pdf》  内部 

2 《伍华聪的博客》(http://wuhuacong.cnblogs.com )  博客园 

http://wuhuacong.cnblogs.com/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5页 共 169页 

3 《循序渐进开发 Web 项目操作说明书-Bootstrap.pdf》  内部 

4 《Vue-Element 前端应用环境安装部署说明书.doc》  内部 

1.4. 术语与缩写 

1 在本文件中出现的“系统”、“框架”一词，除非特别说明,均适用于《Bootstrap

开发框架》。 

2 当前基于.netframework的版本为4.5.2,如无特殊说明，均指该版本。 

2. 基础知识介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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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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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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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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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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开发所需的软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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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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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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VS code 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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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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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vue 脚手架的安装 

Vue (读音 /vjuː/，类似于 view) 是一套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 

 

全局安装：npm install vue-cli -g （全局卸载：npm uninstall vue-cli -g） 

2.3.4. Vue DevTool Chrome 插件的安装 

这个插件也是开发 Vue 必备的 Chrome 插件，一般没有外网，不能直接在 Chrome 的插

件官网上进行安装，而通过 GitHub 下载进行编译在安装又显得太过麻烦，后来在一个网站

上下载安装成功。 

https://chrome.zzzmh.cn/info?token=nhdogjmejiglipccpnnnanhbledajbpd 

https://chrome.zzzmh.cn/info?token=nhdogjmejiglipccpnnnanhbledajb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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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开发环境的配置使用 

对于 Vetur 等代码自动修正处理，我们需要在 VS Code 里面进行设置好，在【文件】【首

选项】【设置】中，然后单击 Settings.json 进行编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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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主要设置保存代码后能够对代码进行缩进排版的常规的处理 

调试环境的处理，为了结合 Chrome 调试 VScode，我们需要安装插件 Debugger for 

Chrome ，然后进行 Vue 项目代码的设置处理即可。 

打开项目根目录的 Vue.Config.js 文件，在合适的位置，加

入 productionSourceMap: true 以及 devtool: 'source-map'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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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在运行面板里面，进行调试参数设置的处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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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这些设置后，我们就可以以调试模式进行调试 VS Code 里面的代码了，代码只需

要设置对应的断点即可跟踪对象的数据。 

调试前，记得先使用 npm run dev 启动项目，项目完全启动后会在 Chrome 浏览器

打开项目地址，再使用 F5 进行项目代码的调试。 

 

Vue DevTools 也是用来跟踪 Vue 项目路由、状态等信息的，可以信息很好的跟踪处

理。为了点亮 Chrome 浏览器上面 Vue DevTools 图标，我们可以在 Vue 项目的 main.js

里面加入一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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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e.config.devtools = process.env.NODE_ENV === 'development' 

如下界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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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端开发知识介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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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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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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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vuex.vuejs.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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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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端采用基于 Asp.net 的 Web API 技术，为前端提供相应的 API 接口服务，并提供按域

来管理 API 的分类，Web API 如下架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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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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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20页 共 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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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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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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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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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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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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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vuex.vuejs.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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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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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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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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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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Vuex 中的 API、Store 和 View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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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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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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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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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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29页 共 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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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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动态菜单和路由的关联处理 

在我开发的很多系统里面，包括 Winform 混合框架、Bootstrap 开发框架等系列产品

中，我都倾向于动态配置菜单，并管理对应角色的菜单权限和页面权限，实现系统对用户权

限的控制，菜单一般包括有名称、图标、顺序、URL 连接等相关信息。 

对于 VUE+Element 前端应用来说，应该原理上差不多，这里介绍结合服务端的动态

菜单配置和本地路由的关联处理，实现动态菜单的维护和展示的处理。 

3.2.1. 菜单和路由的处理过程 

由于 Vue 前端还需要引入路由这个概念，路由是我们前端可以访问到的对应路径集合，

路由定义了常规菜单说没有的很多复杂信息，但是往往这些是我们不能随意修改的，因此我

们做法是以本地配置好的路由列表为基准，而菜单我们采用在后盾配置方式，前端通过接口

动态获取菜单列表，通过菜单的名称和路由名称的对应关系，我们以菜单集合为对照，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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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本地所有静态路由的列表，然后获得用户可以访问的路由列表，设置动态路由给前端，

从而实现了界面根据用户角色/权限的不同，而变化用户的菜单界面和可访问路由集合。 

菜单路由处理的大概的操作过程如下所示 

 

前端界面的动态菜单、本地路由、菜单导航和可访问路由的几个概念如下所示。 

 

在前端界面处理中，我们通过 Element 界面组件的方式展示动态菜单信息，并结合菜单

和路由的关系，实现菜单跳转到对应视图的处理过程。 

 

3.2.2. 菜单和路由列表 

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定义了一些从服务端返回的动态菜单信息，这些菜单信息是一个

JSON 对象集合，如下界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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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的 JSON 是根据角色进行动态获取的，不同的角色对应不同的菜单集合，并且菜单

是一个多层次的树列表，可以定义无穷多级的展示，JSON 格式化视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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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Vue 前端需要初始化定义前端页面的所有路由，这些包括路由页面的 Layout 等信息。 

我们可以在一个 JS 文件里面定义好对应前端所有的路由信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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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路由不需要嵌套，因为菜单展示才需要定义嵌套关系。 

另外，由于系统在未登录请求后端动态菜单前，我们系统也需要正常运行起来，那么就

需要预设一些基础的路由信息，如登录界面、重定向页面、首页链接等这些路由信息，因此

我们可以分开两个路由对象，用来分开管理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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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路由的管理，一个需要默认创建路由的处理、重置路由的处理，以及动态设置新的路

由处理，我们封装几个函数来处理这些操作。 

 

用户在经过登录界面处理后，就会通过对应的 Action 获取动态路由信息（注意，这里

是先获取动态菜单，然后过滤本地路由，即为动态路由信息），获得动态路由后，就设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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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所能访问的路由集合即可，如下代码所示。 

 

  有了这些新的路由允许，前端系统的菜单才能够正常运转起来，否则即使界面展示了菜

单，也不能访问特定的视图页面而跳到了 404 页面，因为路由没有。 

3.2.3. 登录的过程处理 

前面大概介绍了路由的处理过程，其实我们路由信息，应该需要从登录界面开始讲起。 

 

以登录界面为例，在用户登录处理后，需要先验证用户的账号密码，成功后继续请求该

用户对应的动态菜单集合，并通过路由切换到对应的页面或者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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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tore/Modules/user.js 模块里面，定义了对应的登陆处理 Action，如下所示 

 

 我们这里忽略用户登录的检验和处理 token 的过程，主要关注动态菜单请求并设置路由

的过程。在我们需要拦截路由到达前的处理中，我们定义对应的路由信息请求逻辑，如下所

示。 

router.beforeEach(async(to, from, nex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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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菜单路由的对应模块里面，我们定义了一个状态用来承载这些重要信息，如下

定义 State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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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返回对应的 JS 定义模块类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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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端界面处理中，我们通过 Element 界面组件的方式展示动态菜单信息，并结合菜单和

路由的关系，实现菜单跳转到对应视图的处理过程。 

 

我们来看看界面生成的动态菜单效果。 

 

由于菜单动态展示和动态路由配合，因此既能在前端实现动态菜单的展示，又会根据菜

单的集合刷新可访问路由，两者结合就可以顺利打开对应的视图页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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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回顾一下，菜单路由处理的大概的操作过程如下所示 

 

3.3. 获取后端数据及产品信息页面的处理 

前面小节实现了动态菜单和动态路由的处理，从而可以根据用户角色对应的菜单实现本

地路由的过滤和绑定，菜单顺利弄好了，就需要进一步开发页面功能了，这里介绍一个案例，

通过获取后端数据后，进行产品信息页面的处理。 

3.3.1. 后端数据的获取处理 

前面随笔，我们介绍过了 Vue + Element 的前端框架中，主要通过后端获取数据，并呈

现在界面视图或者组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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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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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 Vue.config.js 的配置信息，可以指定 Proxy 来处理是本地 Mock 数据还是实际

的后端数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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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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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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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对应的业务 API 访问类，如 product.js 里面定义我们的请求逻辑，主要就是利用

简单封装 axios 的 request 辅助类来实现数据的请求。 

 

下一步就是在 src/views/product 目录里面定义我们的视图文件，这个也就是页面文件，

其中包含了常规 VUE 的几个部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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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template>里面的是界面元素部分，可以添加我们相关的界面组件等内容，如

element 的界面组件在里面。 

其中<script>是 vue 脚本交互的部分了，这里面封装我们很多处理逻辑和对应的 modal

对象信息，在调用 API 类进行访问数据前，我们往往需要引入对应的 API 类文件，如下所

示。 

 

其中<style>则定义相关的样式。 

在开始介绍 Vue 的 Script 部分，我们认为你已经对 VUE 的 script 相关内容，以及它的生

命周期有所了解了，script 部分的内容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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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们主要涉及到内容包括： 

data，用于定义整个页面的 modal 对象或属性， 

method，用于定义各种处理方法 

computed，用于定义一些计算的树形 

created，用于我们在元素创建，但是没有挂载的时候 

mounted，完成页面挂载的时候 

3.3.2. 界面展示处理 

例如我们要展示一个界面内容，需要展示产品的图片，以及产品信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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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需要定义相关的数据模板，以及对应的处理方法，在页面加载前实现数据的绑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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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部分，我们利用 Element 的界面组件定义一个走马灯的展示效果，如下所示。 

 

  在 Template 模块里面定义好的界面元素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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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的 el-carousel 是 Element 组件的走马灯，而 v-for="item in banners" 就是 vue 的

处理语法，对 data 模型里面的数据进行循环处理，然后逐一展示多个图片，从而实现了走

马灯的效果展示。 

对于列表展示，我们采用了一个卡片的展示内容，以及分页处理的方式实现数据的展示。 

 

  分类按钮部分，代码如下所示。 

 

主要就是根据 data 属性进行一些样式的控制，以及响应对应的 click 事件。 

而每个卡片内容介绍，Demo 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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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要根据实际获得的动态数据进行绑定，因此需要一个循环来进行处理，类似上

面的 v-for 循环，对产品列表进行展示即可。 

 

为了有效的请求和展示数据，我们还需要利用分页组件来进行数据的分页查询处理，分

页组件界面的定义代码如下所示。 

 

为了实现对数据的分页，我们需要定义当前页码、每页面数据大小、总共数据记录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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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变量，用来进行分页查询的需要。 

 

 我们定义的 getList 的方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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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定义几个方法，对数据进行查询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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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们利用 Element 的界面组件，以及 Vue 的方法进行数据的分页查询请求的基

础操作，通过这个简单的案例，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基础的 Element 界面组件的使用，以及

对 Data / Method 等内容的了解，并指导如何封装调用跨域的 API 请求，实现后端数据在界

面上的展示处理了。 

3.4. 表格列表页面的查询，列表展示和字段转义处理 

在我们一般开发的系统界面里面，列表页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展示界面，包括有条

件查询、列表展示和分页处理，以及对每项列表内容可能进行的转义处理，这里介绍基于

Vue +Element 基础上实现表格列表页面的查询，列表展示和字段转义处理。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3024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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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列表查询界面效果 

在介绍任何代码处理逻辑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感官的认识，贴上一个效果图，在逐一

介绍其中处理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常规的列表展示界面，一般分为几个区域，一个是查询区域，一个是列表展示区域，一

个是底部的分页组件区域。查询区域主要针对常规条件进行布局，以及增加一些全局或者批

量的操作，如导入、导出、添加、批量添加、批量删除等按钮；而其中主体的列表展示区域，

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地方，需要对各项数据进行比较友好的展示，可以结合 Tag,图标，按

钮等界面元素来展示，其中列表一般后面会包括一些对单行记录处理的操作，如查看、编辑、

删除的操作，如果是批量删除，可以放到顶部的按钮区域。 

3.4.2. 查询区域的处理 

查询区域一般的界面效果如下所示，除了包含一些常用的查询条件，并增加一些常规的

处理按钮，如查询、重置、新增、批量删除、导入、导出等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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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查询区域来说，它也是一个表单的处理，因此也需要添加一一个对应的对象来承载

表单的数据，在data里面增加一个 searchForm的模型对象，以及一个用于分页查询的pageinfo

对象，如下代码所示。 

 

视图模板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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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产品类型的是下拉列表，我们通过在 data 区域获取一个对象，并在此遍历可以展

示字典内容，如果我们花点时间，可以把这些下拉列表统一按照一个常规的处理模式，定义

一个字典组件的方式实现，简单赋予一个字典类型的 Prop 值，就可以绑定下拉列表了，这

个稍后在细讲。 

在 Vue 的脚本处理逻辑里面，我们可以在 Created 声明周期里面，通过 API 获取数据，

绑定在模型上，界面就会自动进行更新了，处理过程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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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Object.assign(param, this.searchForm); 语句处理，是把获得的查询条件，覆盖原来

对象里面的属性，从而实现查询条件的变量赋值。 

获得列表数据，就是介绍如何展示表格列表数据的过程了，表格界面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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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定义一个表格头部，类似 HTML 里面的<table>的标签，指定样式和一些常规的操作

函数，如下代码所示。 

 

具体的属性可以参考下 Element 组件关于表格控件的属性了，在表格列里面，我们主要

关注它的 data 绑定即可。 

接着定义一列复选框选择的列，用于批量处理的勾选，如批量删除操作。 

 

接着就是根据返回 JSON 属性，逐一进行内容转换为表格列的展示过程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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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需要在显示里面增加处理效果，一般在 template 里面修改展示效果即可，如下

是单位的处理，增加一个 tag 标志强调下。 

 

 

 而对于一些需要判断处理的效果，我们可以对内容进行判断输出，如下状态所示。 

 

 

另外，对于一些常见的日期处理，我们可以使用 Formatter，Filter 等手段进行内容的

转义处理，可以去掉后面的时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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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Format 就是一个转义函数，函数代码如下所示。 

 

使用的时候，需要在顶部引入一个类库即可 

 

对于类似需要进行字典转义的操作，我们可以使用 Formatter 的方式转义，如增加一个

函数来解析对应的值为中文信息 

 

  效果可以使用 Formatter 来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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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 Filter 模式来进行处理。这里介绍使用 Filter 的操作处理，首先在界面 HTML

代码里面增加对应的操作，如下代码所示。 

 

Filter 其实就是一个 | 过滤符号，以及接着一个过滤函数处理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Filter 本身不能引用 data 里面的属性列表进行转义的需要，如果需要，

那么需要在 beforeCreate 的钩子函数里面记录 this 的引用，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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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操作按钮，我们需要增加一行来显示几个按钮即可，如果需要权限控制，可以再根

据权限集合判断一下可操作权限即可。 

 

这里 showView/showEdit/ShowDelete 主要就是做一些弹出层前的处理操作，我们在 data

项里面定义了几个变量，用来确定是那个操作显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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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应编辑操作，我们是需要通过 API 处理类，获取后端数据，并赋值给编辑框的

表单对象上，进行展示即可。 

 

对于查看处理，我们除了在每行按钮上可以单击进行查看指定行记录外，我们双击指定

的行，也应该弹出对应的查看记录界面。 

 

这个就是表格定义里面的一些处理事件。 

 

每个对话框的:visible 的属性值，则是确定哪个模态对话框的显示和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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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删除操作，我们只需要确认一下，然后提交远端处理，返回正常结果，就提示用

户删除成功即可。如下逻辑代码所示。 

 

以上就是常规表格列表页面查询、列表展示、字段转义的一些常规操作，以及对新增、

编辑、查看、删除操作的一些常规处理，通过对这些模型的操作，减少了我们以往重新获取

对应 DOM 的繁琐操作，是的数据的操作处理，变得方便了很多。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67页 共 169页 

3.5. 常规 Element 界面组件的使用 

在我们开发 BS 页面的时候，往往需要了解常规界面组件的使用，小到最普通的单文本

输入框、多文本框、下拉列表，以及按钮、图片展示、弹出对话框、表单处理、条码二维码

等等，这里介绍基于普通表格业务的展示录入的场景介绍这些常规 Element 组件的使用，使

得我们对如何利用 Element 组件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3.5.1. 列表界面和其他模块展示处理 

列表界面整合了增删改查等常规的业务操作处理。 

 

  常规的列表展示界面，一般分为几个区域，一个是查询区域，一个是列表展示区域，一

个是底部的分页组件区域。查询区域主要针对常规条件进行布局，以及增加一些全局或者批

量的操作，如导入、导出、添加、批量添加、批量删除等按钮；而其中主体的列表展示区域，

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地方，需要对各项数据进行比较友好的展示，可以结合 Tag,图标，按

钮等界面元素来展示，其中列表一般后面会包括一些对单行记录处理的操作，如查看、编辑、

删除的操作，如果是批量删除，可以放到顶部的按钮区域。 

对于常规按钮、表格、分页组件，前面已经做了相关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 

在介绍具体界面组件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下，整体的界面布局，我们把常规的列表界

面，新增、编辑、查看、导入等界面放在一起，除了列表页面，其他内容以弹出层对话框的

方式进行处理，如下界面示意所示。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30317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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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对话框的:visible 的属性值，则是确定哪个模态对话框的显示和隐藏。 

 

在 Vue 的 JS 模块里面，我们除了定义对应的对话框显示的变量外，对每个对话框，我们定

义一个表单信息用来进行数据的双向绑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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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新增、编辑、查看、导入等内容的定义，作为一个对话框组件定义，常规的对话

框组件的使用代码如下所示。 

 

为了控制对话框的样式，我们这里注意下 footer 的 slot，这个我们一般是把处理按钮放

在这里，如对于查看界面对话框，我们定义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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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对于表单内容比较多的场景，我们一般分开多个选项卡进行展示或者录入，

这样方便管理，查看界面整体效果如下所示。 

 

对于对话框的数据绑定，我们在打开对话框前，先通过 API 模块请求获得 JSON 数据，

然后绑定在对应的对话框模型属性上即可，如对于查看界面，我们的处理逻辑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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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格的双击，我们同样绑定它的查看明细处理操作，如下模板代码和 JS 代码所示。 

模板 HTML 代码如下： 

 

JS 逻辑代码如下   

 

3.5.2. 常规界面组件的使用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界面组件的时候，参考下官网《Element 组件使用》，寻找对应

组件的代码进行参考，就差不多了，这里还是就各种常规的 Element 组件进行大概的介绍吧。 

1）表单和表单项、单文本框 

https://element.eleme.cn/#/zh-CN/component/quickstart
https://element.eleme.cn/#/zh-CN/component/quick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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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单，我们一般定义一个对应的名称，并设置它的 data 对应的模型名称即可，如

下所示。 

 

而表单项，一般是定义好表单项的 Label 即可，然后在其中插入对应的录入控件或者展

示控件。如对于单文本组件使用，如下所示。 

 

其中 v-model="editForm.ProductNo"  就是对应绑定的数据。 

而表单项，可以添加对字段的验证处理，在数据提交前，可以校验客户的录入是否有效等。 

 

注意这里表单项，必须添加一个 prop 的属性设置，如 prop="email" 所示。 

一般为了控制布局，我们还结合 el-row 进行一个布局的处理，如下代码所示（一行等于 span

为 24，span=12 也就是一行放两个控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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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拉列表控件的绑定 

下拉列表的绑定处理，也是通过 v-model 进行值的绑定，而选项则可以通过数据列表

进行绑定。 

 

而选项中的 typeList，我们可以在页面初始化的时候获取出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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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textarea 常规的多行文本框，其实和普通单行文本框处理差不多，指定它的

type="textarea" 和 rows 的数值即可。 

 

而对于一些可能需要展示 HTML 内容的，我们可以使用 DIV 控件来展示，通过 v-html

标识来处理包含 HTML 代码的内容。 

 

3）、图片展示 

对于一些需要展示服务器图片，我们请求后，根据 Element 图片组件的设置处理即可，

如下包括单个图片和多个图片的展示和预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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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展示的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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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如果是单个图片，那么预览我们设置一个集合为一个 url 即可，

如  [viewForm.Banner] ，如果是多个图片，需要通过一个函数来获取图片列表，

如 getPreviewPics() 函数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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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方扩展控件 

对于一些需要使用扩展组件的，我们一般搜索下解决方案，通过 npm 安装对应的组件

即 可 解 决 ， 如 对 于 条 码 和 二 维 码 ， 我 使 用  @chenfengyuan/vue-barcode 和 

@chenfengyuan/vue-qrcode，一般在 Github 上搜索下关键字，总能找到一些很受欢迎的第三

方组件。 

 

安装这些组件都有具体的说明，如下所示(如果卸载，直接修改 install 为 uninstall 即可）。 

 

条码和二维码的展示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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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局引入 barcode 和 qrcode 组件，我们在 main.js 里面引入即可，如下代码所示 

 

富文本编辑，我这里采用了 Tinymce 第三方组件来实现编辑处理，展示效果如下所示。 

 

  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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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一些常规的界面组件的使用，后面在继续介绍文件上传和图片结合的操作。 

3.5.3. 自定义组件的创建使用 

使用 Vue 的比以往 BS 开发的好处，就是可以很容易实现组件化，这点很好，一旦我们

定义好一个控件，就可以在多个界面里面进行使用，非常方便，而且封装性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进行处理。 

查询区域一般的界面效果如下所示，除了包含一些常用的查询条件，一般会有一些下拉

列表，这些可能是后台字典里面绑定的内容，可以考虑作为一个通用的字典下拉列表组件来

做。 

 

其实界面录入的时候，也往往需要这些条件下拉列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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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来定义一个自定义组件，并在界面上使用看看。 

在 Components 目录创建一个目录，并创建一个组件的 vue 文件，命名为 my-dictdata.vue，

如下所示。 

 

 界面模板代码我们就一个 select 组件为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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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脚本逻辑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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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就是处理字典数据的获取，并绑定到模型对象上即可。 

在页面上使用前，需要引入我们定义的组件 

import myDictdata from '@/components/Common/my-dictdata' 

然后包含进去 components 里面即可 

export default { 

  components: { myDictdata }, 

那么原来需要直接使用 select 组件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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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精简为一行代码 

<my-dictdata v-model="searchForm.ProductType" type-name="商品类型" /> 

而对于固定列表的，我们也可以通用的处理代码 

<my-dictdata v-model="searchForm.Status" :options="Status" /> 

其中 Status 是定义的一个对象集合 

 

是不是非常方便，而得到的效果则不变。 

 

以上就是多个页面内容，通过对话框层模式整合在一起，并介绍如何使用，以及对界面

中常见的 Element 组件进行介绍如何使用，以及定义一个字典列表的主定义组件，用于简化

界面代码使用， 

3.6. 介绍一些常规的 JS 处理函数 

在我们使用 VUE+Element 处理界面的时候，往往碰到需要利用 JS 集合处理的各种方

法，如 Filter、Map、reduce 等方法，也可以涉及到一些对象属性赋值等常规的处理或者递

归的处理方法，以前对于这些不是很在意，但往往真正使用的时候，需要了解清楚，否则很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3050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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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脑袋出现短路的情况。这里列出一些在 VUE+Element 前端开发中经常碰到的 JS 处理

场景，供参考学习。 

3.6.1. 常规集合的 filter、map、reduce 处理方法 

filter 函数的主要用途是对数组元素进行过滤，并返回一个符合条件的元素的数组 

const nums = [10,20,30,111,222,333] 

let newNums=nums.filter(function(n){ 

    return n<100 

}) 

输出：[10,20,30] 

map 函数是对数组每个元素的映射操作，并返回一个新数组，原数组不会改变将 newNums

中每个数字乘 2 

const nums = [10,20,30,111,222,333] 

let newNums=nums.map(function(n){ 

    return n*2 

}) 

输出：[20,40,60,222,666] 

 reduce 函数主要用于对数组所有元素的汇总操作，如全部相加、相乘等 

const nums = [10,20,30,111,222,333] 

let newNums=nums.reduce(function(preValue,n){ 

    return PreValue+n 

},0) 

输出：726 

  

有时候可以结合几种处理方式一起，如下综合案例所示。 

const nums = [10,20,30,111,222,333] 

let newNums=nums.filter(function(n){ 

    return n<100 

}).map(function(n){ 

    return n*2 

}).reduce(function(preValue,n){ 

    return preValue+n 

},0) 

结果：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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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数组集合的 find 方法，和 filter 方法类似。 

find()方法主要用来返回数组中符合条件的第一个元素（没有的话，返回 undefined） 

var Array = [1,2,3,4,5,6,7]; 

 var result = Array.find(function(value){ 

     return value > 5;   //条件 

 }); 

 console.log(result);//6 

 console.log(Array);//[1,2,3,4,5,6,7] 

同样我们也可以在 vue 里面，利用 require.context 的处理机制，遍历文件进行处理，也

需要用到了 filter，如下代码所示。 

下面代码是我对某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进行一个过滤处理操作 

const req = require.context('vue-awesome/icons', true, /\.js$/) 

const requireAll = requireContext => requireContext.keys() 

 

const re = /\.\/(.*)\.js/ 

 

const vueAwesomeIcons = requireAll(req).filter((key) => { return 

key.indexOf('index.js') < 0 }).map(i => { 

  return i.match(re)[1] 

}) 

 

export default vueAwesomeIcons 

3.6.2. 递归处理 

有时候，我们需要从一个 JSON集合里面，由于集合是嵌套的，如children里面还有chilren

集合，根据某个关键属性进行查询，这种处理方式就要用到递归了。 

例如我定义的一个菜单集合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嵌套的结构，需要根据名称来获得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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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的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递归处理函数。 

首先我们来看看菜单的 JSON 集合。 

// 此菜单数据一般由服务器端返回 

export const asyncMenus = [ 

  { 

    id: '1', 

    pid: '-1', 

    text: '首页', 

    icon: 'dashboard', 

    name: 'dashboard' 

  }, 

  { 

    id: '2', 

    pid: '-1', 

    text: '产品信息', 

    icon: 'table', 

    children: [ 

      { 

        id: '2-1', 

        pid: '2', 

        text: '产品展示', 

        name: 'product-show', 

        icon: 'table' 

      }] 

  }, 

  { 

    id: '3', 

    pid: '-1', 

    text: '杂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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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n: 'example', 

    children: [ 

      { 

        id: '3-1', 

        pid: '3', 

        text: '图标管理', 

        name: 'icon', 

        icon: 'example' 

      }, 

      { 

        id: '3-3', 

        pid: '3', 

        text: '树功能展示', 

        name: 'tree', 

        icon: 'tree' 

      }, 

      { 

        id: '3-2', 

        pid: '3', 

        text: '二级菜单 2', 

        icon: 'tree', 

        children: [ 

          { 

            id: '3-2-2', 

            pid: '3-2', 

            text: '三级菜单 2', 

            name: 'menu1-1', 

            icon: '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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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如果我们需要根据 ID 来遍历查询，就是一个典型的递归查询处理。 

    // 根据菜单 id来获取对应菜单对象 

    FindMenuById(menuList, menuid) { 

      for (var i = 0; i < menuList.length; i++) { 

        var item = menuList[i]; 

        if (item.id && item.id === menuid) { 

          return item 

        } else if (item.children) { 

          var foundItem = this.FindMenuById(item.children, menuid) 

          if (foundItem) { // 只有找到才返回 

            return foundItem 

          } 

        } 

      } 

    }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在递归的时候，使用下面直接返回 

return this.FindMenuById(item.children, menuid) 

而需要判断是否有结果在进行返回，否则嵌套递归就可能返回 undefined 类型 

  var foundItem = this.FindMenuById(item.children, menuid) 

  if (foundItem) { // 只有找到才返回 

    return foundI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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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forEach 遍历集合处理 

在很多场合，我们也需要对集合进行一个 forEach 的遍历处理，如下根据它的键值进行

处理，注册全局过滤器的处理操作 

// 导入全局过滤器 

import * as filters from './filters' 

// 注册全局过滤器 

Object.keys(filters).forEach(key => { 

  Vue.filter(key, filters[key]) 

}) 

或者我们在通过 API 方式获取数据后，对集合进行处理的操作 

    // 获取产品类型，用于绑定字典等用途 

    GetProductType().then(data => { 

      if (data) { 

        this.treedata = [];// 树列表清空 

        data.forEach(item => { 

          this.productTypes.set(item.id, item.name) 

          this.typeList.push({ key: item.id, value: item.name }) 

 

          var node = { id: item.id, label: item.name } 

          this.treedata.push(node) 

        }) 

 

        // 获取列表信息 

        this.getlist() 

      } 

    }); 

又或者请求字典数据的时候，进行一个非空值的判断处理。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90页 共 169页 

      // 使用字典类型，从服务器请求数据 

      GetDictData(this.typeName).then(data => { 

        if (data) { 

          data.forEach(item => { 

            if (item && typeof (item.Value) !== 'undefined' && 

item.Value !== '') { 

              that.dictItems.push(item) 

            } 

          }); 

        } 

      }) 

forEach()方法也是用于对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执行一次回调函数，但它没有返回值（或者

说它的返回值为 undefined，即便我们在回调函数中写了 return语句，返回值依然为 undefined） 

注意： 如果 forEach 里有两个参数，则第一个参数为该集合里的元素，第二个参数为集合

的索引。  

3.6.4. Object.assign 赋值方法 

在有些场合，我们需要把全新的集合，复制到另一个对象上，替换原来对象的属性值，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 Object 对象的 assign 方法。 

如在编辑界面展示的时候，把请求到的对象属性复制到表单对象上。 

      var param = { id: id } 

      GetProductDetail(param).then(data => { 

        Object.assign(this.editForm, data); 

      }) 

或者查询的时候，获得查询条件，进行部分替换 

      // 构造常规的分页查询条件 

      var param = { 

        type: this.producttype === 'all' ? '' : this.produc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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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index: this.pageinfo.pageindex, 

        pagesize: this.pageinfo.pagesize 

      }; 

 

      // 把 SearchForm的条件加入到 param里面，进行提交查询 

      param.type = this.searchForm.ProductType // 转换为对应属性 

      Object.assign(param, this.searchForm); 

  

3.6.5. slice() 方法 

slice() 方法可从已有的数组中返回选定的元素。 

语法如下所示。 

arrayObject.slice(start,end) 

如下案例所示。 

let red = parseInt(color.slice(0, 2), 16) 

let green = parseInt(color.slice(2, 4), 16) 

let blue = parseInt(color.slice(4, 6), 16) 

或者我们结合 filter 函数对图标集合进行获取部分处理 

vueAwesomeIconsFiltered: function() { 

  const that = this 

  var list = that.vueAwesomeIcons.filter(item => { return 

item.indexOf(that.searchForm.label) >= 0 }) 

  if (that.searchForm.pagesize > 0) { 

    return list.slice(0, that.searchForm.pagesize) 

  } else { 

    return 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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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树列表组件的使用 

前面介绍过一些常规的界面组件的处理，主要介绍到单文本输入框、多文本框、下拉列

表，以及按钮、图片展示、弹出对话框、表单处理，这里补充这一个主题，介绍树列表组件

和下拉列表树组件在项目中的使用，以及一个 SplitPanel 的组件。 

3.7.1. 常规树列表控件的使用 

众所周知，一般界面很多情况涉及到树列表的处理，如类型展示，如果是一层的，可以用下

拉列表代替，如果是多个层级的，采用树控件展示会更加直观。 

在 Element 里面也有一个 el-tree 的控件，如下所示，这里主要对它的各种属性和方法进

行介绍。 

 

 简单的代码如下所示 

<el-tree :data="data"  @node-click="handleNodeClick"></el-tree> 

主要在 script 部分里面指定它的 data 数据，以及单击节点的事件处理，结合卡片控件的

展示，我们可以把树放在其中进行展示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30508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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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代码如下所示，通过 default-expand-all 可以设置全部展开，icon-class 指定节点图

标（也可以默认不指定） 

 

其中界面里面，我们通过 class="custom-tree-node"，来指定树列表的展现内容，可以加

入图标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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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script 里面，定义了一个 treedata 的属性 

 

如果设置有选择框，得到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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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置  show-checkbox 和 @check-change="handleCheckChange" 即可。 

界面代码如下所示 

 

而对于树列表，可以进行一个过滤处理操作，如下界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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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容区增加一个 input 的文本框进行过滤处理，并绑定对应的属性变量 

 

树列表控件需要增加过滤函数绑定 :filter-node-method="filterNode"，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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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的处理代码如下所示，需要 watch 过滤的绑定值，变化就进行过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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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列表结合中进行快速的过滤，我们可以在上次介绍的列表界面里面增加一个树列

表的快速查询处理。如下界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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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列表里面增加了一个第三方组件 splitpanes，用来划分区块展示，而且可以拖动，非常

不错，地址是：https://github.com/antoniandre/splitpanes 

这个组件的 Demo 展示地址如下所示：https://antoniandre.github.io/splitpanes 

效果大概如下所示 

 

  npm 安装如下所示 

npm i --S splitpanes 

安装成功后，然后在 vue 文件的 script 部分里面引入即可 

import { Splitpanes, Pane } from 'splitpanes' 

https://github.com/antoniandre/splitpanes
https://antoniandre.github.io/splitp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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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splitpanes/dist/splitpanes.css' 

它的使用代码也很简单 

 

我的列表界面使用了两个 Panel 即可实现左侧树的展示，和右侧常规列表查询的处理。 

 

3.7.2. 下拉框树列表的处理 

除了常规的树列表展示内容外，我们也需要一个在下拉列表中展示树内容的界面组件。 

这里又得引入一个第三方的界面组件，因此 Element 的 Select 组件不支持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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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 地址：https://github.com/riophae/vue-treeselect 

官网地址：https://vue-treeselect.js.org/ 

NPM 安装： 

npm install --save @riophae/vue-treeselect 

界面代码如下所示。 

 

这里的 value 就是选中的集合，options 则是树列表的节点数据。 

https://github.com/riophae/vue-treeselect
https://vue-treeselect.j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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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测试界面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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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张几个树列表一起的对比展示界面。 

 

以上就是普通树列表和下拉列表树展示的界面效果，往往我们一些特殊的界面处理，就

需要多利用一些封装良好的第三方界面组件实现，可以丰富我们的界面展示效果。 

3.8. 界面语言国际化的处理 

我们开发的系统，一般可以不用考虑语言国际化的问题，大多数系统一般是给本国人使

用的，而且直接使用中文开发界面会更加迅速 一些，不过框架最好能够支持国际化的处理，

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花点时间来实现多语言切换的处理，使系统具有更广泛的受众用户。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实现国际化的处理还是非常方便的，一般在 Main.js 函数里面引

入语言文件，然后在界面上进行一定的处理，把对应的键值转换为对应语言的语义即可。这

里介绍在VUE+Element 前端应用中如何实现在界面快速的支持多语言国际化的处理逻辑代

码。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3072519.html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106页 共 169页 

3.8.1. main 入口函数支持 

Element 组件内部默认使用中文，若希望使用其他语言，则需要进行多语言设置。以

英文为例，在 main.js 中： 

 

由于我们现在是需要处理多语言的切换，那么，我们在 src 下面的一个目录里面创建一

个 lang 目录，在其中里面编辑 zh.js 和 en.js 分别代表中英文语言对照信息，index.js 文件则

为引入这两个文件的处理关系。 

 

在 index.js 里面，需要设置一个函数，用来获取 Cookie 里面存储的语言，如果没有找到，

以浏览器国际化语言为准，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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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代码行 

const locales = Object.keys(messages) 

是获取 message 对象里面的键，如下所示。 

 

其中 message 就是一个两个语言（en/zh）字典下的对照表，包含各自对应键值下的内容。 

然后整个 index.js 文件就是公布对应的多语言处理接口和属性。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108页 共 169页 

 

然后在 main.js 函数里面处理国际化的处理即可 

 

有了这些准备，那么我们在界面上就可以调用对应的键来获取对应语言的语义了， 

3.8.2. 界面处理实现 

首先，我们编辑一下对应国际化的键值内容，例如中文参照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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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应登录界面上，界面效果如下所示。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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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里面的文本内容，我们都是以国际化处理内容。 

如登陆表单里面的代码如下所示。 

 

我们多处采用了类似 $t('login.username') 的函数处理方式来动态获取对应语言的内容

即可，其中$t(）函数里面就是对应的语义解析的键参数，对应我们 lang/zh.js 里面或者

lang/en.js 里面的内容即可。 

其中多语言切换的时候，单击图标就可以切换为其他语言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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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英文后界面如下所示 

 

  同样，其他地方，如果需要切换多语言的国际化处理，也可以使用$t 的转义方式，在顶

部导航栏里面，我们可以设置得到多语言支持的界面。 

 

 中文界面提示如下所示。 

 

 这部分的实现代码是在组件模块里面，一样可以实现国际化的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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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基于 vue-echarts 处理各种图表展示 

在我们做应用系统的时候，往往都会涉及图表的展示，综合的图表展示能够给客户带来

视觉的享受和数据直观体验，同时也是增强客户认同感的举措之一。基于图表的处理，我们

一般往往都是利用对应第三方的图表组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为它的数据模型提供符合要求

的图表数据即可。 

VUE+Element 前端应用也不例外，我们这里使用了基于 vue-echarts 组件模块来处理各

种图表 vue-echarts 是对 echarts 图表组件的封装。 

3.9.1. 图表组件的安装使用 

首先使用 npm 安装 vue-echarts 组件。 

git 地址：https://github.com/ecomfe/vue-echarts 

NPM 安装命令 

npm install echarts vue-echarts 

然后在对应模块页面里面引入对应的组件对象，如下代码所示。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3129795.html
https://github.com/ecomfe/vue-e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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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 Vue 组件里面对象中加入对象即可。 

export default { 

  components: { 

    'v-chart': ECharts 

  }, 

如果是全局注册使用，那么可以在 main.js 里面进行加载 

// 注册组件后即可使用 

Vue.component('v-chart', VueECharts) 

我们来看看图表展示的效果图 

柱状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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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状图 

 

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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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类型，极坐标和散点图形 

 

 或者曲线和柱状图组合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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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案例可以参考官网的展示介绍： 

https://echarts.apache.org/examples/zh/index.html 

 

3.9.2. 各种图表的展示处理 

对于我们需要的各种常规的柱状图、饼状图、折线图（曲线图）等，我下来介绍几个案

例代码，其他的一般我们根据官方案例提供的 data 数据模型，构造对应的数据即可生成，

就不再一一赘述。 

另外，我们也可以参考 Vue-echarts 封装的处理： 

demo:https://github.com/ecomfe/vue-echarts/tree/master/src/demo  

https://echarts.apache.org/examples/zh/index.html
https://github.com/ecomfe/vue-echarts/tree/master/src/demo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117页 共 169页 

对于柱状图，效果如下 

 

在 Vue 模块页面的 Template 里面，我们定义界面代码如下即可。 

<v-chart 

  ref="simplebar" 

  :options="simplebar" 

  autoresize /> 

然后在 data 里面为它准备好数据即可，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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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构造对应数据的逻辑放在单独的 JS 文件里面，然后导入即可。 

例如对于饼图，它的界面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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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 vue 视图下，Template 里面的代码如下所示。 

<v-chart 

  ref="pie" 

  :options="pie" 

  autoresize /> 

一般对于图表的数据，由于处理代码可能不少，建议是独立放在一个 JS 文件里面，然后

我们通过 import 导入即可使用。 

 

  然后在 data 里面引入对应的对象即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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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ie.js 里面放置的是处理饼图数据的逻辑，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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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面处理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时候，有时候 Vue 页面处理正常，但是图表就是没有

出来，可能是因为高度或者宽度为 0 的原因，需要对对应的样式进行处理设置，以便能够正

常显示出来。 

如下是我 对图表的设置的样式处理，使得图表在一个卡片的位置能够显示正常。 

 

最后几个界面组合一起的效果如下所示。 

 

  以上就是基于 vue-echarts 处理各种图表展示，其中常规的引入组件很容易的，主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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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根据对应的图表案例，参考数据组成的规则，从而根据我们实际情况构建对应的数据，

赋值给对应的模型变量即可。 

3.10. 图标的维护和使用 

在 VUE+Element 前端应用中，图标是必不可少点缀界面的元素，因此整合一些常用的

图标是非常必要的，还好 Element 界面组件里面提供了很多常见的图标，不过数量不是很多，

应该是 300 个左右吧，因此考虑扩展更多图标，我引入了 vue-awesome 组件，它利用了

Font Awesome 的内置图标，实现了更多图标的整合，可以在项目中使用更多的图标元素了，

另外在本随笔的图标管理中，提供了对图标名称进行搜索，并根据图标颜色样式生成对应图

标的代码，非常方便使用。 

Vue-Awesome 是基于 Vue.js 的 SVG 图标组件，内置图标来自  Font Awesome。 

本篇随笔先来上一个图标管理的界面效果，然后在逐一进行介绍 Element 内置图标和

Vue-Awesome 的图标吧。 

Element 图标管理界面如下： 

 

基于 Vue-Awesome 的图标管理如下所示。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3157780.html
https://github.com/Justineo/vue-awesome
https://fontaweso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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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查询提供了名称进行图标查询，以及限制一次性展示多少个，另外提供一个自定义

颜色选项，从而可以改变图标的展示颜色。 

 

3.10.1. Vue-Awesome 的使用介绍 

Vue-Awesome 的 npm 的安装命令如下所示： 

npm install vue-awesome 

安装方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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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使用代码如下所示，详细 Demo 可以参考： 

https://justineo.github.io/vue-awesome/demo/ 了解。 

https://justineo.github.io/vue-awesome/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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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e-Awesome 图标提供了一些 prop 的属性设置，参考下面列表所示。 

• name: string 

图标名称。如果本组件没有用作图标堆栈的容器，那么这个字段是必须的。所有合法

的值都对应于图标文件相对于 icons 目录的路径。请注意当你在 FontAwesome 官

网查找到图标名词后，需要确认一下图标集的名称。比如，在 500px 这个图标的详情

页会有一个 URL 参数 style=brands，故图标名称就是 brands/500px。 

默认情况下，只能使用 FontAwesome 的免费图标，另外由于 solid 样式中的图标

最多，我们将其设为了默认图标集，所以路径前缀可以省略。 

当传入 null 时，整个组件将不会渲染。 

• scale: number|string 

用来调整图标尺寸，默认值为 1。 

• spin: boolean 

用来指定图标是否需要旋转。默认值为 false。（不能与 pulse 一同使用。） 

• pulse: boolean 

用来指定图标是否有脉冲旋转的效果。默认值为 false。（不能与 spin 一同使用。） 

https://fontawesome.com/icons/500px?style=brands
https://fontawesome.com/icons/500px?style=brands
https://fontawesome.com/icons/500px?style=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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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rse: boolean 

为 true 时图标颜色将被设置为 #fff。默认值为 false。 

• flip: 'vertical'|'horizontal'|'both' 

用来指定图标是否需要翻转。 

• label: string 

当指定时会设置图标的 aria-label。 

• title: string 

为图标设置标题。 

另外，我们也可以注册自定义图标，如下所示。 

 

如果你的 SVG 文件有多个路径或多边形，以及/或者你想预定义一些样式，可以用如下方

式进行注册，路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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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方式： 

 

对于自定义的这些图标，我们可以把它们一起放在一个独立的 JS 文件里面进行定义，

然后全局统一加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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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上和其他的图标没有差异，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3.10.2. 导入 Element 图标和 Vue-Awesome 图标 

在我们进行页面管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取 Element 图标和 Vue-Awesome 图标，以便

能够进行界面的展示处理。 

Element 图标，我们只需要在一个 JS 文件里面，包含它的名称进去一个列表里面即可，

如下定义所示。 

 

在其中录入对应 Element 的图表名称，移除 el-icon-的前缀即可构成所需列表的每项

内容。 

而对于 Vue-Awesome 图标，我们安装对应的组件后，它的图标资源肯定也一定下载

下来了，我们找到对应的 node_modules 目录下的文件就可以看到了，如下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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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它的每个图标对应一个 js 文件，而且不同样式还有不同的目录的，我们只需

要自动加入对应的文件名称即可。 

定义一个 js 文件，如 vue-awesome-icon.js，用来获取对应 Awesome 图标名称，如下逻

辑所示 

 

通过 require.context 的操作以及仅需 filter的数组过滤，我们就可以获得对应的Awe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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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名称了。 

在管理页面里面，我们需要引入 Element 和 Vue-Awesome 的图标管理文件，如下所示。 

import elementIcons from './element-icons' // 引入 Element图标 

import vueAwesomeIcons from './vue-awesome-icons' // 引入 vue-awesome图标 

然后构造页面的 data 数据，如下所示，其中 searchForm 是用来承载查询条件的。 

 

然后增加几个 Computed 函数，用来处理数据的过滤查询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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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 method 里面，对常规的图标进行生成处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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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界面的展示，我们以 Vue-awesome 图标展示为例介绍，如下所示。 

 

这样就可以实现对应图标的动态过滤和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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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前端 API 接口的封装处理 

在前面介绍了一个系统最初接触到的前端登录处理的实现，但往往对整个系统来说，一

般会有很多业务对象，而每个业务对象的 API 接口又有很多，不过简单来说也就是常规的

增删改查，以及一些自定义的接口，通用都比较有规律性。 

而本身我们这个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就是针对开发框架的业务对象，因此前端的业

务对象接口也是比较统一的，那么可以考虑在前端中对后端 API 接口调用进行封装，引入

ES6 的方式进行前端 API 的抽象简化。这里主要针对这个方面，介绍前端 API 接口的封装

处理，以便简化我们大量类似的业务接口的累赘代码实现。 

一般前端调用，通过前端 API 类的封装，即可发起对后端 API 接口的调用，如系统登

录 API 定义如下代码所示。 

export function getInfo(id) { 

  return request({ 

    url: '/abp/framework/User/Get', 

    method: 'get', 

    params: { 

      id 

https://www.cnblogs.com/wuhuacong/p/13214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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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按照常规的 API 类的处理，我们对应的业务类，就需要定义很多这样的函数，如之前介

绍产品信息处理的 API 接口一样。 

 

由于常规的增删改查，都是标准的 API 接口，那么如果我们按照每个 API 类都需要重

复定义这些 API，显然不妥，太臃肿。 

如果是常规的 JS，那么就以公布函数方式定义 API 接口，不过我们可以引入 ES6 的处

理方式，在 JS 中引入类和继承的概念进行处理相同的 API 接口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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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基于 ES6 的 JS 业务类的封装 

关于 ES6，大家可以有空了解一下《ES6 入门教程》，可以全面了解 ES6 很多语法和相

关概念。 

不过这里只需要了解一下 JS 里面关于类的定义和继承的处理关系即可。 

ES6 提供了更接近传统语言的写法，引入了 Class（类）这个概念，作为对象的模板。

通过 class 关键字，可以定义类。 

基本上，ES6 的 class 可以看作只是一个语法糖，它的绝大部分功能，ES5 都可以做

到，新的 class 写法只是让对象原型的写法更加清晰、更像面向对象编程的语法而已。上

面的代码用 ES6 的 class 改写，就是下面这样。 

class Point { 

  constructor(x, y) { 

    this.x = x; 

    this.y = y; 

  } 

 

  toString() { 

    return '(' + this.x + ', ' + this.y + ')'; 

  } 

} 

上面代码定义了一个“类”，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 constructor 方法，这就是构造方法，

而 this 关键字则代表实例对象。也就是说，ES5 的构造函数 Point，对应 ES6 的 Point

类的构造方法。 

Point 类除了构造方法，还定义了一个 toString 方法。注意，定义“类”的方法的时候，

前面不需要加上 function 这个关键字，直接把函数定义放进去了就可以了。另外，方法

之间不需要逗号分隔，加了会报错。 

Class 可以通过 extends 关键字实现继承，这比 ES5 的通过修改原型链实现继承，要

清晰和方便很多。 

class Point { 

https://es6.ruanyifeng.com/
https://es6.ruanyifeng.com/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137页 共 169页 

} 

 

class ColorPoint extends Point { 

} 

上面代码定义了一个 ColorPoint 类，该类通过 extends 关键字，继承了 Point 类的

所有属性和方法。 

有了这些知识准备，那么我们来定义一个 API 接口的封装类，如下 base-api.js 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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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定义了很多常规的 WebAPI 后端接口的封装处理，其中我们调用的地址通过组

合的方式处理，而具体的地址则交由子类（业务对象 API）进行赋值处理。 

加入我们定义子类有 DIctType、Dic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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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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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们对于 DictDataApi 的 JS 类定义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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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行代码 export default new Api('/abp/framework/dictdata/') 就可以构

造一个子类实例供使用了。 

对于 DictTypeApi 来说，处理方式也是类似，继承自基类，并增加一些自己的接口实

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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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API 类的文件视图如下所示。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143页 共 169页 

 

 有了这些准备，我们就可以在视图页面类中导入这些定义，并使用 JS 类了。 

// 业务 API对象 

import dicttype from '@/api/dicttype' 

import dictdata from '@/api/dictdata' 

加入我们要在视图页面中查询结果，直接就可以通过使用 dictdata 或者 dicttype 对象来实

现对应的 API 调用，如下代码所示。 

 

或者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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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看看使用这些接口处理，对字典管理界面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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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Web API 接口和前端对接处理 

针对 Web API 接口调用的封装，为了适应客户端快速调用的目的，这个封装作为一个

独立的封装层，以方便各个模块之间进行共同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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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端 Web API 的框架中，为了更好的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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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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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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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代码，如下控制器类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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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IPagedAndSortedResultRequest 接口，是借鉴 ABP 框架中对于分页部分的处理，因

此分页函数需要实现这个接口，这个接口包含了请求的数量，偏移量， 以及排序等属性定

义的。而 BusinessController 的分页查询处理函数 GetAll 定义如下所示。 

 

其中  GetCondition 函数是给子类进行重写，以便处理不同的条件查询的。我们以

UserController 控制器为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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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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传入的 User 是 BLL 业务层类，用来操作数据库；UserInfo 是实体类，用来传递记

录信息；UserPagedDto 则是分页查询条件类。 

 

它的基类属性包括了 MaxResultCount，SkipCount，Sorting 等分页排序所需的信息。 

另外还包含了对条件查询的属性信息，如果是数值的，布尔类型的，则是可空类型，日

期则有起始条件的范围属性等等，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定义更多属性用户过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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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 VUE+Element 前端应用中，上图的 ApiCaller 组件，其实就是我们封装的 API

的 JS 类，同时也有相关的继承封装处理，类似 C#中类的继承关系了。 

在 JS 里面引入了 ES6 的语法，JS 函数就可以使用类的方式来实现各种基础接口的封装

和子类的继承关系了。 

例如我们先定义好 JS 中常规的 API 封装接口 BaseApi 类，然后定义子类有 DIctType、

Dic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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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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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API 类的文件视图如下所示。 

 

有了这些业务类的准备，那么我们和后端的 API 接口对接，就很容易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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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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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前端界面处理 

有了上面的一些知识准备，相信对 Vue+Element 的前端对接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了。 

那么我们前端界面也需要根据这些参数来构造查询界面，我们可以通过部分条件进行处

理即可，其中 MaxResultCount 和 SkipCount 是用于分页定位的参数。 

前端界面代码如下所示。 

 

主要就是构造一个条件查询的表单如下所示。 

 

 其中定义了一个 searchForm 的属性，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下它的定义。 

 

然后我们在查询处理的函数 getlist 里面，就可以根据这些条件，以及分页参数进行数据

的请求查询了，如下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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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 dictdata.GetAll 就是调用 API 模块里面的函数进行处理，是我们在视图页面类中

导入这些 API 类的定义的。 

// 业务 API对象 

import dicttype from '@/api/dicttype' 

import dictdata from '@/api/dictdata' 

我们对于 DictDataApi 的 JS 类定义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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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S 类的 BaseApi 具有常规的增删改查接口，如下所示。 

 

  

其中 list 是列表的数据，pageinfo 是分页信息，那么我们在前端的列表展示界面代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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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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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简单实现列表的查询和展示了。 

 

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列表用来进行数据过滤处理的，如这里的字典类型，

可以通过树列表的进行展示，从而可以友好的管理不同类型的字典数据，如下是整合了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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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的查询处理过程，界面相对复杂一些，不过原理差不多，都是根据条件进行 API 数据

的请求，然后展示在列表中即可。 

完整的对字典管理界面的实现。 

 

其中包括对字典大类的维护，以及对应字典大类的数据列表数据的添加处理。  

 

3.11.4. 前端附件管理的实现 

上传图片或者其他附件信息，我们可以用 Element 组件里面的 el-Upload 组件操作，这

个 控 件 基 本 上 能 够 满 足 大 多 数 的 应 用 了 ， 参 考 地 址 ：

https://element.eleme.cn/#/zh-CN/component/upload。 

如下是其中的界面使用代码： 

https://element.eleme.cn/#/zh-CN/component/up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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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们一般为了简化处理，往往使用一些基于 El-Upload 组件之上封装好的组件，更显方

便而已。一般的图片和附件上传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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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往往喜欢喜欢使用稍加封装，代码量更少的一些第三方组件，如： 

dream2023/vue-ele-upload-image 

dream2023/vue-ele-upload-file 

等这位仁兄的二次封装的组件来做附件管理，可以更加简洁一些。如下是使用的代码。 

 

编辑界面下，附件上传界面，可以加载已有的记录展示，如下所示。 

https://github.com/dream2023
https://github.com/dream2023/vue-ele-upload-image
https://github.com/dream2023
https://github.com/dream2023/vue-ele-upload-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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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附件列表我们通过调用 WebAPI 后端的 API 即可获取，然后进行绑定即可。 

 

附件上传的操作，我们一般需要通过设置 Header 方式，来传递用户的身份信息，如下

data 部分的代码 

  myHeaders: { Authorization: 'Bearer ' + getToken() }, // 用于上传文件的身份认证 

而其中的界面组件中的 data，是指定额外上传的文件附带信息，方便我们区分或者归类

文件的。 

 

  附件列表，如果需要删除的，那么我们提示确认后，需要调用 WebAPI 后端 API 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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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另外，如果确认附件是全部图片，我们也可以用图片列表控件的方式展示图片信息，如下所

示。 

 

3.11.5. 多对多关系的数据处理 

一般多对多的关系是指两个业务表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它们通过中间表（包含两个表的

外键关系）建立多对多的关系。角色包含菜单资源也是多对多的关系，一般在角色新增或者

编辑界面中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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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文件名称：Bootstrap 开发框架-- VUE+Element 前端应用开发说明书 

第 162页 共 169页 

 

功能界面设计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和这些表之间的关系维护，如商品类型中，基本信息

里面和品牌关系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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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上面的树形列表，还是很后面的复选框组，都是先请求关联主表的数据，然后再请

求对应角色或者商品类型下的关系数据，绑定到界面上。 

如对于上面的树形列表，通过设置树列表的数据，以及选中的记录就可以实现对应关系

的绑定。 

 

因此，在树形列表绑定的时候，需要请求原有的全部菜单数据，以及属于该角色下的菜

单数据，两相整合就可以实现复选框选中已有菜单的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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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角色包含菜单数据放在角色对象的 DTO 里面，然后一次性就可以获

得菜单集合了，如我这里介绍的商品类型中的包含的品牌列表做法一样。 

 

多对多关系，是我们业务表常见的一种关系，如果是只读的展示，我们直接通过关联关

系获得记录展示即可；如果是进行编辑的处理，那么需要获取关联主表的全部记录进行展示，

然后根据关联关系，显示复选框勾中的记录展示。 

刚才说到，我们商品类型中对于多对多的关系，可以通过后端直接返回对应的数据记录

集合的，这种做法可以避免细粒度 API 的请求过程，不过对于太大的数据集合，建议还是

通过单独的 API 进行获取。 

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业务对象提供服务，都是通过对应的应用层服务接口提供，而商品

类型这里对应的控制器对象是 ProductTypeController，它继承自 BusinessController 基类对象。  

其中为了数据对象的转换方便，我们重写了 Get 和 GetAll 的方法，并提供一个通用的

模板方法用来修改对象 DTO 的关系，如下代码所示。 

其中 ConvertDto 方法就是我们给子类重写，以便实现数据转换关系的。例如，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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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 ProductTypeController 里面重写了 ConvertDto 方法。 

 

弄好了这些，我们测试接口，可以正确获得对应的记录列表了。 

在列表展示界面中绑定已有关系代码如下所示。 

 

在编辑界面中绑定已有关系代码如下所示。 

 

其中 editForm.bindBrands 是我们包含的关系，而 brandList 这是所有品牌列表，这个需

要在页面创建的时候，单独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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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需要介绍一下数据提交的时候，我们需要根据绑定列表关系，修改数据库已有的

关联记录，这样实现关联关系的更新。 

我们来看看创建商品类型和更新商品类型的时候，对关系数据的处理。 

 

更新处理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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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界面效果如下所示。 

 

以上就是关于中间表的常见处理操作，希望对你学习框架或者 Element 前端界面有所帮

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