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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 10 年前，Microsoft 公司推出了 ASP.NET——一个使用新的.NET 平台构建 Web
应用程序的框架。设计 ASP.NET 的目的是帮助开发人员构建、部署和维护 Web 页面与网
站。ASP.NET 集成了 IIS(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Microsoft Internet 信息服务
器)，同时还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大量用于开发动态 Web 应用程序的工具。
推出 ASP.NET 时，该框架主要侧重于 Web Forms。Web Forms 将很多 HTML 和 HTTP
低层次的复杂性抽象化，以便开发人员可以像构建 Windows Forms 那样构建 Web Forms。
通过使用 Web Forms，即使开发人员对网络底层技术知之甚少也可以快速创建交互式的
Web 页面。
这种开发体验与流行的 Visual Basic 语言类似，所以这就要求开发人员熟悉 Visual
Basic 语言。
与其前身 ASP(Active Server Pages，动态服务器页面)一样，ASP.NET 为开发人员提供
了使用代码与标记相结合的方式构建 Web 应用程序的能力。
但是与传统的 ASP 不同的是，ASP.NET 建立在 CLR(Common Language Runtime，公
共语言运行库)基础之上，并且使用了.NET 的强大功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ASP.NET 充
分利用了 CLR 的优势，如自动垃圾收集机制、丰富的库及健壮的安全模型。
ASP.NET 的 最 新 版 本 包 括 了 对 ASP.NET Web Forms 框 架 的 增 强 及 ASP.NET
MVC(Model-View-Controller，模型-视图-控制器)框架的更新版本。Visual Studio 2010 也
是第一个附带 jQuery 库的版本。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jQuery 库为自己的网站构建丰富的客
户端功能。
本章将重点介绍 ASP.NET 4 的新功能。首先，将介绍 ASP.NET 4 Web Forms 的新特性
及增强功能；然后介绍 ASP.NET MVC；最后介绍如何有效地使用 jQuery 来增强应用程序
的功能。
在学习过程中都会有示例应用程序来指导如何实现这些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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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了解 Web Forms

在 ASP.NET 1.0 中就引入了 Web Forms Framework。通过该平台已经成功地构建和部
署了无数网站。
从 本 质 上 讲 ， Web Forms Framework 的 设 计 目 的 是 将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超文本标记语言)和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的复杂
性抽象，从而使 Web 开发像 Visual Basic 窗体开发那样容易。下面列出了 Web Forms 应用
程序开发的主要特征。
● 开发人员所看到的是类似于 Web 页面的设计界面。
● 可以将 Web 控件拖拽至设计界面。
● 可以在页面和控件上设置属性。
● 可以通过编写代码来操纵页面、控件及相关联的数据。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快速构建 Web 应用程序。同时还可以使用丰富的内置
控件及第三方控件来减少开发的工作量。
然而，快速应用程序开发(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RAD)是需要付出相应代价的。
Web Forms 和相关联的控件会自动生成 HTML 及 JavaScript 代码。有时所生成的代码并不
能完全满足需求。同时为了增加难度，不同的 Web 浏览器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显示相同的
HTML 和理解 JavaScript 代码——特别是 JavaScript 与 Web 页面的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文档对象模型)交互时更是如此。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常见的问题：在某种浏览器中
可以正确显示的页面，在另一种浏览器中却不能显示。
使用 Web Forms 时，很难修改输出的 HTML 或 JavaScript。特别是想要在多种浏览器
显示时，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如果无法对 HTML 进行相应的修改，也就无法对某些浏览
器提供支持。为此，Web 开发人员应该尽可能地了解 HTML、CSS(Cascading Style Sheets，
级联样式表)和 HTTP。像 Web Forms 这样的抽象概念是非常好的，但是开发人员同样需要
理解所抽象的技术。
Microsoft 在 ASP.NET 4 中引入了许多增强功能。下面列举了一些最重要的功能。
● 视图状态(View State)改进的处理方法使用户能更加灵活地控制视图状态中的控件。
● web.config 文件被大大简化。
● 新的 Web 项目(Web Project)模板提供了更强大的功能。
● web.config 转换使 Web 应用程序可以更容易地部署到新环境中。
现在具体介绍这些重要功能。

1.1.1

视图状态

在默认状态下，Web 及其底层的传输协议(HTTP)是无状态的。这也就意味着在默认情
况下，每个请求对前一个请求一无所知。而 ASP.NET 引入了视图状态来保持 Web 应用程
序中页面之间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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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状态通过在 HTML 表单中自动创建一个额外的、隐藏的输入项来保持状态。为了
保存页面中所提交字段的状态，ASP.NET 将视图状态数据编码为单一的字符串，并将其设
置为隐藏字段的值。该隐藏字段在服务器端创建，并随着 Web 页面的其他部分一起发送到
客户端。
然而，这种便利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每次提交表单时，也会提交编码数据。而每次
响应请求时，编码数据又会返回到浏览器。如果视图状态中存储了大量的数据，那么编码
数据也会非常庞大，就会使客户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变得缓慢。
在使用 ASP.NET 的早期版本时，开发人员可以在页面级别或控件级别启用或禁用视图
状态。在 ASP.NET 4 之前，可以通过三个选项启用视图状态：
● 关闭整个页面的视图状态——如果选择了该选项，则不会体验到视图状态的任何好处。
● 启用整个页面的视图状态——如果选择了该选项，则可能会对那些不必要的项进行
编码并将其添加到视图状态中，从而增加了服务器与浏览器之间传递的有效载荷，
这样也将使应用程序运行变慢，影响用户的使用。
● 启用整个页面的视图状态，同时对那些不需要视图状态的控件禁用视图状态——如
果希望为页面中的多数控件(少数控件除外)启用视图状态，那么选择该选项是非常
合适的。但如果只是为少数控件启用视图状态，那么就不要选择该选项。
ASP.NET 4 提供了两个相关联的属性来控制视图状态：ViewStateMode 和 Enable
ViewState。其中 ViewStateMode 是 ASP.NET 4 中新增加的，而这两个属性需要一起使用。
从 ASP.NET 1 开始就已经有 EnableViewState 属性了。可以为整个页面或者单个控件
设置该属性，其属性值为 True 或 False。然而，EnableViewState 并不会为任何控件启用视
图状态。更确切地说，该属性确定某一控件以及控件层次结构中该控件下面的控件是否可
以 启 用 视 图 状 态 。 只 有 在 EnableViewSate 属 性 值 为 True 时 ， 才 可 以 通 过 控 件 的
ViewStateMode 属性启用或禁用视图状态。可以显式地启用或禁用 ViewStateMode，也可以
从父容器中继承该属性。
如果将页面或控件的 View State 属性设置为 False，则会禁用页面或控件(及其所包含
的任何控件)的视图状态。
在 ASP.NET 的早期版本中，启用和禁用控件的视图状态的唯一方式是在页面中设置
EnableViewState=＂True＂，然后对那些不想为其维护由于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递视图
状态而产生的系统开销的控件，设置 EnableViewSate=＂False＂。
可以将 ViewStateMode 设置为页面或控件的属性，也可以在代码中对其进行设置。可
以设置的值如下：
● Enabled——启用某一控件的视图状态。
● Disabled——禁用某一控件的视图状态。
● Inherit——告知 ASP.NET 将某一控件的 ViewStateMode 设置为该控件父容器的
ViewStateMode 值。对于用户控件而言，Inherit 是默认值。
只有在某一控件或控件父容器的 EnableViewState 设置为 True 时，ViewStateMode 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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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关联。如果 EnableViewState 设置为 True，则可以通过 ViewStateMode 启用或者禁用
给定控件的视图状态。如果启用了视图状态，任何与该控件相关的数据都会在服务器编码，
并保存在隐藏输入字段中，然后显示给客户端，再次提交表单时，也将提交相关数据。
建议在页面中将 EnableViewState 设置为 True，然后有选择地为那些需要使用视图状
态的控件启用(设置为 Enabled)ViewStateMode。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客户端和服务器
之间传送的有效载荷，同时也可以防止在向页面添加新控件的过程中偶然增加有效载荷。
例如：
<%@ Page …
EnableViewState=＂True＂ ViewStateMode=＂Disabled＂ %>
<asp:Label runat=＂server＂Text=＂Enter UserName:＂ ID=＂EnterUserNameLabel＂/>
<br />
<asp:TextBox runat=＂server＂ ID=＂UserName＂ ViewStateMode=＂true＂ />

1.1.2

web.config 转换

应用程序开发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如何将配置文件从一个环境迁移到另一个环境。
通常我会在一个开发环境中开发应用程序(使用我自己计算机上的开发数据库、开发 Web
服务及文件)。而大部分设置(如连接字符串、文件路径及 URL)则会保存在应用程序的
web.config 文件中。
有时也会将应用程序部署到测试(Test)环境中，以便测试人员可以进行相关的测试。但
由于测试环境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连接字符串、URL 及文件路径，因此在将应用程序部署
到测试环境时需要修改 web.config 文件。同样，将应用程序部署到阶段环境、生产环境以
及任何公司或用户所使用的环境时，也会出现上述问题。
将应用程序部署到不同的环境时，ASP.NET 4 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来处理对
web.config 文件的修改。通过使用转换(Transformation)，可以创建一个基本的 web.config 文件，
并为每一种环境创建一个单独的文件。而每个环境文件只包含了与基本配置不同的元素。

1.1.3

简化 web.config

在 ASP.NET 的早期版本中，web.config 文件往往会越来越臃肿并且难以管理。即使是
新建的空 Web 项目，也会包含一个很大的 web.config 文件。
而在 ASP.NET 4 中，大部分默认配置被移到 machine.config 文件，从而使 web.config
文件小了很多。甚至可以创建一个 web.config 文件中没有任何设置的 ASP.NET 应用程序。
通常鼓励开发人员向 web.config 文件中添加针对特定应用程序的相关设置。
较小的 web.config 文件使配置的设置更容易查找和管理。

1.1.4

新的 ASP.NET Web Forms 模板

Visual Studio 2010 包括了一个新的、改进的 Web 模板，用于帮助开发人员进行开发，并
使应用程序运行更快。如图 1-1 所示，可以在 New Project 对话框中的 Installed Templates |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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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找到 ASP.NET Web Application 模板。选择 Visual Studio File | New Project 命令可以打开该对
话框。

图 1-1

定位 ASP.NET Web Application 模板

使用该模板创建的应用程序包括 Home 页面、About 页面以及用于管理用户和角色的
页面。而网站会使用默认的样式表和母版页，从而使应用程序具有精美的外观；开发人员
也可以修改这些文件，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应用程序创建后可以马上运行和使用。当然，也
可以添加窗体和代码来初始化网站，以满足应用程序的特定需求。图 1-2 显示了从 Solution
Explorer(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查看的一个 ASP.NET Web Application 项目的结构。

图 1-2

一个 ASP.NET Web Application 项目的结构

不管是对于初次接触 ASP.NET 并想看看示例实现的开发人员，还是对于想要快速创建
网站的开发人员，ASP.NET Web Application 模板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图 1-3 所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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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的默认页面。

图 1-3

默认的应用程序页面

ASP.NET Empty Web Application 模板则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它不包含任何页面或代码，
只有一个近似于空的 web.config 文件。该模板只包含了 ASP.NET 网站所需要的引用。该模
板的设计目的是在创建网站时，给予有经验的开发人员最大的灵活性。图 1-4 所示是从
Solution Explorer 中查看的一个 ASP.NET Empty Web Application 项目的结构。

图 1-4

ASP.NET Empty Web Application 项目的结构

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控制 Web 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可能更喜欢使用 ASP.NET Empty
Web Application 模板。
开发人员可以在无须改变应用程序编写方式的情况下使用上面所讨论的功能来改进
应用程序。然而，Microsoft 最近发布的 ASP.NET MVC(一组工具)提供了构建 Web 应用程
序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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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SP.NET MVC
严格来讲，ASP.NET MVC 并不是随着.NET 4 一起推出的。ASP.NET MVC 1.0(或者
MVC)是一个带外版本，开发人员可以免费下载。Visual Studio 2010 则附带了该框架的 2.0
版本。
而 2011 年，Microsoft 公司发布了 MVC 3.0(另一个带外版本)。这里主要使用 MVC 3.0。
我曾使用 ASP.NET Web Forms Framework 构建了很多应用程序。现在仍然继续使用它
来增强现有网站的功能。我已经使用该框架多年，也有很多其他开发人员在该框架基础上
构建了很多可靠的、可扩展的网站。然而，如果要在.NET 平台上新建网站，建议使用较新
的 ASP.NET MVC 框架。
MVC 框架具有以下优点：
● MVC 支持应用程序各部分之间较大的关注点分离。例如，默认情况下，每个新页
面都没有代码隐藏文件，这样也就防止用户将业务逻辑和用户界面混淆。
● MVC 使开发人员能够更好地控制 HTML 和 CSS(输出到客户端)。
● 由于 MVC 支持较大的关注点分离，因此可以非常容易地隔离测试应用程序的各个
部分。尤其是为用户界面创建自动化的单元测试非常困难，因此用户界面要与应用
程序的其他部分相分离。
在 ASP.NET Web Forms 应用程序中，URL 通常指向磁盘中的文件。该文件是一个 ASPX
页面，而该页面用来控制后面所发生的事件，通常包括页面生命周期的执行、触发一系列
页面事件(Load、PreInit Init、Prerender、Render)以及运行与每个事件相关的代码。
而在 MVC 应用程序中，URL 指向一个 Controller 方法，而不是文件。Controller 方法
是 Controller 类中的公共方法。Controller 类是一个公共的、实现了 IController 接口的具
体类，其类名以 Controller 结尾。顾名思义，Controller 处理所有的请求逻辑。这可能包
括接受输入数据、应用业务逻辑、检索数据、决定显示哪个视图以及向客户端发送状态
数据(模型)。
如果这听起来很复杂，则内置于框架中的工具可以帮助你更快地创建 Controller 类、
Controller 方法及视图。

1.2.1

MVC 的版本

到写本书为止，Microsoft 公司共发布了 3 个版本的 ASP.NET MVC 框架。1.0 版本是
带外版本(也就是说介于 Visual Studio 版本之间)，可以通过下载获取。2.0 版本则随 Visual
Studio 2010 一起发布。而在 2011 年，Microsoft 公司发布了 MVC 3.0。
可以从 www.asp.net/mvc/mvc3 中下载获取带外版本。安装程序有一个 Install 按钮(如图
1-5 所示)。单击该按钮开始安装。如果之前没有安装 Visual Studio 的任何版本，则安装程
序将会安装 Visual Studio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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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ASP.NET MVC 3 安装对话框

2.0 版本与 3.0 版本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视图引擎。MVC 1.0 和 MVC 2.0 使用基
于 Web Forms 的视图引擎。在 Web Forms 视图引擎中，将服务器端代码放置在<%和%>符
号之间来识别的(我不知道这些符号的具体名称，所以把它们称为“Bee-Stings”)。而默认
情况下，MVC 3.0 使用新的 Razor 视图引擎。
在 Razor 视图引擎中，服务器端代码是通过在其前面使用@符号来识别的。而当需要
转换回客户端代码时，MVC 会根据上下文自动完成。在我看来，没有明确告诉视图引擎
服务器端代码何时结束有悖常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Razor 没有正确切换回客
户端的例子。

1.2.2

MVC 的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地理解 MVC，下面更进一步看一下 MVC 的各个组成部分。
1. 模型
HTTP(及相关联的万维网)本质上是无状态的。从客户端到服务器端的请求之间是相互
独立的。换句话说，当 Web 服务器接收来自客户端的一个请求时，服务器不会记住此前接
收的任何请求，至少默认情况下是这样。
但是应用程序往往是有状态的。当用户从 Web 应用程序的一个页面导航到另一个页面
时，你可能希望应用程序可以记住与用户及他们的数据相关的内容。在 MVC 应用程序中，
模型(model)就是状态数据的容器。
模型的表现形式通常为一个或多个实体类的实例。而一个实体类就是一个 .NET 类 ，
其中包含了用于保存状态信息的属性。例如，如果需要在页面中显示客户信息，就可能需
要创建带有 FirstName、LastName、Address 等公共属性的 Customer 类。同时，该类还包括
一个公共属性，用于存储某一个客户的所有订单，如下示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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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CustomerDTO
{
public string FirstName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LastName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Address { get; set; }
public List<Order> Orders { get; set; }
}

MVC 应用程序可以实例化 Customer 类，以便存储当前所显示客户的状态数据，同时
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递这些数据。
我更喜欢将模型对象放在一个单独的程序集中，以便可以独立于 Web 应用程序来使用
这些模型对象。同时引用一个类作为 DTO(Data Transfer Object，数据传输对象)，该类的主
要作用是维护某一对象的状态数据，并在两个页面或两个应用程序层之间传递这些数据。
MVC 框架还提供了注释功能，从而增强了模型类及属性。例如，可以注释模型属性，
以便指定验证规则以及在 View 页面中显示的描述标签，示例如下：
[Required(ErrorMessage =＂Please enter a Last Name for this customer＂)]
[Display(Name =＂Last Name＂)]
public string LastName { get; set; }

通常在应用程序中，我都会针对具体视图创建所使用的 ViewModel 类。ViewModel 类
包含了 View 所需要使用的 Model 实体。定义一个 View 并完成一个示例应用程序后，会对
此更有感觉。下面显示了一个 ViewModel 类的示例。
public class EditCustomerViewModel
{
public CustomerDTO Customer { get; set; }
public List<CustomerTypeDTO> CustomerTypes { get; set; }
}

2. 视图
视图(view)是发送到客户端的标记。在大多数 MVC 应用程序中，该标记就是 HTML，
但是使用 ASP.NET MVC 却可以创建以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JavaScript 对象表
示法)、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或其他数据格式传递信息的视
图。而所选择的具体格式则取决于使用应用程序的客户端。如果某一用户希望使用 Web 浏
览器来浏览视图，那么选择 HTML 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视图包含了新闻阅读者所需要使用
的订阅信息，则应该选择 XML 格式；如果 Web 页面使用 JavaScript 来执行对运行 ASP.NET
MVC 的服务器的 Ajax 调用时，JSON 可能是首选格式。
3. 控制器
控制器(controller)是 ASP.NET MVC 中一种特殊类型的类。
控制器是 MVC 应用程序的中枢神经系统。MVC 应用程序中的一切事情都从控制器开
始，因为客户端需要通过调用控制器中的行为(类中的一个方法)来发出每个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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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SP.NET MVC 中，一个控制器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必须是具体类(不能将抽象类或接口限定为控制器)。
● 必须是公共类，以便客户端可以访问控制器的方法。
● 必须实现 IController 接口。MVC 提供了一个实现了该接口的基类 BaseController，
所以通常可以继承该基类。
● 类名必须以单词 Controller 结尾。
其中类名非常重要。由于类名以 Controller 结尾，因此 MVC 可以对控制器实现部分识
别。通过类名识别类的功能是惯例优先原则(convention over configuration)运用的一个实例。
为所有控制器类应用命名模式，这样就无须告诉应用程序哪些类是控制器；应用程序可以
通过类名加以识别。
4. Action 方法
可以为控制器类中的一个或多个 Action 方法编写代码。一般来说，Action 方法创建一
个模型(可能通过查询数据库并将查询结果映射到状态数据类来实现)，并确定要向客户端
显示的视图。然后，Controller Action 方法将视图和模型返回客户端。
一般来说，Controller 类的每个 Action 方法都会返回一个 ActionResult。然后运行库调
用该 ActionResult 对象中的 ExecuteResult 方法，该方法可以创建并向视图引擎发送一个响
应，或者执行其他操作(如重定向到另一个 Action 方法或引发异常)。
ActionResult 是抽象类，所以 Action 方法实际上返回的是 ActionResult 的具体子类。
在 Web 应用程序中，通常返回 ViewResult 子类，可以使用该子类在浏览器中显示
HTML。但也可以选择返回以下子类：
● FileReusltD——将文件下载到客户端。
● HttpUnauthorizedResult——向客户端返回错误 404。
● JsonResult——生成 JavaScript Ajax 请求能使用的 JSON 对象。
● RedirectToRouteResult——根据应用程序的路由规则自动将用户发送到新的 URL
(此时应该调用另一个 Action 方法)。
还有其他的一些子类，同时还可以在自定义类中定义 ActionResult 子类，以便创建自
定义行为。
MVC Controller 类包含了大量用于生成 ActionResult 对象的辅助方法。例如，View 方
法返回 ViewResult 对象，RedirectToAction 方法返回 RedirectToRouteResult 对象等。
5. 模型绑定
MVC 擅长识别数据，
并将其映射到合适的对象。例如，
可以以多种方式向控制器 Action
方法提交数据，包括表单输入值、查询字符串值及路由数据。当数据提交给 Action 方法后，
DefaultModeBinder 开始工作，并使用反射尝试将这些值映射到 ViewModel 的属性。可以
将 ViewModel 作为 Action 方法的参数，
这样比直接使用表单或查询字符串值的集合要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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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Action 方法中使用强类型数据，可以更容易地强制哪些数据可以提交，以及更快地
捕捉无效数据。
在本章的后面会介绍上述 Action 方法的一个示例。而下面的代码给出了一个控制器
Action 方法(该方法接受 ViewModel 参数)的示例签名。
public ActionResult Edit(DepartmentViewModel departmentVm)

6. URL 路由
要更好地了解 ASP.NET MVC 应用程序，还需要了解路由。
大多数 Web 请求都是从用户在 Web 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URL 开始的。在传统的 Web 应用
程序中，每个 URL 映射到磁盘上的一个物理文件，文件包含 HTML、脚本及其他标记和代码。
如果用户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MySite.com/CustInfo/ CustomerDetails. aspx”，则 Web 服
务器会在网站 http://MySite.com 的 CustInfo 文件夹中查找名为 CustomerDetails.aspx 的页面，
并对该页面进行相应的处理。
URL 路由(routing)可以使开发人员更加灵活地构建网站。它将 URL 与磁盘上物理页面
的存储位置相分离。
使用路由带来的灵活性可以让开发人员创建更易于记忆的、更容易被搜索引擎索引的
URL。例如：
/OrderDetails.aspx?CustID=123&OrderYear=2010

这是向客户提供数据的常用方法。该 URL 中的 OrderDetails.aspx 文件包含了读取两个
查询字符串参数(URL 中问号后面的内容)并使用这些参数值对返回给用户的信息进行过滤
的相关代码(这里，仅仅考虑客户 123 在 2010 年所下的订单)。采取这种方法的一个问题是
没有优化搜索引擎。
大多数搜索引擎会忽略查询字符串参数，
所以搜索引擎会认为，下面的 URL 是相同的：
/OrderDetails.aspx?CustID=123&OrderYear=2010
/OrderDetails.aspx?CustID=124&OrderYear=2009

当然，也可以简单创建 URL，如下所示：
/OrderDetails123-2010.aspx
/OrderDetails124-2009.aspx

但是，这样就需要维护很多带有大量冗余信息的页面，灵活性将大大降低。比较好的
解决办法是允许用户输入如下所示的 URL：
/Order/Details/123/Year/2010
/Order/Details/122/Year/2009

上面的这些 URL 更容易阅读和记忆，同时搜索引擎也会发现这是两个不同的页面。
很多人认为 ASP.NET 路由只适用于 MVC。其实，路由功能是.NET 框架的一部分，可
以用于所有的 Web 应用程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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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SP.NET MVC 应用程序中，URL 指向 Action Controller 方法。
可以在 global.asax 文件的 Application_Start 方法中设置路由。顾名思义，当应用程序
第一次启动时触发该方法，所以这是添加启动代码的好位置。作者喜欢将路由代码放置在
自己的方法中，并从 Application_Start 中调用它。下面是作者在创建新 ASP.NET MVC 项
目时默认添加到 global.asax 的代码：
public static void RegisterRoutes(RouteCollection routes)
{
routes.IgnoreRoute(＂{resource}.axd/{*pathInfo}＂);
routes.MapRoute(
＂Default＂, // Route name
＂{controller}/{action}/{id}＂, // URL with parameters
new { controller = ＂Home＂, action = ＂Index＂, id=
UrlParameter.Optional } // Parameter defaults
);
}
protected void Application_Start()
{
RegisterRoutes(RouteTable.Routes);
}

在这代码段中，routes.MapRoute 方法为应用程序定义了 Route(路由)。Route 告诉 MVC
应该如何解释 URL。
在上面的示例中，第一个参数(＂Default＂)定义了路由的名称。
而第二个参数(＂{controller}/{action}/{id}＂)定义了需要查找的 URL 的相关部分。在
本例中需要查找的 URL 分为三个部分：
● 第一部分定义了控制器的名称。
● 第二部分定义了控制器中 Action 方法的名称。
● 第三部分定义了需要传递给 Action 方法的 id 参数的值。
MapRoute 的第三个参数为 URL 的每个部分定义了默认值，以便省略全部或部分内容。
如果省略 controller，则使用 Home 控制器；如果省略 Action，则使用 Index 操作；而 id 参
数被定义为可选项，则允许使用不带参数的 Action 方法。
7. 访问数据库
大多数 LOB(line-of-business，业务线)应用程序都会与存储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等
介质中的永久性数据交互。
关于 MVC 的好消息是该框架不关心应用程序如何存储数据或者如何检索和更新数据
库中的数据。坏消息是框架没有为与数据库交互提供帮助。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任何数据访问技术。可以通过 ADO.NET 编写并访问存储过程。或
者使用 ORM(Object Relationship Mapper，对象关系映射)，如 nHibernate 或实体框架(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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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与数据库交互。只要用.NET 实体对象填充了模型，MVC 就可以使用任何方法。
而因为无法使用记录集，所以可能会涉及一些映射。

1.2.3

MVC 工具

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熟悉了 MVC 的各个基本组成部分，接下来看一看如何使用 Visual
Studio 中的工具来快速创建新的 MVC 项目。
1. 创建新项目
由于 Visual Studio 2010 附带了很多内置的模板，因此创建 ASP.NET MVC 应用程序非
常简单。如前所述，从 Visual Studio 2010 的菜单中选择 File | New | Project 命令。在 New
Project 对话框的 Installed Templates 部分选择 Web。
正如在本章前面介绍的，可以从 New Project 对话框的右边找到两个相关的模板：
ASP.NET MVC 3 Web Application 和 ASP.NET MVC 3 Empty Web Application。每个模板都
可以创建一个项目，其中包括了对框架所需要使用的程序集的引用、框架所需的文件夹、
Global.asax 文件中的路由代码以及 web.config 文件中的程序集和命名空间条目。ASP.NET
MVC 3 Web Application 模板(可以称之为“非空”模板)还添加了一些示例控制器、视图、
样式表和数据。图 1-6 所示是 New Project 对话框。在介绍新建 ASP.NET 模板时可以看到
同样的对话框。然而现在选择的是 MVC 模板。

图 1-6

New Project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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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了 ASP.NET MVC 3 Web Application，Visual Studio 会提示输入更多的信息，
如图 1-7 所示。

图 1-7

Project Template 对话框

在 Project Template 对话框中可以指定是创建“空”项目，还是创建带有控制器、页面、
模型和视图(帮助管理用户以及显示基本内容)的项目。
还有一个选择视图引擎的选项。其默认值是新的 Razor 视图引擎，但是如果喜欢也可
以恢复到旧的 Web Forms 视图引擎。由于 Razor 引擎更加干净，所以强烈推荐使用该引擎。
在创建 MVC 项目时会提示创建一个与此 Web 应用程序相关的测试项目。其默认行为
是创建一个测试项目，这也是为了鼓励你在编写应用程序代码的同时也编写单元测试。一
些开发人员会开玩笑地选中 No,Do Not Create a Unit Test Project 单选按钮作为 I Suck 按钮，
因为单击该按钮表示不关心单元测试。
鼓励编写单元测试，因为通过测试可以使代码更健壮、更易于维护、更易于重构。另
外，记住，由于 MVC 会对应用程序的不同逻辑部分进行分离，因此 MVC 往往也鼓励编
写更多的测试代码。而创建测试项目能够充分利用该可测试性。
如果是初次接触 MVC，应该创建一个基于非空模板的网站。这会创建一个带有几个
控制器和视图的网站，可以通过网站查看这些控制器和视图是如何交互的。网站创建完毕
后就可以开始运行了。网站中包括一个 Home 页面以及一些基本的安全措施。可以以该网
站为起始点，对代码、数据、HTML 和样式表进行修改，以满足自己应用程序的特定需要。
即使以后决定从零开始创建网站以获取最大的灵活性和控制，也可以查看一下该网站的代
码，并以此为指导来创建自己的控制器和视图。
2. 引用的程序集
图 1-8 显示了一个 MVC 项目所引用的程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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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一个 MVC 项目所引用的程序集

下面列出了 MVC 使用的一些重要程序集：
● System.Web.Mvc——该程序集包含了核心框架和一些辅助方法。
● System.Web.Routing——该程序集控制 URL 路由。通过该程序集，可以在 Web Forms
应用程序中使用路由。
● System. ComponentModel.DataAnnotations——该程序集包含了用来修饰模型属性的
特性。框架会检测这些特性，并自动地向使用属性的应用程序部分添加相应的功能。
3. 网站结构
MVC 应用程序的很多部分对 Web Forms 开发人员而言都很熟悉。现在看看图 1-9 所示
的“空”MVC 项目。

图 1-9

“空”MVC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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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包含一个 web.config 文件，除了对 MVC 框架所使用的命名空间和程序集的引
用外，该文件与 Web Forms 应用程序中的 web.config 文件类似。
该项目还包括一个 global.asax 文件，在该文件中可以添加代码，以便在应用程序或者
会话启动和停止 时触发相关 事件或应用 程序中的 其他事件。如前 面所述， MVC 在
Application_Start 事件处理程序中添加代码来设置默认路由。
Content 文件夹下是一个用于控制网站中字体、颜色及其他视觉样式的样式表文件
(Site.css)。修改该文件夹下的文件可以更改整个网站的视觉元素，从而为网站提供一致的
外观。
Scripts 文件夹主要包含 jQuery 文件。jQuery 是一个开源(Open Source)JavaScript 库，
主要用于向 Web 应用程序中添加客户端功能。本章后面会介绍更多关于 jQuery 的内容。
Scripts 文件夹中还有一些其他值得关注的 JavaScript 文件。其中，MicrosoftAjax.js 和
MicrosoftMvcAjax.js 提供了相应的辅助方法，以便从 Web 客户端应用程序中调用服务器端
代码。而 MicrosoftMvcValidation.js 则提供了对用户输入字段进行客户端验证的方法。
你可能对新 MVC 应用程序的某些部分还不太熟悉。图 1-9 中 Controllers、Models 和
Views 文件夹主要用于开发人员添加自定义的控制器、模型和视图。
Models 文件夹的存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开发人员可以将所有的模型类放在一起，以
方便查找。由于类最后都会被编译为 IL(Intermediate Language，中间语言)，因此不必关心
这些类的具体物理存储位置。建议将实体对象放置在一个单独的项目中，而将 ViewModel
类存储在 Models 文件夹中。
由于控制器也会被编译为 IL，因此需要将它们保存在 Controllers 文件夹中。但是，
MVC 提供了一些工具，
只需要右击 Controllers 文件夹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创建一个 Controller
类，因此将所有的控制器放置在 Controllers 文件夹中是值得的。
默认情况下，每个视图都必须保存在 View 文件夹的子文件夹中。MVC 利用一个约定
来查找某些事物，而视图就是其中之一。控制器的 Action 方法查找某个视图时，通常不需
要指定该视图的名称或存储位置。
MVC 会查找与 Action 方法同名的视图(其扩展名为 ASPX
或 ASCX)。其主要在 Views 文件夹中搜索——首先在与控制器同名的子文件夹中搜索，然
后再在 Shared 子文件夹中搜索。
例如，在 CustomerController 类中指定 Edit 视图时，MVC 将会依次在下面的存储位置
中进行搜索：
(1) Views/Customer/Edit.aspx
(2) Views/Customer/Edit.ascx
(3) Views/Shared/Edit.aspx
(4) Views/Shared/Edit.ascx
4. 添加控制器
向 MVC 项目中添加新的控制器非常简单。在 Solution Explorer 中右击 Controller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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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并选择 Add | Controller 命令，出现如图 1-10 所示的 Add Controller 对话框。

图 1-10

Add Controller 对话框

控 制 器 名 必 须 以 单 词 Controller 结 尾 ， 所 以 对 话 框 提 供 了 一 个 默 认 名 (Default1
Controller)，并且高亮显示该名称的第一部分(即 Default1)，可以将该部分修改为更有意义
的名称。
同时，下拉菜单还提供了相关选项，允许框架自动生成一组用于创建、读取、更新和
删除(称为 CRUD)模型实体的 Action 方法。可以使用 MVC 所提供的工具来向这些方法中
填充代码(假设正在使用实体框架)，或者也可以只使用工具创建方法存根，稍后再完成该
存根。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这些 Action 方法，并向 Controller 类中添加更多
的 Action 方法。
5. 添加视图
创建了控制器的 Action 方法后，使用 MVC 工具可以非常容易地为该方法添加一个默
认视图。在方法的任意位置右击，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Add View 命令，出现如图 1-11 所示
的 Add View 对话框。

图 1-11

Add View 对话框

其中，View name 的默认值为该 Action 方法的名称。默认情况下可以接受该名称，因
为 Action 方法查找与其名称相匹配的视图。
View engine 的默认值为 Razor，这是 MVC 3 附带的新视图引擎。使用 Razor 视图引擎
可以为 Web 页面创建一个干净的模板。该模板包含 HTML 和占位符(通过传递到视图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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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来填充)。
对于 CRUD 方法，需要选中 Create a strongly-typed view 复选框；然后选择需要更新的
模板类以及合适的 Scaffold template。而 Scaffold template 会生成用于编辑、创建或列表显
示模型的 HTML。
单击 Add 按钮，完成新视图的创建。该视图将创建在名称以 controller 结尾的文件夹
中。如果该文件夹不存在，会创建该文件夹。

1.2.4

示例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一个示例应用程序来说明如何使用 MVC 的功能。在本示例中，会创建一个
名为 HR 的示例应用程序，以便跟踪公司雇员的相关信息。
可以从本书的配套网站 www.wrox.com 中下载该应用程序（文件 HR.zip）
，
以查看本小节所描述的所有代码。

1. 示例应用程序数据库
示例应用程序维护一个包含了两个表 (Employees 和 Departments，其主键分别为
EmployeeId 和 DepartmentId)的数据库。其中，表 Employees 的 DepartmentId 列指向表
Departments 的某一行，指明该雇员所属的部门。外键索引强制执行这种关系，以防止删除
一个已分派有雇员的部门，同时防止将雇员分派到不存在的部门。图 1-12 显示了这种关系。

图 1-12 数据库表之间的关系

2. 部门
首先编写用来维护表 Departments 的代码。
表 Departments 和实体 Department 都只包含两个字段——DepartmentId 和 Department
Name。因此可以在无须编写过多业务逻辑代码的情况下演示 MVC 框架。
记住，MVC 中的 URL 是对某一 Controller Action 方法的请求。因此，从创建 Controller
类来开始 Web 开发是非常明智的。
MVC 所提供的工具使这一过程非常简单。右击 Controllers 文件夹并选择 New |
Controller 命令，可以快速创建一个新控制器。Add Controller 对话框提供了相应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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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添加用于读取和更新数据的方法存根。不管是否选择创建这些方法存根，对话框都会
创建一个公共的具体控制器类，该类继承实现了 IController 接口的 ControllerBase 类。在
本示例应用程序中，该类被命名为 DepartmentController.cs。
1) Details(详细信息)
看一下 DepartmentController 类中的代码，并滚动到 Details 方法。该方法调用了一个
根据部门 ID 从数据库中检索单一部门的自定义方法。该检索数据是 DepartmentDTO 类型
的对象，保存在变量 department 中。而在 Details 方法中，department 是个模型。接下来，
Action 方法调用辅助方法 View 来生成 ViewResult(ActionResult 的子类)。通过将模型变量
(department)传递给辅助方法 View，MVC 使视图可以使用模型数据。在向客户端发送响应
之前，视图可以将这些模型数据作为其 ViewData 的一部分来引用。
public ActionResult Details(int id)
{
var empBus = new DepartmentBusiness();
DepartmentDTO department = empBus.GetDepartment(id);
return View(department);
}

要快速地跳转到视图，需要在方法中的任何地方右击，并选择 Go to View 命令。此时
将打开 Views/Department 文件夹下的 Details.aspx 页面。该页面主要包含 HTML 标记。但
还有一些指令和代码，从而使该页面具有动态性。首先看一下文件的第一行：
@model HRDTO.DepartmentDTO

该 指 令 告 诉 MVC 传 递 给 页 面 的 模 型 类 型 。 此 时 ， 页 面 所 期 望 的 模 型 类 型 是
HRDTO.DepartmentDTO。
由于页面知道传递过来的是哪种模型类， 因此变量 Model 是强类型，并且拥有
Department 对象的所有属性。甚至可以在页面中使用智能感知(IntelliSense)。输入 Model
并按.(点号)时，会列出 Department 的所有属性(如 Id 和 Name)。
在 ASPX 页面中，会在服务器端代码前面加一个特殊字符@。如你所见，可以在服务
器端代码和 HTML 之间来回切换。在 Details.aspx 页面，服务器端代码用于显示模型的相
关属性。例如，Department.aspx 中的如下代码：
@Model.DepartmentName

这段代码向客户端浏览器中输出了传递给该页面的 DepartmentDTO 对象(模型)的
DepartmentName 属性。
默认情况下，在显示该属性之前，MVC 会对任何动态输出进行 HTMLEncode。这有
助于阻止网站上恶意脚本的运行。如果所显示的数据来自于数据库，很可能有人会在数据
库中存储恶意的 JavaScript。在浏览器中显示该 JavaScript 时，其默认行为是运行该脚本。
而使用 HTMLEncode 则可以降低这种风险(在显示字符之前，对某些字符进行编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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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用&lt 代替，>用&gt 代替；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则都会为客户端对动态生成的任
何输出进行编码。
MVC 包含了很多辅助方法，可以非常容易地在视图中显示对象。而本页面中包含了
以下代码：
@Html.ActionLink(＂Edit＂, ＂Edit＂, new { id=Model.DepartmentId })

上述代码生成了一个文本为 Edit 的超链接、一个指向当前控制器的 Edit Action 方法的
链接，并传递一个 id 参数(参数值为当前页面的 DepartmentID)。
MVC 还提供了其他辅助方法。下面的每个方法都会根据传递到视图的模型属性生成
一个 HTML 元素。
● Html.TextBoxFor( )
● Html.TextAreaFor( )
● Html.DropDownListFor( )
● Html.CheckboxFor( )
● tml.RadioButtonFor( )
● Html.ListBoxFor( )
● Html.PasswordFor( )
● Html.HiddenFor( )
● Html.LabelFor( )
2) Index(索引)
Index Action 方法返回一个包含所有 Department 对象的列表，该列表被发送到视图引
擎，以便和视图合并。
var empBus = new DepartmentBusiness();
List<DepartmentDTO> departments = empBus.GetAllDepartments();
return View(departments);

看一下视图，会发现该视图期待一个 IEnumerable<HRDTO.DepartmentDTO>。
@model IEnumerable<HRDTO.DepartmentDTO>

Index Action 方 法 返 回 的 数 据 与 Action 方 法 发 送 的 数 据 ( 发 送 带 有 视 图 的
DepartmentDTO 对象列表)相匹配。页面中的服务器端 C#代码循环访问此部门列表，以便
分别输出每个部门。
<table>
<tr>
<th></th>
<th>Department ID</th>
<th>Department Name</th>
</tr>
@foreach (var item in Model) {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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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Html.ActionLink
(＂Edit＂,
＂Edit＂,
new { id=item.DepartmentId }) |
@Html.ActionLink
(＂Details＂,
＂Details＂,
new { id = item.DepartmentId }) |
@Html.ActionLink
(＂Delete＂,
＂Delete＂,
new { id = item.DepartmentId })
</td>
<td>
@item.DepartmentId
</td>
<td>
@item.DepartmentName
</td>
</tr>
}

上述页面代码在服务器端 C#代码和客户端 HTML 之间切换。遇到符号@时，Razor 视
图引擎知道应该将当前代码作为服务器端代码来解释，并会根据上下文来判断何时停止解
释。由于首先运行服务器端代码，这导致针对列表中的每一项需要多次输出相同的 HTML。
3) Edit(编辑)
Edit Action 方法看起来与 Details 方法类似。它返回一个单一部门(Department)。该例
中，DepartmentViewModel 对象包含了 DepartmentDTO。稍后会详细解释 ViewModels，目
前 只 需 要 知 道 DepartmentViewModel 对 象 包 含 了 一 个 Department 属 性 ( 其 属 性 值 为
DepartmentDTO 对象)。
public ActionResult Edit(int id)
{
var empBus = new DepartmentBusiness();
DepartmentDTO department = empBus.GetDepartment(id);
var deptViewModel = new DepartmentViewModel()
{
Department = department
};
return View(deptViewModel);
}

该例返回一个 ViewModel。ViewModel 是针对具体视图的数据。除了该 MVC 应用程
序外，其他应用程序都不会使用 DepartmentViewModel。可以在 Models 文件夹中找到
DepartmentViewModel 。 它 看 起 来 与 DepartmentDTO 相 似 ， 但 使 用 特 殊 特 性 来 修 饰
ViewModel 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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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DepartmentViewModel
{
[DisplayName(＂Department ID＂)]
public int DepartmentId { get; set; }
[Required(ErrorMessage=＂Please provide a name for this department＂)]
[DisplayName(＂Department Name＂)]
public string DepartmentName { get; set; }
}

这些特性都可以被 MVC 视图引擎分辨出来。查看一下与编辑 Department 相关的视图
(Views/Department/Edit.aspx)。
@using (Html.BeginForm()) {
@Html.ValidationSummary(true)
<fieldset>
<legend>Department</legend>
@Html.HiddenFor(model => model.Department.DepartmentId)
<div class=＂editor-label＂>
@Html.LabelFor(model => model.Department.DepartmentId)
</div>
<div class=＂editor-field＂>
@Model.Department.DepartmentId
</div>
<div class=＂editor-label＂>
@Html.LabelFor(model => model.Department.DepartmentName)
</div>
<div class=＂editor-field＂>
@Html.EditorFor(model => model.Department.DepartmentName)
@Html.ValidationMessageFor
(model => model.Department.DepartmentName)
</div>
<p>
<input type=＂submit＂ value=＂Save＂ />
</p>
</fieldset>
}

下面一行代码使用了 MVC 特性。
@Html.LabelFor(model => model.Department.DepartmentId)

辅助方法 LabelFor 为 DepartmentID 属性输出了一个 HTML 标签。这里，标签的文本
由修饰 ViewModel 中 DepartmentID 属性的 DisplayName 特性所决定。所以，标签的文本
显示为 DepartmentID。如果没有任何特性修饰模型(或 ViewModel)类，则默认情况下显示
属性名称(Departmen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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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中另一个使用模型特性的地方是验证输入值。在 ViewModel 中，DepartmentName
属性由 Required 特性修饰，如下所示：
[Required(ErrorMessage=＂Please provide a name for this department＂)]

由于 Required 特性来自于 System.ComponentModel.DataAnnotations 程序集，因此必须
在项目中添加对该程序集的引用。该特性告诉视图引擎，用户必须输入非空的
DepartmentName。如果用户试图提交的表单中有空的 DepartmentName，提交将被停止。
为了使视图可以充分利用该验证功能，验证失败时会有多个辅助方法输出错误消息。
模型属性的 Required 特性包括一个错误消息实参(＂Please Provide a Name for This
Department ＂ ) 。 当 用 户 试 图 输 入 带 有 无 效 DepartmentName 的 表 单 时 ， 会 调 用
ValidationMessageFor 辅助方法(代码如下所示)，并在视图中 DepartmentName 文本框的下
面显示该消息。
@Html.ValidationMessageFor(model => model.DepartmentName)

视图还包括汇总页面上的所有验证错误的辅助方法：
@Html.ValidationSummary(true)

如果发生了多个验证错误，则会在 Validation Summary 中列出所有的错误消息，所以
用户可以及时看到这些错误，并在同一时间处理这些错误。
下面列出了一些可以在 Model 属性中设置的 Validation 特性：
● [Required]——必须输入(参见前面的示例)。
● [StringLength]——只允许输入字符串属性。如果输入字符串的长度大于所指定的
值，则验证失败。
● [RegularExpression] —— 输入值必须匹配给定的正则表达式(regex)中定义的模式。
● [Range]——只允许输入数值属性。输入值必须在指定的范围内。
● [DataType]—— 输入值必须是给定的数据类型。
另外还要注意 Edit.aspx 视图中的下面这行代码：
@using (Html.BeginForm()) {

开始和结束括号({和})之间的内容将被包装在 HTML<form>标记中，用以定义向同一
URL 发送什么内容。
所以，如果将表单发送到相同的 URL，则会调用相同的 Action 方法，对吗？嗯，确实
如此。如前所述，一个 URL 会路由到给定的 Action 方法。但是，有时可能会出现两个相
同名称的 Action 方法。当 MVC 将一个表单发送到一个 URL，同时有两个 Action 方法匹配
路由模式时，会首先选择由[HttpPost]特性所修饰的方法。DepartmentController 所包含的
Edit 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修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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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ost]
public ActionResult Edit(DepartmentViewModel departmentVm)
{
DepartmentDTO department = departmentVm.Department;
if (ModelState.IsValid)
{
try
{
var empBus = new DepartmentBusiness();
empBus.UpdateDepartment(department);
return RedirectToAction
(＂Details＂,
new { id = department.DepartmentId });
}
catch
{
return View(departmentVm);
}
}
else
{
return View(departmentVm);
}
}

该 Action 方法有多种签名可供选择。例如，如果方法的形参是 System.Web.Mvc.Form
Collection，则使用名称-值对来填充，以匹配表单所提交的每个元素。自动生成 Action 方
法是 MVC 的默认用法。
而作者更喜欢使 HttpPost 表单方法接收最初被传递到 Edit 视图的同类型 ViewMode
对象。MVC 首先查看形参 和已发送的表单 数据 ，然后尽力使它们匹 配。通过使用
ViewModel 形参(此时即为 DepartmentViewModel)，所有数据都为强类型，从而使代码更
能实现类型安全。
发送 Edit 表单时会调用 HttpPost Edit 方法。该方法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根据添加到模型
中的 Data Annotation 特性来确保验证成功。如果验证成功，Edit 方法会调用一个辅助方法，
以便将所做的修改保存到数据库中。
4) Employee(雇员)
与维护 Departments 相比，维护 Employee 可能更加复杂，因为每个 Employee 的
DepartmentID 都必须通过表 Departments 来进行验证。
理想情况下，当编辑或创建一个 Employee 时，用户应该从一个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
有效的 Department，这样就不会选择到无效的 Department。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完成上述
操作：创建一个包含单一 Employee 信息的 ViewModel，以及包含所有有效部门的列表，
然后将所有此类数据绑定在一起，最后将其传递到视图。
EmployeeViewModel 就是这样一个 ViewModel。它包含一个 Employee 对象及部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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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EmployeeViewModel
{
public EmployeeDTO Employee { get; set; }
public List<DepartmentDTO> AllDepartments { get; set; }
}

EmployeeController 的 Edit Action 方法获取当前的 Employee 和所有部门的列表。将这
些对象填充到 EmployeeViewModel 中，然后再发送到视图。
public ActionResult Edit(int id)
{
var empBus = new EmployeeBusiness();
EmployeeDTO employeeDto = empBus.GetEmployee(id);
var deptBus = new DepartmentBusiness();
List<DepartmentDTO> allDepartments = deptBus.GetAllDepartments();
EmployeeViewModel empVm = employeeDto.TransformToViewModel();
empVm.AllDepartments = Transformations.
TransformToViewModelsList(allDepartments);
return View(empVm);
}

视图(Employee/Edit.aspx)显示 Employee 表单的方式与显示 Department 视图的方式相
类似。所不同的是前者构造了一个包含所有部门的下拉列表，并将所选项与 Employee 的
DepartmentID 属性绑定。
@Html.DropDownListFor(
model => model.Employee.DepartmentId,
new SelectList(Model.AllDepartments, ＂DepartmentId＂, ＂DepartmentName＂))

辅助方法 DropDownListFor 显示一个 HTML 下拉列表并将其与一个属性绑定。该方法
的第二个形参是 SelectList——一个用以生成给定数据的下拉列表、ID 列和文本列的 MVC
类。其中给定的数据来自于 Model.AllDepartments，因为 EmployeeViewModel 包含了
AllDepartments 属性，而该属性在控制器 Action 方法中填充。
HttpPost Edit 方法看起来与 DepartmentController 中的 HttpPost Edit 方法类似。
[HttpPost]
public ActionResult Edit(EmployeeViewModel employeeVm)
{
if (ModelState.IsValid)
{
try
{
EmployeeDTO employee = employeeVm.Employee;
var empBus = new EmployeeBusiness();
empBus.UpdateEmployee(employee);
return RedirectToAction
(＂Details＂, new { id = employee.Employee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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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
{
return View(employeeVm);
}
}
else
{
return View(employeeVm);
}
}

此时什么都不必做，因为所有数据都自动与 EmployeeViewModel 绑定。

1.2.5

ASP.NET MVC 框架小结

本节首先介绍了新的 ASP.NET MVC 框架，然后解释了 MVC 的优点，最后展示了该
框架中一些有用的功能并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

1.3

jQuery

由于 Web Forms 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因此开发人员可以找到无数用户控件来增强 Web
应用程序的功能。Ｍicrosoft 公司和许多第三方供应商都开发了带有丰富控件的库，从而为
ASP.NET 网站提供了额外的功能。
大部分的 Web Forms 控件都依赖于页面事件和代码隐藏。因此，这些控件都不能使用
新的 ASP.NET MVC 模式。
开发人员仍然可以使用 JavaScript 添加丰富的客户端交互，从而增强应用程序的功能。
而那些构建 Web Forms 控件的组件供应商目前也正在研制并发布针对 MVC 设计的控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使用 JavaScript 来提供客户端交互。
JavsScript 是用来创建与 Web 页面交互的非常好的工具，主要原因如下：
● 它是一种标准化语言，可以在目前所有的桌面浏览器中运行。
● 它可以与 Web 页面的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文档对象模型)交互，从而允
许 Web 开发人员操纵页面中的对象。
● 它为构建交互式应用程序提供了丰富的事件模型。
然而遗憾的是，JavaScript 所具有的以下缺点限制了它的使用和流行：
● 对于某些开发人员而言，JavaScript 的学习曲线非常陡峭。
● 每一款浏览器对 DOM 都有其自己的实现方式，这就迫使开发人员必须多次编写
和测试相同的功能，以确保代码可以在不同的浏览器中正确运行。
有些建立在 JavaScript 基础之上的库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些库从 JavaScript 的复杂性
中抽象出来，更重要的是可以自动检测并处理与不同 DOM(由各主要浏览器实现)交互时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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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uery 是一个开源的 JavaScript 库，这几年已经非常流行了，这都得益于其丰富的功
能集和易用性。随着 Visual Studio 2010 的发布，Microsoft 公司决定在该产品中引入 jQuery，
使 jQuery 更加流行。
一个新的 ASP.NET MVC 项目包括一个 Scripts 文件夹，其中包含了十几个.js 文件。这
些文件包含了可被项目的 Web 页面调用的 jQuery 功能。同时也可以从 http://jquery.com 中
下载最新的版本来替换这些文件。在每个文件名中，文件扩展名的前面都有一个数字(如
1.4.1)。该数字表示与脚本文件相关联的 jQuery 的版本号。通过该命名规则可以轻易了解
网站所运行的 jQuery 的版本。
要在视图页面中使用 jQuery，需要引用 Scripts 文件夹中的文件或者在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内容传递网络)上托管的文件，如 http://ajax.microsoft.com/ajax/jquery 中
的文件。jQuery 脚本文件(如 jquery-1.1.4.min.js)就存储在该文件夹中。链接到页面所需要
使用的.js 文件。
一般情况下，每个存储位置中的每个文件都会包含两个版本：以.js 结尾的版本和
以.min.js 结尾的版本。其中.min.js 版本是脚本的缩减版本，即在该版本中将删除注释及多
余的空格，同时变量名和功能名也会缩短。作者本人通常都会使用这些缩减版本，因为它
们更小，也就能更快地下载到客户端。
在页面顶端添加下面一行代码，以便使用 jQuery 功能：
<script src=＂[FULL_SCRIPT_PATH]＂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在上面的代码片段中，[FULL_SCRIPT_PATH]表示页面所使用的脚本文件的路径和文
件名。
例如，添加如下的代码行以便在该示例网站的主页面内使用项目的 Scripts 文件夹中的
主要 jquery 文件。
<script
Src＂@Url.Content(＂~/Scripts/jquery-1.4.4.min.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Url.Content 方法指定了一个绝对路径，因此可以找到.js 文件。不管显示哪个视图，在
该路径的文件夹中都会找到该视图。作者更喜欢从网站的主页引用此脚本。
本节所描述的 jQuery 代码包含在示例应用程序文件中(HR.zip)，可以从本
书配套网站 www.wrox.com 中下载该文件。

jQuery 代码是简单的 JavaScript。因此，所有的 jQuery 代码都包含在<scriptlanguage=＂
javascript＂></script>标记内。
jQuery 语法的常见模式如下所示：
$(Selector).Event(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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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代码段中，$是简单的美元符号字符，表示 jQuery 对象；Selector 是 jQuery 选择
器函数(稍后介绍该函数)；Event 是一个由所选对象触发的事件；Action 则是事件触发时所
运行的代码。
每次对 jQuery 函数的调用都必须以$符号开头。该符号表明其后面的 JavaScript 是
jQuery 语法。可以使用关键字 jQuery 来代替$符号，但是$使用起来更简洁。
jQuery 选择器使用的语法与 CSS 中选择器的语法类似，通常会返回一个与选择器条件
相匹配的元素集合。选择器的语法可以有多种形式：
● 将标记名称包含在引号中表示选择给定标记的所有元素。例如，(＂div＂)选择了页
面中所有的 div 元素。
● 在字符串前加#符号表示根据 ID 选择一个元素。例如，(＂#custIdLabel＂)选择了一
个 ID 为 custIdLabel 的元素。如果在页面中有多个 ID 具有相同的元素，则会选择
多个元素。
● 在一个字符串前面加.(句点)表示选择应用给定类的所有元素。例如，(＂.bodyText＂)
选择类为 bodyText 的元素。
● 可以通过用空格分隔选择器的方式来选择元素内的元素。例如，(＂headerDiv a＂)
选择包含 headerDiv 元素内的锚点标记。
有时，Action 可以将一个函数与一个事件绑定，以便触发事件时运行函数中的代码。
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将匿名函数与文档的 ready 事件绑定。例如，当用户选择 ID 为 MyDiv
的 Div 内的文本时，下面所示的 jQuery 代码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MyDiv＂).click(function () {
alert(＂You clicked me＂);
});

通常将 jQuery 代码与文档对象的 ready 事件绑定，以便开始运行代码。文档对象表示
页面的整个 DOM，当 DOM 中的所有元素都加载到内存时触发 ready 事件，此时是操纵元
素或绑定其他事件的绝好时机。

1.3.1

使用 jQuery 操纵 DOM 元素

看一下示例项目中的 DemoClick.htm 页面。下面是有关的部分：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document).ready(function () {
$(＂#Img1＂).click(function () {
var newHeight = $(this).height() + 20;
$(this).height(newHeight);
});
});
</script>
…
<img id=＂Img1＂height=＂50＂src=＂../Images/Grin.png＂alt=＂Click to g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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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中包含一个 ID 为 Img1 的图像标记。同时， JavaScript 将一个匿名函数与
document.ready 事件绑定。当浏览器将页面的 DOM 中的所有对象加载到内存时触发
document.ready 事件。在 jQuery 中，可以将$(document).ready(function()精减为更为简洁的
语法$(function()，在后面的示例中都会使用这一简洁的语法。
而匿名函数则将另一个函数与图像 Img1 的 click 事件绑定。
$(＂#Img1＂).click(function () {

注意选择器$(＂#Img1＂)。在 Img1 前面有#符号，从而告诉 jQuery 搜索所有 ID 为 Img1
的元素。选择器返回与选择条件相匹配的一组元素。此时，选择器在页面中找到了一个符
合条件的元素，所以返回了包含一个匹配元素的集合。然后代码将一个匿名函数与匹配元
素的 click 事件绑定。匿名函数的代码如下：
var newHeight = $(this).height() + 20;
$(this).height(newHeight);

在上述代码中，声明了变量 newHeight 并为其赋值。代码使用了关键字 this 来标识触
发事件的元素。该例中，图像元素触发了 click 事件，所以$(this)引用了该图像元素。代码
获取了图像元素的高度，并增加了 20 像素，然后将其赋给变量 newHeight。
代码执行的结果是显示图像的页面。用户每点击图像一次，该图像就会增大 20 个像素。

1.3.2

使用 jQuery 调用服务器端代码

jQuery 的一个强大功能是可以调用服务器上的 RESTful Web 服务。这样，Web 应用程
序就可以在无须回传整个页面的情况下调用服务器端代码。
ASP.NET MVC 提供了简单的方法对外公开 RESTful 服务，从而可以在 jQuery 中调用
这些服务。在前面的内容中曾经讲过，每个 Controller Action 方法会返回一个 ActionResult
对象。MVC 框架提供了 JsonResult 类——ActionResult 的子类，用于返回 JSON 格式的数
据。JSON 是一种轻量级、基于文本的数据格式，主要用于在 Web 上传输数据。
HR 示例应用程序中的 EmployeeController 类包含了一个返回 JsonResult 对象的
GetAllEmployees action 方法。其代码如下：
public JsonResult GetAllDepartments()
{
var empBus = new DepartmentBusiness();
List<DepartmentDTO> departments = empBus.GetAllDepartments();
return Json(departments, JsonRequestBehavior.AllowGet);
}

该代码与 DepartmentController 类中的 GetAllDepartment 方法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上述
代码的最后一行使用了辅助方法 Json 将一个 JsonResult 对象(而不是 ViewResult 对象)传递
给视图引擎。运行结果是将数据作为 JSON(一种轻巧的、自我描述的数据格式，因此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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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递数据)发送到客户端。
return Json(departments, JsonRequestBehavior.AllowGet);

此时 Json 方法向视图引擎传递了部门列表。而方法的第二个形参表明可以通过 HTTP
Get 方法调用此服务方法(默认情况下只有 POST 方法可以调用服务方法)。
可以直接通过 Web 页面中的 jQuery 脚本调用 GetAllDepartments 方法，而无须刷新页
面。其中 EditJQ.aspx 页面包含了如下脚本：
$ (function () {
var url = ＂/Employee/GetAllDepartments＂;
$.getJSON(
url,
null,
function (data) {
var options = ＂＂;
for (var i = 0; i < data.length; i++) {
options += ＂<option value=＂ + data[i].DepartmentId
+ ＂>＂+ data[i].DepartmentName +＂</option>＂;
}
$(＂#DepartmentSelect＂).append(options);
});
});

触发文档的 ready 事件时，脚本调用 jQuery 的 getJSON 方法，而该方法又调用了
RESTful Web 服务函数 GetAllDepartments。而 getJSON 的最后一个形参是一个回调函数，
当 Web 服务返回后调用该函数。其中形参 data 是 Web 服务的返回值——此时返回一个部
门列表。
选择器$(＂#DepartmentSelect＂)在页面上选择了 ID 为 DepartmentSelect 的空的下拉列
表。上述函数遍历部门列表，并为每个部门建立一个 option 标记。然后将 option 标记的列
表添加到空的下拉列表中。

1.3.3

jQuery

本节首先介绍了 jQuery，然后描述了 jQuery 的基本语法，最后讨论了如何使用 jQuery
从客户端代码中调用 RESTful Web 服务。
上述讨论仅仅只是通过几个简单示例的演示对 MVC 这个功能强大的框架浅尝辄止。
可以访问 http://docs.jquery.com 上的在线文档，以获取更多的详细信息。

1.4

小结

本章探讨了一些在 ASP.NET 4.0 中引入的新功能。学习了在 Web 应用程序中处理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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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增强方法，新的 web.config 的转换以及改进的 Web 应用程序模板(包括一个简单的
web.config 以及创建新的 Web 应用程序时的更多选项)。
学习了 ASP.NET MVC 框架的最新版本及 MVC 应用程序中的基本概念，还查看了使
用该框架构建的示例应用程序。
学习了 jQuery —— 一种用以增强 Web 应用程序功能的工具。本章演示了如何使用
jQuery 在 Web 页面中选择和操纵对象，以及如何从客户端脚本中调用服务器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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