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 章 

Web 数据访问 
Web Data Access 

在前面的章节中创建了网页，但是页面并没有与实际数据交互。在本章中，将开始从数据

库获得数据并填入页面。同时，逐渐增大数据的获取量，并增加复杂性。您将了解如何显

示和更新 GridView（该控件在一个网格中显示数据），以及如何处理由数据控件生成的事

件。另外，还将学习如何在客户端过滤数据，以便显示获得的数据子集，还有如何定制数

据控件外观。 后，将学习如何编辑数据，以及如何在多用户环境中，保持数据安全性的

同时，高效更新数据。您将为使用数据控件提供一份保障，并让控件自己来管理整个数据

库交互。 

从数据库中获得数据 
Getting Data from a Database 

为了了解如何与数据库交互，须首先创建一个 web 应用程序来显示 NorthWind 数据库的

数据（该数据库来自 SQL Express 和 SQL Server）。 

首先，创建一个名为 WebNorthWind 的新网站。 

由于应用程序使用 NorthWind 数据库中的 Customers 表，所以，将 default.aspx 文件重

命名为 Customers.aspx。 

警告：记住要修改代码文件和 Page 指令中的类名。 

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可以使用可视化方式创建，或者使用一个具有连接功能的控件。首

先使用可视化方式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 

 

346 



 

从数据库中获得数据 │     

将一个 SqlDataSource 控件拖动到表单中（见图 9-1）。既可以把这个控件拖动到设计视图，

也可以拖动到源视图。切换到设计视图，然后单击该控件的智能标签以打开菜单。单击

“Configure Data Source…”，将弹出“Configure Data Source”向导。第一个选项是选择一

个存在的连接或者单击按钮创建一个新连接。 

 

图 9-1：表单中的 SqlDataSource 控件 

提示：如果没有看到 SqlDataSource 控件，那么可选择

“View ”>“Non Visual Controls”。 

接着创建连接。当创建一个新连接时，须填写服务器名称。然后，确定所使用的是一个可

信的连接（Windows 身份验证），还是使用指定的用户名和密码， 后，选择连接到哪个

数据库（如图 9-2 所示）。 

 

图 9-2：添加指向 Northwind 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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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为了使用可信任连接，须利用 SQL Server 企业管理器修

改 SQL Server 数 据 库 。 第 一 步 ， 进 入 安 全 配 置 ， 将

machineName\ASPNET添加为用户。第二步，打开 Northwind 数

据库，将 ASPNET 用户添加为用户，并设置它的角色为

dbo_owner。 

单击“Test Connection”按钮，以确保连接正确。然后，单击“OK”按钮保存连接。 

可以设置将连接字符串保存在应用程序文件中（或者作为控件属性保存在页面中）。通常，

将连接字符串保存在应用程序文件中，这样可更加安全，而且允许进行加密，如图 9-3 所

示。 

 

图 9-3：保存连接 

下一步，设置查询或者从某个特定表中获得所需要的列。在本例中，将从 Customers 表

中选择所有的列，如图 9-4 所示。 

提示：此时，单击“Advanced”按钮，利用向导来生成用于更新数

据库的 Update 语句。该语句将在本章后文使用，但是现在可以

不选这个。 

接下来，向导将允许测试查询结果，如图 9-5 所示。 

单击“Finish”按钮，创建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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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选择 Customers 表 

 

图 9-5：测试查询 

数据源控件 
Data Source Controls 

数据源控件由 System.Web.UI.DataSourceControl 类派生而来，它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对象。

该对象可以以声明方式（在网页文件中）或者编程方式（在代码隐藏文件中）定义。数据

源控件可以设置连接信息、查询信息、参数和行为（例如，分页和缓存），这样就可以把

它们绑定到不同的 UI 对象上，以便在网页中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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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多个数据源控件，它们可以访问 SQL Server、ODBC、OLE DB、XML 文件、业务

对象。所有这些数据源控件都提供了相同的属性和方法，都可以采用相同方式绑定到 UI
对象上（例如，DataList 和 GridView）。 

因此，有多个不同的 UI 控件都能够以相同方式绑定到底层数据源，而所有的详细操作都

是由数据源控件处理的，这样就简化了 web 应用程序中的复杂的数据修改工作。 

提示：ASP.NET 1.x 开发人员将会发现，ASP.NET 应用程序和底

层数据交互的过程发生了重要变化（变得简单化）。ADO.NET 对

象模型已被封装在控件中，而细节内容（如数据源、表、关系等）

则被放入了框架层中。这样就不用担心细节内容了，同时，控件

还提供了一个更加统一的 API 用于与不同的数据源进行交互。 

ASP.NET 的数据源控件包括： 

 ObjectDataSource 

 SqlDataSource 

 AccessDataSource，该控件从 SqlDataSource 派生 

 XMLDataSource 

 SiteMapDataSource 

在本书中您将发现经常使用 SqlDataSource （和继承自 SqlDataSource 的控件）。

SiteMapDataSource 将在第 12 章的导航一节中使用，ObjectDataSource 则在第 10 章中使用。

其他数据源控件并没有在本书中直接提到，但是它们与那些控件使用相同的方式工作。 

GridView 控件 
GridView Control 

由于在网页中包括一个可以工作的数据源控件，所以可以把这个控件绑定到一个控件上来显

示所获取的数据。您将使用 GridView 控件，它是 ASP.NET 中增强的 DataGrid 控件。 

GridView 控件派生自 BaseDataBoundControl 类，还有其他多个控件也从该类派生，例如，

AdRotator、DetailsView 和 FormView 控件；还有 ListControl 类的成员，例如，CheckBoxList，

RadioButtonList 等；还有组合控件，例如 Password，Wizard 控件等。DataGrid 和 DataList

控件从 BaseDataList 派生，而不是从 BaseDataBoundControl 派生（在第 3 章的图 3-3 中包括

有关 System.Web.UI.Control 的类结构图）。虽然这些控件派生自不同的基类，但是 GridView

和 DataList（将在本章后文介绍）有许多相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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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现在，ASP.NET 1.x 的用户很可能使用 GridView 而不是

DataGrid 控件。GridView 能够实现 DataGrid 的所有功能，并且还

能够做得更多。该控件可提供更简单的分页和排序功能。DataGrid

与 ASP.NET 2.0 完全兼容，当该控件在新版本中运行时，无须对

现有项目作任何修改。 

许多经常使用的 GridView 控件属性不是从 Control 或者 WebControl 类继承而来的，表 9-1

列出了这些属性。许多属性将在下一章中介绍并使用。 

表 9-1  不从 WebControl 继承的 GridView 控件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AllowPaging Boolean × × true、false 是否启用分页。默认为
false 

AllowSorting Boolean × × true、false 是否启用排序。默认为
false 

AlternatingRowStyl
e 

TableItem- 
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s.St- yle
类，这是交替行的样式属

性 

AutoGenerateColum
ns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会为每一个

数据源中的字段生成绑定

字段。默认值为 true 

AutoGenerate- 
DeleteButton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每一行都会

自动添加上一个 Delete
按钮。默认值为 false 

AutoGenerate- 
EditButton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每一行都会

自动添加上一个 Edit 按

钮。默认值为 false 

AutoGenerate- 
SelectButton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每一行都会

自动添加上一个 Select
按钮。默认值为 false 

BottomPagerRow GridView- 
Row ×   将底部的分页行作为一个

GridViewRow对象返回 

Caption String × ×  以 HTML caption 元素呈

现的文本 

CaptionAlign TableCaption
-Align × × 

Bottom、Left、
NotSet、
Right、Top 

设定 caption 元素放置位

置。如果 CaptionAlign 属

性为 NotSet，将使用浏览

器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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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1  不从 WebControl 继承的 GridView 控件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CellPadding Integer × ×  
单元格内容和边框之间的

像素数 

CellSpacing Integer × ×  单元格之间的像素数 

Columns 
DataControl- 
FieldCollection

×   
返回 DataControlField 对象

的集合 

DataKeyNames String × ×  主键字段的数组 

DataKeys 
DataKey- 
Collection 

×   每条记录的主键值的集合 

DataMember String × ×  
设定多成员数据源中的数

据成员 

DataSource Object × ×  为控件设置数据源 

EditIndex Integer × ×  
编辑的行，从零开始的行

索引。－1（默认值）表

示没有行被编辑 

EditRowStyle 
TableItemStyl
e 

×   
派生自 WebControl.Sty- le

类，目前选中的编辑行的

样式 

EmptyDataRowStyl
e 

TableItemStyl
e 

×   
派生自 WebControls.St- yle

类，空数据行的样式 

EmptyDataTemplat
e 

ITemplate × ×  
当某行没有数据时，用户

定义的显示内容 

EmptyDataText String × ×  
当控件绑定到一个空的数

据源时，显示的文本 

EnableSortingAnd-
PagingCallbacks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排序和分页

将使用客户端回调。默认

值为 false 

FooterRow GridViewRow ×   
将页脚行作为一个 Grid- 

ViewRow对象返回 

FooterStyle 
TableItemStyl
e 

×   
派生自 WebControls.Sty- le

类，页脚部分的样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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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1  不从 WebControl 继承的 GridView 控件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GridLines GridLines × × 
Both、
Horizontal、
None、Vertical

设置显示哪些网格线。默

认值为 None 

HeaderRow GridViewRow ×   
将标题行作为 GridView- 
Row返回 

HeaderStyle TableItemStyl
e ×   

派生自 WebControls.St- yle
类，标题部分的样式属性 

HorizontalAlign HorizontalAlign × × 

Center、
Justify、Left、
NotSet、Right
  

设置容器中项的水平对

齐，例如单元格。默认值

为 NotSet 

PageCount Integer ×   显示数据所需要的页面数 
PageIndex Integer × ×  当前页的索引，从 0 开始 

PagerSettings PagerSetting
s ×  见后续提示

返回一个 PagerSetting 对

象，这样可以设置 Pager
按钮 

PagerStyle TableItemStyl
e ×  见后续提示

派生自 WebControls.St- yle
类，Pager 行的样式属性。

表后面的段落对本属性有

详细讲解 

PagerTemplate ITemplate × ×  
用 户 定 义 的 要 显 示 的

Pager 行的内容 

PageSize Integer × ×  
一个页面上要显示的记录

的数量 
RowHeaderColum
n String × ×  列标题的可选设置 

Rows GridView- 
RowCollection ×   

返回由控件中的数据组成

的 GridViewRow 对象的集

合 

Row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s.St- yle
类，控件中行的默认样式

属性 

SelectedDataKey DataKey ×   
返回 DataKey，其中包含了

当前选中行的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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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1  不从 WebControl 继承的 GridView 控件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SelectedIndex Integer × ×  

当前选中的项的索引，从

0 开始。如果没有选中任

何项，或者要清除对某项

的选择，将值设置为－1 

SelectedRow GridViewRo
w ×   返回当前选中的行 

SelectedRowStyle TableItemStyl
e ×   

派生自 WebControls.St- yle
类，控件中选中行的默认

样式属性 

SelectedValue Object ×   
返回当前选中行的 Data- 
Key值 

ShowFooter Boolean × × true、false 
是否显示页脚，默认值为

true。仅当 FooterTem- plate
不为 null时有效 

ShowHeader Boolean × × true、false 
是否显示标题行，默认值

为 true。仅当 HeaderTem- 
plate属性不为 null时有效 

SortDirection SortDirection ×  
Ascending、
Descending 

返回当前使用的排序方向 

SortExpression String ×   返回排序的列名 

TopPagerRow GridViewRow ×   
将顶部的 Pager 行作为一

个 GridViewRow对象返回 

提示：下面将对 PagerSettings 属性作进一步的解释。该属性返回

一个 PagerSetting 类的实例。PagerSettings 类的 重要的属性是

Mode，该属性有四个枚举值：NextPrevious、NextPrev- iousFirstLast、

Numeric 和 NumericFirstLast，每个值都可以用于进行分页设置。

如果选择设置除 Numberic 外的任何一个值，那么就可以通过设置

其他属性，例如，FirstPageText、Next- PageText 等来设置非数字

按钮的文本。作为替代，可以使用 FirstPageImageURL 、

NextPageImageURL 等属性来设定非数字按钮的图片。 

354 



 

GridView 控件 │     

将一个 GridView 控件拖动到页面中。GridView 控件能够识别出页面中已经包括了一个

SqlDataSource 控件，那么它就不用自己创建一个。单击“GridView”控件的智能标签，并选

择“Choose Data Source”项，如图 9-6 所示。 

 

图 9-6：选择一个现存的数据源 

一旦设置了数据源，GridView 控件则会使用数据源返回的每个数据字段所对应的列来刷新

自身。此时，列标题已经填充好了。再次打开智能标签，单击“Paging”项（这可以让 GridView

控件在每页中显示有限数量的记录，便于查看）。 

切换到源视图，检查 GridView 控件的声明，如示例 9-1 所示。 

示例 9-1：将 GridView 控件绑定到数据源 

<asp:GridView ID="GridView1" runat="server" 
              PageSize="4"  
              DataSourceID="SqlDataSource1"  
              AutoGenerateColumns="False" 
              DataKeyNames="CustomerID"> 
    <Columns> 
        <asp:BoundField ReadOnly="True" HeaderText="CustomerID"  
                        DataField="CustomerID" SortExpression="CustomerID">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ompanyName"  
                        DataField="CompanyName" SortExpression="CompanyName">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ontactName"  
                        DataField="ContactName" SortExpression="ContactName">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ontactTitle"  
                        DataField="ContactTitle" SortExpression="ContactTitle">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Address"  
                        DataField="Address" SortExpression="Address">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ity"  
                        DataField="City" SortExpression="City">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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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Field="Region" SortExpression="Region">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PostalCode"  
                        DataField="PostalCode" SortExpression="PostalCode">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ountry"  
                        DataField="Country" SortExpression="Country">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Phone"  
                        DataField="Phone" SortExpression="Phone"> 
        </asp:BoundFiel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Fax"  
                        DataField="Fax" SortExpression="Fax"> 
        </asp:BoundField> 
    </Columns> 
</asp:GridView> 

VS2005 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VS2005 会检查数据源，并为数据中的每个列创建一个

BoundField。同时，它还会将 HeaderText 设置为 DataField 的名称。 后，须注意在 GridView

控件声明中，AutoGenerateColumns 属性已经被设置为 false（在示例 9-1 中高亮显示）。 

如果您手工创建过 GridView 控件，若希望让 GridView 控件根据获得的数据创建所有的列，

那么可以通过设置 AutoGenerateColumns 属性为 True 来简化代码。为了看到效果，可进入

源视图，在刚刚创建的内容文件的下面，创建第二个 GridView。 

<asp:GridView ID="GridView2" runat="server" 
              AllowPaging="true"PageSize="4" 
              DataSourceID="SqlDataSource1" 
              AutoGenerateColumns="True" 
              DataKeyNames="CustomerID"/> 

运行应用程序。应该能够看到两个表格，一个在另一个的上面，如图 9-7 所示。 

以上二者根本无法区分。那么为什么 VS2005 要创建一个更加复杂的版本呢？通过将

AutoGenerate 列属性设置为 false，VS2005 将提供一个更加强大的控件来显示数据。例如，

可以设置列标题（例如，将 ContactTitle 改为 Title），移除不需要的列，添加带有控件的

新列来编辑数据行。 

为了实现修改，可以在源视图中手工编写 HTML 代码，或者单击 GridView 控件的智能标

签，然后选择“Edit Columns”项，这样将弹出“Fields”对话框，如图 9-8 所示。 

以上对话框主要分成了三个区域：变量字段列表、选中字段列表（带有移除字段或者重新

对列表排序的箭头）、右面的“Bound Field Properties”窗口。单击“Selected Fields”（例如，

ContactTitle），则可以设置 GridView 控件中字段显示的方式（例如，改变标题为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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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创建两个 GridView，其中一个使用手工方式创建 
 

 

图 9-8：Fields 对话框 

由于正在学习如何使用 GridView 控件，那么可以把它变得更漂亮些。首先，删除（或者注

释）第二个（相对简单的）GridView。接着，打开第一个 GridView 控件的智能标签。单击

“AutoFormat”，并且选择一个格式化选项。（当然，可以手工格式化控件，但是为什么要

这么辛苦呢？）此处将选择“Brown Sugar”项，因为它在印刷的书中显示起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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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Enable Sorting”（太快了！这就可以对列进行排序了），并且运行应用程序， 终将

看到如图 9-9 所示的输出。 

 

图 9-9：运行经过格式化的 GridView 

添加 Insert、Update 和 Delete 语句 
Adding Insert，Update，and Delete Statements 

当前情况下，在所创建的 SqlDataSource 控件中仅包括一个 Select 语句，该语句用于从数

据库中获取数据： 

<asp:SqlDataSource ID="SqlDataSource1" runat="server"  
    SelectCommand="SELECT * FROM [Customers]" 
    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Strings:NorthwindConnectionString %>"> 
</asp:SqlDataSource> 

然而，使用数据源控件向导来创建剩下的 Create、Retrieve、Update 和 Delete（CRUD）

语句，会使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为了实现这一点，可切换到 “Design”视图，单击

SqlDataSource 控件的智能标签，并选择“Configure Data Source…”，此时，将弹出

“Configure Data Source”向导。该向导显示当前的连接字符串，单击“Next”，将显示

“Configure Select Statement”对话框，单击“Advanced”按钮。 

这时候，将弹出 “Advanced SQL Generation Options”对话框。可单击 “Generate 
Insert,Update and Delete statements”（生成 Insert、Update 和 Delete 语句）多选框，

如图 9-10 所示。 

358 



 

GridView 控件 │     

 

 

图 9-10：添加 CRUD 方法 

单击这个多选框将使向导创建剩下的 CRUD 方法，同时，这会启用第二个多选框：Use 
optimistic concurrency。此处，先不选中它。单击“OK”按钮和“Next”按钮，然后是“Finish”
按钮。程序会要求更新 GridView。不幸的是，这样会毁掉前面所有的设置，然而，好消息

是现在已经将 GridView 控件绑定到了一个提供所有的四种 CRUD 方法的数据源控件上。 

打开智能标签，设置所需外观，选中“Enable Editing”和“Enable Deleting”项。 

如示例 9-2 所示，列举了所生成的 SqlDataSource 控件的 HTML 代码。 

示例 9-2：包括 CRUD 方法的 SqlDataSource 源代码 

<asp:SqlDataSource ID="SqlDataSource1" runat="server" 
     SelectCommand="SELECT * FROM [Customers]" 
     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Strings:NorthwindConnectionString %>"  
     DeleteCommand="DELETE FROM [Customers]  
        WHERE [CustomerID] = @original_CustomerID"  
     InsertCommand="INSERT INTO [Customers] ([CustomerID], [CompanyName],  
               [ContactName], [ContactTitle], [Address], [City], [Region], 
               [PostalCode], [Country], [Phone], [Fax])  
        VALUES (@CustomerID, @CompanyName, @ContactName, @ContactTitle, @Address, 
                @City, @Region, @PostalCode, @Country, @Phone, @Fax)"  
     UpdateCommand="UPDATE [Customers] SET [CompanyName] = @CompanyName,  
               [ContactName] = @ContactName, [ContactTitle] = @ContactTitle,  
               [Address] = @Address, [City] = @City, [Region] = @Region,  
               [PostalCode] = @PostalCode, [Country] = @Country,  
               [Phone] = @Phone, [Fax] = @Fax  
        WHERE [CustomerID] = @original_CustomerID"> 
    <DeleteParameters>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ustomerID" /> 
    </DeleteParameters> 
    <UpdateParameters>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mpany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ntact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ntactTitl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Address"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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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Region"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PostalCod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untr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Phon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Fax"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ustomerID" /> 
    </UpdateParameters> 
    <InsertParameters>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ustomerID"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mpany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ntact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ntactTitl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Address"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it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Region"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PostalCod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untr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Phon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Fax" /> 
    </InsertParameters> 
</asp:SqlDataSource> 

在以上代码中包括了 SqlDataSource 控件的声明（以及底部的关闭标签）。在 ID 和必须的

runat="server"之后，包括 4 个属性：SelectCommand（之前已经有了）和新的 DeleteCommand、

InsertCommand 和 UpdateCommand。 

SelectCommand="SELECT * FROM [Customers]"  
DeleteCommand="DELETE FROM [Customers]  
WHERE [CustomerID] = @original_CustomerID"  

InsertCommand="INSERT INTO [Customers] ([CustomerID], [CompanyName], [ContactName],  
[ContactTitle], [Address], [City], [Region], [PostalCode], [Country], [Phone], [Fax])  
VALUES (@CustomerID, @CompanyName, @ContactName, @ContactTitle, @Address, @City, @Region,  
@PostalCode, @Country, @Phone, @Fax)"  
UpdateCommand="UPDATE [Customers] SET [CompanyName] = @CompanyName,  

[ContactName] = @ContactName, [ContactTitle] = @ContactTitle, [Address] = @Address,  
[City] = @City, [Region] = @Region, [PostalCode] = @PostalCode, [Country] = @Country,  
[Phone] = @Phone, [Fax] = @Fax  
WHERE [CustomerID] = @original_CustomerID"> 

DeleteCommand 只有一个参数（@original_CustomerID），DeleteParameters 具体设置如下： 

<DeleteParameters>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ustomerID" /> 
</DeleteParameters> 

UpdateCommand 需要更多参数，一个参数用于指定每个需要更新的列，还有一个参数用

于指定原 CustomerID（用来确保更新正确的记录）。类似地，InsertCommand 也要为新记录

的每个列设置参数。所有这些参数都在 SqlDataSource 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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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户更新 
Multiuser Updates 

到目前为止，还未启用优化并行（optimistic concurrency）功能支持。现在，应该回过头

来检查“use optimistic concurrency”多选框，但是在这之前，先花点时间介绍一些相关概

念。 

在目前的情况下，都是使用 SqlDataSource 控件从数据库读取数据，然后把数据置入

GridView。现在您已经具有了更新（或删除）数据的能力。当然，可能会有多人同时与数

据库交互（很少有 web 应用程序仅支持单用户访问）。 

很容易联想到，这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破坏数据的问题。例如，有两个人同时下载数据： 

Liberty Associates, Inc. / Boston / Jesse Liberty 

第一个编辑器将City从Boston改成了New York，第二个编辑器将Contact Name从Jesse 
Liberty 改成了 Milo Liberty。现在，情况变得很有趣，第一个编辑器把数据记录写了回去，

数据库包括了下面的值： 

Liberty Associates, Inc. / New York / Jesse Liberty   

过了一会儿，第二个编辑器更新了数据库数据，数据库中则包括了如下记录： 

Liberty Associates, Inc. / Boston / Milo Liberty   

这些早期更新的值被重写了，从而导致数据丢失，看来这个技术有问题。 

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出现，可以尝试使用下面的任何一种策略： 

 锁定记录，当一个用户编辑一条记录时，其他用户只能读取记录，但不能更新这些记

录，这叫做消极记录锁定（pessimistic record locking）。如果包括很多用户，那么数

据库很快会被全部锁定而无法使用。 

 只更新您更改的列，这在理论上很不错，但是，这可能会导致数据库内部一致，而与

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假设两个销售人员都检查同一本书的库存，NumberOnHand（目

前拥有的数量）字段是 1，他们把 NumberOnHand 字段都变成了 0，数据库很高兴，

但是有一个用户拿不到书，因为，每本书只能销售一次（我感到很懊丧）。为了防止

这一点，只能锁住记录，然后读取数据，但我们不喜欢这个解决方案。 

 可以设置在更新之前，检查记录是否已经改变，并只对没有改变的记录做更新。不幸

的是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在更新之前查看数据库，有可能在查看数据并且修改

数据时，其他人已经更新了数据库。假设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事务，就可能发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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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和破坏。 

因为每次更新数据，都需要访问两次数据库（先读后写），这并不是很有效率的方法。

在一个高访问量的应用程序中，性能问题将是十分昂贵的。 

 如果记录已经更改，用一种保证能够产生错误的更改方式，在错误发生时，处理这些

（很少发生的）错误，这被称为优化并行。.NET 已经实现了这个方法。 

优化并行 
Optimistic Concurrency 

为了实现优化并行，WHERE 语句应该包含原始值（DataSet 会自动存储），这样就可以保

证，如果另一个用户修改了记录，则该记录不会被更新。因此，无须预读记录，就能够写

（一次），并且如果已经修改了记录，那么不会更新数据。 

这种方法具有巨大的效率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中，更新是成功的，且不会被额外的数据库

读取所打扰。如果更新成功，检查数据和更新之间不会存在滞后，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有机

会悄悄地另写一次。如果更新失败，则能够了解其中原因，并采取正确的行动。 

为了让这种方式工作起来，如果数据库中的数据在获得数据后改变，更新必须失败。因为

数据源能够告诉您它从数据库获得的原始值。您只须将这些原始值作为参数传递给存储过

程，然后，在 Update 语句的 Where 子句中添加它们即可。换言之，必须扩展 Where 语句

来指出“每个列的值没有改变的记录”。 

当更新记录时，将检验原始值与数据库中的值。如果二者不同，那么只有在解决了由其他

人与您之间更新记录的问题后，才可以更新记录。 

为了说明如何实现，让我们回到优化并行。重新打开向导（单击数据源上的智能标签，然

后单击“Next”>“Advanced …”），但是这次须要确保两个多选框都被选中。 

单击“OK”按钮，然后是“Next”按钮， 后单击“Finish”按钮。再次检查源代码，如示例 9-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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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9-3：具有优化并行的数据源控件  

<asp:SqlDataSource ID="SqlDataSource1" runat="server"  
    SelectCommand="SELECT * FROM [Customers]" 
    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Strings:NorthwindConnectionString %>"  
    DeleteCommand="DELETE FROM [Customers]  
       WHERE [CustomerID] = @original_CustomerID  
          AND [CompanyName] = @original_CompanyName  
          AND [ContactName] = @original_ContactName  
          AND [ContactTitle] = @original_ContactTitle  
          AND [Address] = @original_Address  
          AND [City] = @original_City  
          AND [Region] = @original_Region  
          AND [PostalCode] = @original_PostalCode  
          AND [Country] = @original_Country  
          AND [Phone] = @original_Phone  
          AND [Fax] = @original_Fax"  
    InsertCommand="INSERT INTO [Customers] ([CustomerID],  
       [CompanyName], [ContactName], ContactTitle], [Address], [City], [Region],  
       [PostalCode], [Country], [Phone], [Fax])  
       VALUES (@CustomerID, @CompanyName, @ContactName, @ContactTitle,  
          @Address, @City, @Region, @PostalCode, @Country, @Phone, @Fax)"  
    UpdateCommand="UPDATE [Customers] SET [CompanyName] = @CompanyName,  
       [ContactName] = @ContactName, [ContactTitle] = @ContactTitle,  
       [Address] = @Address, [City] = @City, [Region] = @Region,  
       [PostalCode] = @PostalCode, [Country] = @Country, [Phone] = @Phone,  
       [Fax] = @Fax  
       WHERE [CustomerID] = @original_CustomerID  
          AND [CompanyName] = @original_CompanyName  
          AND [ContactName] = @original_ContactName  
          AND [ContactTitle] = @original_ContactTitle  
          AND [Address] = @original_Address  
          AND [City] = @original_City  
          AND [Region] = @original_Region  
          AND [PostalCode] = @original_PostalCode  
          AND [Country] = @original_Country  
          AND [Phone] = @original_Phone  
          AND [Fax] = @original_Fax"  
    ConflictDetection="CompareAllValues"> 
    <DeleteParameters>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ustomerID"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mpany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ntact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ntactTitl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Address"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it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Region"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PostalCod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untr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Phon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Fax" /> 
    </DeleteParameters> 
    <UpdateParameters>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mpany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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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ntact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ntactTitl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Address"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it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Region"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PostalCod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untr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Phon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Fax"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ustomerID"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mpany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ntact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ntactTitl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Address"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it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Region"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PostalCod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untr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Phon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Fax" /> 
    </UpdateParameters> 
    <InsertParameters>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ustomerID"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mpany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ntact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ntactTitl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Address"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it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Region"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PostalCod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Countr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Phon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Fax" /> 
    </InsertParameters> 
</asp:SqlDataSource> 

不要大惊小怪。示例 9-2 和示例 9-3 的唯一区别在于，在示例 9-3 中，扩展了 Where 子

句，以便保证记录没有被替换。DeleteCommand 说明了这一点，而 UpdateCommand 也是

这样工作的。 

DeleteCommand="DELETE FROM [Customers]  
WHERE [CustomerID] = @original_CustomerID  
AND [CompanyName] = @original_CompanyName  
AND [ContactName] = @original_ContactName  
AND [ContactTitle] = @original_ContactTitle  
AND [Address] = @original_Address  
AND [City] = @original_City  
AND [Region] = @original_Region  
AND [PostalCode] = @original_PostalCode  
AND [Country] = @original_Country  
AND [Phone] = @original_Phone  
AND [Fax] = @original_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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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传入 CustomerID 参数，并传入所有字段的原始值： 

<DeleteParameters>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ustomerID"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mpany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ntactNam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ntactTitl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Address"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it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Region"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PostalCod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Country"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Phone" /> 
    <asp:Parameter Type="String" Name="original_Fax" /> 
</DeleteParameters> 

所有这些工作都由向导帮助完成。 

向导将添加如下属性： 

ConflictDetection="CompareAllValues" 

参数 ConflictDetection 有两个可能的值，分别是 CompareAllValues（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

始值已经改变，则不会更新数据库）和 OverwriteChanges（在这种情况下，新值将重写旧

值）。 

警告：OverwriteChanges 会覆盖任何人插入的数据，并将您的更

新写入数据库。可以想象，该参数值很少使用，并且要慎用。多

数情况下，使用的是 CompareAllValues。 

显示和更新 GridView 
Displaying and Updating the Grid 

由于 SqlDataSource 对象可以使用了，所以只须构建 GridView 即可。首先，在“Design”视
图中单击该控件的智能标签，选择“Edit Columns”项，将标题设置为所需要的方式，同时，

选中多选框来启动“Enable Editing”和“Enable Deleting”，如图 9-11 所示。 

如果希望使用 Edit 和 Delete 按钮，而不是链接，则可以单击智能标签，然后单击“Edit 
Columns”。当 Fields 对话框打开时，单击“Command Field”中的“Selected Fields”项，这

样会在右边窗口中显示“Command Field”属性。通过单击“Fields”编辑器的“Appearance”
节中 ButtonType 属性，可以将 ButtonType 由 Link 改为 Button。 

如图 9-12 所示，结果是显示出了命令（Edit 和 Delete）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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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启用删除和编辑 

 

图 9-12：命令按钮 

Take It for a Spin 

启动程序，将客户数据加载到 GridView 中。当单击“Edit”按钮时，GridView 将自动进入编

辑模式。您会注意到，可编辑文本字段变成了文本框，命令按钮由 Edit 和 Delete 变成了

Save 和 Cancel。如图 9-13 所示，显示了正在对一个字段进行修改。 

当单击“Update”时，GridView 和数据库都将被更新，这可以通过在数据库中打开表来确认

这一点，如图 9-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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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编辑 

 

图 9-14：更新数据库 

提示：为了显示图 9-14，可打开 SQL Server，并展开 NorthWind

数据库表，然后右击“Customers”表，选择“Open Table”>“Return 
All Rows”。 

使用事件跟踪更新 
Tracking the Update with Events 

当控件在后台完成了这么多工作时，一些程序员开始变得紧张。毕竟，这些都工作得很好，

且无须了解详细信息，这点很不错。但是，如果出现了错误，应该如何才能了解是否是连

接失败，或者没有记录更新，或者有异常抛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要使用何种方式修改

控件行为呢？ 

通常，ASP.NET 控件，尤其是数据控件，通过提供多个可以处理的事件来满足这方面的

需求。例如，GridView 控件提供了二十多个事件，例如，RowCreated 和 RowDeleted。当编

辑一行记录后，单击“Save”按钮时，将会触发一个事件（RowUpdating）。更新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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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会触发第二个事件（RowUpdated）。有些事件是为数据即将绑定和绑定之后准备的，

还为行被创建、行即将被删除、行已经被删除等触发的事件作准备。 

例如，在 GridView 更新行之后，将触发 RowUpdated 事件。为了看到效果，可创建一个处

理程序： 

1. 单击“Design”视图。 

2. 单击“GridView”。 

3. 单击属性窗口中的闪电图标。 

4. 双击 RowUpdated 事件右面的方法名称列（目前为空）。 

VS2005 将创建一个事件处理程序，名称为 GridView1_RowUpdated()（通常格式为控件名_

事件名（）），同时，还将在代码隐藏页文件中设置该方法的框架。 

该方法第二个参数的类型是 GridViewUpdatedEventArgs。该对象包括关于更新的有用信息，

其中有一个布尔属性 ExceptionHandled。如果更新数据时发生异常，该属性返回 true。在

这种情况下，GridViewUpdatedEventArgs 对象将包括异常对象。 

GridViewUpdatedEventArgs 的另一个属性（AffectedRows）将告知有多少行受到更新的影响。

同时，还有三个有序集合会告知发生了哪些改变：Keys、OldValues 和 NewValues。 

提示：为了使用 DictionaryEntry（如在下一个示例中所使用的），

需要在文件顶部添加 using Systems.collection。 

如示例 9-4 所示，可以在调试器中验证集合来查看行中每个列的值。 

示例 9-4：处理 RowUpdated 事件 

protected void GridView1_RowUpdated(  
   object sender, GridViewUpdatedEventArgs e ) 
{ 
   if ( e.ExceptionHandled ) 
   { 
      string exceptionMessage = e.Exception.Message; 
   } 
   else 
   { 
      int numRowsChanged = e.AffectedRows; 
      foreach ( DictionaryEntry myDE in e.NewVal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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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ring key = myDE.Key.ToString(  ); 
         string val = myDE.Value.ToString(  ); 
      }        // foreach 语句结束 
   }           // else 语句结束 
}              // GridView1_RowUpdated 方法结束 

If 代码块用于测试是否处理异常。如果抛出异常，那么可将异常中的 Message 属性值赋给

一个字符串（exceptionMessage）。可以推测，这将会显示或者记录该消息，然后提供用户

选项来选择如何处理该异常。 

如果未异常抛出，则可以获取受影响的行数，将该值保存在本地变量 numRowsChanged

中。再次可以推测，您会记录这个数字，如果它是 0，将需要采取措施。如上所述，由于

多用户更新冲突，它有可能是 0。 

后，在这个示例中，将遍历 NewValues 集合的值，以便检查 GridView 中更新的值是否是

传回数据库集合中的值。例如，若没有修改过任何值，但是在一个产品程序中，您可能记

录或者使用它们来提供进度报告。 

基于事件修改 GridView 
Modifying the Grid Based on Events 

假设需要修改 GridView，当列出的人是公司拥有者的时候，Title 列的内容将变成红色。这

可以通过处理 RowDataBound 事件（在每一行数据被绑定后被触发）来实现，如示例 9-5

所示。 

示例 9-5：处理 RowDataBound 事件 

protected void GridView1_RowDataBound(  
   object sender, GridViewRowEventArgs e ) 
{ 
   if ( e.Row.RowType == DataControlRowType.DataRow ) 
   { 
      TableCell cell = e.Row.Cells[4]; 
      if ( cell.Text.ToUpper(  ) == "OWNER" ) 
      { 
         cell.ForeColor = System.Drawing.Color.Red; 
      }    // OWNER 的 if 语句结束 
   }       // DataRow 的 if 语句结束 
}          // GridView1_RowDataBound 方法结束 

第一个 if 语句（在示例 9-5 中高亮显示）用于测试作为参数传入的行类型是否是 DataRow

类型（而不是标题、页脚或者其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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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解到正在处理 DataRow 时，可以从行中获得需要验证的单元格（在本示例中，Title

是第 5 个单元格，位移为 4）。 

接着把单元格的文本字段与文本字符串“OWNER”进行比较。如果二者匹配，则设置单元

格的 ForeColor 属性为 Red，这样字符 Owner 将显示为红色。 

if ( cell.Text.ToUpper(  ) == "OWNER" ) 
{ 
   cell.ForeColor = System.Drawing.Color.Red; 
}     

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获知该单元格是 TableCell 类型？这是开发环境可以提供帮助

的另一个地方。当在 Cells 集合旁键入中括号，打算放置索引值时，将弹出一个信息提示，

告知这个索引号必须是整型（这样就解释了索引的作用），它还会告知从集合中获得的对

象的返回类型，如图 9-15 所示。 

 

图 9-15：Cells 集合的索引信息提示 

提示：这表示 Row 的 Cells 集合中包括了 TableCell 类型对象，但是

DataGrid的单元格是一个 DataControlFieldCell类型（继承自 TableCell

类）。如果 TableCell 中不包括 DataControlFieldCell 属性（例如

Containing Field，它可以获得 DataControlField，其中包含着当前的

单元格），那么可以把它安全地转换为 DataCon- trolFieldCell类型： 

DataControlFieldCell fieldCell =  
                      e.Row.Cells[4] as DataControlFieldCell; 

将参数传递给 Select 查询 
Passing Parameters to Select Query 

有些情况下，不需要在表中显示所有记录。例如，可能在当前页上创建第二个 GridView，

该控件用于显示选中公司的订单。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通过一种方法来选择一个公司，

以及把选中公司的 ID 传递给第二个 GridView 控件，以便显示公司订单。 

提示：为了保持下载的代码清楚明了，已经创建了一个名为 Web- 

NorthWindTwoGrids 的新 web 应用程序，并使用“Website”>“Copy 
Web Site”把之前第 4 章的示例复制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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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为现存的 GridView 控件添加“Select”按钮。这可以通过在“Design”视图中，单击

GridView 控件的智能标签，并选择“Enable Selection”多选框来完成设置。这个 GridView 会

立即在“Edit”和“Delete”按钮旁边的第一个单元格内，添加一个“Select”按钮，如图 9-16 所

示。 

 

图 9-16：添加 Select 按钮 

下一步是创建第二个 GridView，它将被用于显示订单。将第二个 GridView 控件拖动到页面

上，打开智能标签，使用已有的连接字符串，创建一个新数据源控件（命名为

NorthWindOrders）。选择 Orders 表，单击“Where”按钮，如图 9-17 所示。 

 

图 9-17：配置 Orders 表 

此时，将弹出“Add WHERE Clause”对话框。首先，选中需要匹配的列，此处选中的是

CustomerID。下一步，选择运算符，可以是 equals（相等）、less than（小于）、greater than

（大于）、like、contains 等，此处使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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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下拉框控件用于选择 CustomerID 的源。如果您将提供一个源，那么可以选 None，

或者可以从表单、用户的 profile、查询字符串或者会话状态获得源。此处，将从第一个

GridView 中获得 CustomerID 源，所以选择 Control。 

当选择 Control 时，将弹出“Parameter Properties”窗口。该窗口要求给出提供参数的控件

的 ID（此处是 GridView1），还有一个默认值（可选）。一旦完成了选择，窗口将如图 9-18

所示。 

 

图 9-18：添加一个 WHERE 从句 

单击“Add”按钮。单击时，对话框上面的部分变成初始（空白）状态，Where 子句则添加

到了 WHERE 从句窗口中。 

单击“OK”按钮，直到返回“Configure Select Statement”对话框为止。现在单击“Order By”

按钮，让结果根据“OrderDate”排序，如图 9-19 所示。 

在完成创建这个 SqlDataSource 控件之后，切换到源视图，可看到 VS2005 创建的声明： 

<asp:SqlDataSource ID="NorthWindOrders" runat="server"  
   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Strings:NorthwindConnectionString %>" 
   SelectCommand="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CustomerID] = @CustomerID)  
      ORDER BY [OrderDate]"> 
    <SelectParameters> 
        <asp:Control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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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9：选择 Order By 按钮 

  
           Name="CustomerID"  
           ControlID="GridView1"  
           PropertyName="SelectedValue" 
           Type="String" /> 
    </SelectParameters> 
</asp:SqlDataSource> 

Select 语句现在有一个包含参数（@CustomerID）的 WHERE 子句。另外，在 SqlDatasource

控件的声明中包括一个 SelectParameters 对象定义，其中有一个 asp:Control- Parameter 类

型的参数。该参数说明了如何从控件中获得它的值。asp:ControlParameter 有一个 ControlID

属性，用于指定从哪个控件获得值，还有一个 PropertyName 属性，用于指定检查 GridView

中的哪个属性。第三个属性 Type 设置了获得的值类型，该属性的类型是字符串。有了这

些属性控件就能够把参数传递给 Select 语句。 

现在可以重新格式化 GridView，与第一个 GridView 一样地编辑这些列，然后测试新页面，

如图 9-20 所示。 

当在上面的GridView中，单击每一个 select按钮时，对应客户的订单将显示在新的GridView

中。 

GridView 允许创建不同的字段，如表 9-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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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显示的订单 GridView 

表 9-2  GridView 中的列字段 

字  段 说  明 

BoundField 数据源中的字段值（GridView 默认列类型） 

ButtonField 命令按钮（Add、Remove、Select） 
CheckBoxField 在 GridView 中为每一项显示一个多选框（通常用于布尔值） 

HyperLinkField 和 BoundField 类似，但是显示的是一个链接，指向所指定的目标
URL 

ImageField 在 GridView 中为每一项显示一幅图片 
TemplateField 允许用户根据指定的模板定义每一项的显示内容 

DataList 控件 
DataList Control 
工具箱中包括一个 DataList 控件。该控件可用于创建模板化的列表数据。可以在一个模板

化列表中，通过设置模板来控制呈现该列表的 HTML。模板描述如何显示列表中的某一项

的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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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DataList 控件提供了一些简单的模板。如果需要精确控制

布局，可以考虑使用 Repeater 控件，该控件将在下文中讲解。 

在表 9-3 中列出了 DataList 控件提供的 7 个不同的模板变量，它们可用来定义外观。在这

些模板中，除了 ItemTemplate 模板外，其他都是可选的。 

表 9-3  DataList 控件模板 

模板名 说  明 

AlternatingItemTempla
te 

为每一个间隔项提供内容和布局。如果没有定义，在 DataList

中将为每一项使用 ItemTemplate 

EditItemTemplate 
为当前正在编辑的项提供内容和布局。如果没有定义，在

DataList 中将为正在编辑的项使用 ItemTemplate 

FooterTemplate 
为页脚提供内容和布局。如果没有定义，DataList 将不会有页

脚 

HeaderTemplate 
为标题提供内容和布局。如果没有定义，DataList 将不会有标

题行 

ItemTemplate 必须定义。每一项的内容和布局的默认定义 

SelectedItemTemplate 
为当前选中的行提供内容和布局。如果没有定义，ItemTemplate

将被使用 

SeparatorTemplate 
为项与项之间的分隔符提供内容和布局。如果没有定义，将不

会使用分隔符 

为了学习 DataList 控件，首先，创建一个新应用程序（WebNorthWind-DataControls）或

者添加一个页面到已有的应用程序 DataControls 中。把 DataList 控件拖到表单中。在

“Design”视图中，打开智能标签可以选择数据源。作为练习，选择“New Data Source”项，

接着选择“SQL Database”，将新数据源命名为 DataListCustomerDataSources。使用已有

的指向 NorthWind 的连接，然后设置选中 Customers 表中的所有字段。完成后，DataList

将被表示字段名称和绑定到数据控件的 Label 填充，如图 9-21 所示。 

如果单击“Source”，将看到 DataList 控件已经定义了许多属性，以便识别它的数据源： 

<asp:DataList runat="server" 
   ID="DataList1"  
   DataKeyField="CustomerID"  
   DataSourceID="DataListCustomerData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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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DataList 绑定数据控件 

在 DataList 的开闭标签之间包括一个<ItemTempdate>标签。该标签定义了每一项应该如何

显示。在默认的<ItemTemplate>标签中，每个列都用 Literal 控件表示，而绑定的值则用 Label

控件表示。这些 Label 控件的 Text 属性使用 Eval 方法传入数据中的列名创建，如下所示： 

<asp:Label ID="CustomerIDLabel" runat="server" 
    Text='<%# Eval("CustomerID") %>' > 
</asp:Label> 

提示：Eval 返回的是传入的列名所对应的列数据的值。 

有多种可以改善该控件外观的方法。首先，回到“Design”视图，单击“Auto Format…”，选

择一个方案（如 Classic），这样做将为 DataList 增加许多样式： 

<asp:DataList runat="server" 
   ID="DataLi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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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KeyField="CustomerID"  
   DataSourceID="DataListCustomerDataSources" 
   CellPadding="4" 
   ForeColor="#333333"> 
   <ItemTemplate> 
... 
      <!  ItemTemplates here --> 
... 
   </ItemTemplate> 
   <FooterStyle BackColor="#507CD1" Font-Bold="True" ForeColor="White" /> 
   <SelectedItemStyle BackColor="#D1DDF1" Font-Bold="True" ForeColor="#333333" /> 
   <AlternatingItemStyle BackColor="White" /> 
   <ItemStyle BackColor="#EFF3FB" /> 
   <HeaderStyle BackColor="#507CD1" Font-Bold="True" ForeColor="White" /> 
</asp:DataList> 

另外，可以回到智能标签，选择“Edit Templates”，这将使智能标签变为“Template Editing 

Mode”（模板编辑模式，直到单击“End Template Editing”，该模式才结束），并提供一个

下拉菜单来选择需要编辑哪个模板，如图 9-22 所示。 

 

图 9-22：编辑模板 

现在可以通过展开或者移动模板中的元素来随意修改模板、添加新的控件等。 

作为替代，可以直接在内容文件中添加或者修改模板。选择何种方法由个人决定。每个模

板都支持它自己的样式对象，这些对象可以在设计时设置并在运行时修改。 

默认情况下，每个项是一个接着一个显示的，位于一个垂直的列中。可以通过把 DataList

的“Repeat Direction”属性由 Vertical 设置为 Horizontal 来修改它，也可以通过设置

RepeatColumns 属性来设置列的数量，如图 9-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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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3：DataList 列布局 

在 DataList 控件中，包括一些控制外观和行为的常用属性，它们并不是从 Control 或

WebControl 类继承的，如表 9-4 所示。 

表 9-4  未从 WebControl 类继承的 DataList 控件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Caption String × ×  作为HTML caption
元素显示的文本 

CaptionAlign TableCaptionAlign × × 
Bottom、Left、
NotSet、Right、
Top 

指定 caption 元素

的放置位置 

CellPadding Integer × ×  单元格内容和边框

之间的像素数 

CellSpacing Integer × ×  单元格之间的像素

数 

DataKeyField String × ×  指定数据源中的键

字段 

DataKeys DataKeyCollection × ×  每条记录的键值的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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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  未从 WebControl 类继承的 DataList 控件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DataMember String × ×  
设定多成员数据源中

的数据成员 
DataSource Object × ×  为控件设置数据源 

EditItemIndex Integer × ×  

编辑的行，从零开始的

行索引。如果没有项被

编辑或者清除对某项的

选择，设置值为－1 

EditItem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 
Style类，目前选中的编

辑行的样式 

Footer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WebControls. 
Style 类，页脚部分的样

式属性 

GridLines GridLines × × 
Both、Horiz- 
ontal、None、
Vertical 

设置显示哪些网格线。

默认值为 None 

Header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 生 自 WebControls. 
Style类，标题部分的样

式属性 

Items 
DataListItemCo- 
llection 

×   
控件中的所有项的集

合 

Item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s. 
 Style 类，控件中每个

项的默认样式属性 
RepeatColumns Integer × ×  设置显示的列数 

RepeatDirection RepeatDirection × × 
Horizontal、
Vertical 

如果为 Horizontal, 
项是从左到右，然后从

上到下显示。如果是

Vertical，项是从上到下，

然后从左到右显示的。

默认值为 Vertical 

RepeatLayout RepeatLayout × × Flow、Table 

如果为 Flow，项显示时

不会有表结构，否则会

有一个表结构。默认为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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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  未从 WebControl 类继承的 DataList 控件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SelectedIndex Integer × ×  

当前选中的项的

索引，从 0 开始。

如果没有选中任

何项，或者清除对

某项的选择，将值

设置为－1 

SelectedItem DataListItem ×   返回当前选中的

项 

SelectedItem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 
trols.Style 类，控件

中选中项的默认

样式属性 

SelectedValue Object ×   返回当前的选中

项 

Separator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 
trols.Style 类，项与

项之间的分隔符

的默认样式属性 

ShowFooter Boolean × × true、false 

是否显示页脚，默

认值为 true。仅当
FooterTemplate
不为 null 时有效 

ShowHeader Boolean × × true、false 

是否显示标题行，

默认值为 true。仅

当
HeaderTemplate
属性不为 null时有

效 

另外，DataList 控件包括多个事件。表 9-5 列出了其中 重要的几个事件。 

表 9-5  DataList 控件的事件 

事  件 事件参数 事件参数属性 说  明 

DataBinding EventArgs None 当控件绑定到数据源时

触发（继承自 Control） 
DeleteComman
d 

DataListcomman
d-EventArgs 

CommandArgument、
CommandName 

当单击“Delete”按钮时触

发 

EditCommand DataListcomman
d-EventArgs 

CommandArgument、
CommandName 当单击“Edit”按钮时触发 

Init EventArgs None 当控件初始化时触发（继

承自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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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5  DataList 控件的事件 

事  件 事件参数 事件参数属性 说  明 

ItemCommand 

DetailsViewCom
-mandEventArgs
- 
FormViewComm
-andEventArgs 

CommandArgument、
CommandName、
CommandSource 

当单击控件中的一个按钮

时触发 

ItemCreated EventArgs none 在控件中的所有行创建完

毕后触发 

ItemDataBound DataListItemEve
nt-Args Item 当绑定数据时触发 

PreRender EventArgs None 在控件呈现在页面上之前

触发（继承自 Control） 

UpdateComman
d 

DataListcomman
d-EventArgs 

CommandArgument
、CommandName 当单击“Update”按钮时触发 

编辑 DataList 控件的项 
Editing Items in List Controls 

DataList 控件支持就地编辑项。为了实现它，必须向 DataList 控件中添加一个

EditItemTemplate。通过在内容文件中复制 ItemTemplate，并把它粘贴为 EditItem- Template

（不幸的是，不能使用拖放来添加 EditItemTemplate），然后使用“Search”和“Replace”（在

选中的 EditItemTemplate 中）用 Textbox 替代 Label（替换控件和 ID）： 

<EditItemTemplate> 
    CustomerID: 
    <asp:TextBox runat="server" 
        Text='<%# Eval("CustomerID") %>'  
        ID="CustomerIDTextBox" /> 

第二，您必须提供一种方式来从您现在的 ItemTemplate 进入编辑模式。 简单的方式是向

ItemTemplate 添加一个按钮，设置按钮的 CommmandName 属性为“edit”，这样会触发

EditCommand 事件，您可以为这个事件创建一个处理程序： 

<ItemTemplate> 
   <!-- the rest of the ItemTemplate in here --> 
 
  <asp:Button runat="server" 
      ID="ItemEditButton"  
      Text="Edit"  
      CommandName="edit"  /> 
</Item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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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CommandName 属性是大小写敏感的。 

EditCommand 事件处理程序可接受一个 DataListCommandEventArgs 对象，作为它的第二个

参数。DataListCommandEventArgs 包含了一个 Item 属性，该属性表示用户须修改的列表项。

由 Item 属性返回的 DataListItem 有一个 ItemIndex 属性，可以将它赋给 DataList 的

EditItemIndex 属性，接下来就要重新绑定 DataList： 

protected void DataList1_EditCommand(  
   object source, DataListCommandEventArgs e ) 
{ 
   DataList1.EditItemIndex = e.Item.ItemIndex; 
   DataBind(  ); 
} 

正如所看到的，它好像有些难，但实际上并不难。 

将按钮添加到 EditItemTemplate 中可处理 Update（保存变化）和 Cancel 命令，它们会分别

触发 UpdateCommand 和 CancelCommand 事件： 

<EditItemTemplate> 
 
   <!-- the rest of the EditItemTemplate in here --> 
 
  <asp:Button runat="server" 
      ID="ItemSaveButton"  
      Text="Save"  
      CommandName="update" /> 
  <asp:Button runat="server" 
      ID="ItemCancelButton"  
      Text="Cancel"  
      CommandName="cancel" /> 
 
</EditItemTemplate> 

提示： 简单的创建 EditCommand、UpdateCommand 和 Cancel- 

Command 事件处理程序的方法是回到“Design”视图，单击 Data- 

List 控件。在“Properity”窗口中，单击闪电图标以显示事件列表，

您将找到 EditCommand、UpdateCommand 和 CancelCommand。 

运行应用程序，单击“Edit”按钮。此时将看到选中的项切换到编辑视图，如图 9-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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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4：编辑模式下的 DataList 控件 

您可以看到在文本框旁边其他类型的控件。例如，有些数据项有一组单选框按钮或者一个

多选框，这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如果需要控制数据输入，可以使用下拉框列表来绑定数

据（可能是从数据库的另一张表中获得）。 

删除 DataList 控件的项 
Deleting Items from a List Control 

为了允许用户删除记录，须向 ItemTemplate 添加一个“Delete”按钮： 

<asp:Button runat="server" 
   ID="ItemDeleteButton"  
   Text="Delete"  
   CommandName="delete" /> 

须向页面添加另一个数据源控件（命名为 DataListCustomerDeleteDataSource）以便处

理 Delete 命令。通过单击“Properties”窗口中的新数据源的 DeleteQuery 属性，可设置

“Delete”命令，这将弹出“Command and Parameter Editor”对话框，如图 9-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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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5：Command and Parameter Editor（命令和参数编辑器） 

键入删除命令： 

delete from Customers where CustomerID = @CustomerID 

单击“Add Parameter”按钮，添加参数 CustomerID（不需要键入@符号作为参数的一部分）。 

当调用“Delete”时，须为控件创建“Select”命令来确保它的适当连接。因此，新 SqlDataSource

对象的完整源代码如下： 

<asp:SqlDataSource  
ID="DataListCustomerDeleteDataSource"  
runat="server"  
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Strings:NorthwindConnectionString %>"  
SelectCommand="Select * from Customers"  
DeleteCommand="Delete from Customers where CustomerID = @CustomerID"> 
    <DeleteParameters> 
        <asp:Parameter Name="CustomerID" /> 
    </DeleteParameters> 
</asp:SqlDataSource> 

提示：将 DataList 控件的 DataKeyField 属性设置为将要删除记录

的表的主键，它应该是 CustomerID。 

如同为 Edit 事件创建处理程序一样，可为 DeleteCommand 事件创建一个事件处理程序，

步骤如下： 

1. 根据选中的记录（Delete 按钮被按下的记录）获得记录的 ID。 

2. 从新数据源对象的 Parameters 集合中获得参数。 

3. 设置参数的 DefaultValue 为要删除记录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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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用数据源的 Delete。 

5. 重新绑定 DataList。 

执行这五个步骤的结果显示在示例 9-6 中。 

示例 9-6：从 DataList 中删除一条记录  

protected void DataList1_DeleteCommand(  
    object source, DataListCommandEventArgs e ) 
 { 
    // (1) 从选中记录中获取 recordID  
    string recordID = ( DataList1.DataKeys[e.Item.ItemIndex] ).ToString(  ); 
 
    // (2) 获取参数 customerID 的引用 
    System.Web.UI.WebControls.Parameter param = 
       DataListCustomerDeleteDataSource.DeleteParameters["CustomerID"]; 
 

// (3) 为要删除记录的 ID 设置参数的默认值  
// the record to delete 

    param.DefaultValue = recordID; 
 
    // (4) 删除记录 
    DataListCustomerDeleteDataSource.Delete(  ); 
 
    // (5) 重新绑定 
    DataBind(  ); 
} 

第一行代码有些技巧，可以把它分解成几个子步骤，这样更容易理解。 

从参数中获得了一个 DataListCommandEventArgs 对象 e，它的实例有一个 Item 属性，类

型为 DataListItem，把 Item 属性赋给 theItem 变量。 

// 从参数中获得 Item 属性 
DataListItem theItem = e.Item; 

可以从 DataListItem 中获得 ItemIndex（选中项的索引号）： 

// 从 Item 中获得 itemIndex 
int itemIndex = theItem.ItemIndex; 

下一步，从 DataList 控件获得 DataKeys 集合，设置列表的 DataKeyField 属性： 

<asp:DataList  
   DataKeyField="CustomerID" 

这个集合包含了所有的 CustomerID 的每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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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DataList 获得 DataKeys 集合 
DataKeyCollection keyCollection = DataList1.Data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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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集合和索引，就可以提取索引位置的键集合的内容，这将获得一个 Object 类型。 

// 从集合内的 ItemIndex 位置获得存储的对象 
object theRecordAsObject = keyCollection[itemIndex]; 

已经拥有了一个字符串，因此可以将返回对象转换为字符串： 

// 将结果从对象转换成字符串 
string recordID = theRecordAsObject.ToString(  ); 

所有这些工作在该方法的第一行代码完成： 

string recordID = ( DataList1.DataKeys[e.Item.ItemIndex] ).ToString(  ); 

第二行从 DataListCustomerDeleteDataSource 中，通过索引从 DeleteParameters 属性中获得

名称为 CustomerID 的参数引用，DeleteParameters 属性会返回一个参数集合： 

System.Web.UI.WebControls.Parameter param = 
   DataListCustomerDeleteDataSource.DeleteParameters["CustomerID"]; 

使用索引方式也能够实现搜索，因此，可以使用以下方式重写上面的代码： 

System.Web.UI.WebControls.Parameter param = 
   DataListCustomerDeleteDataSource.DeleteParameters[0]; 

然而，使用参数名称会更加清楚。 

第三行为之前获得的 recordID设置参数的DefaultValue属性值。第四行调用数据源的Delete
方法， 后一行重新绑定控件，现在可以忘记您已经删除的记录了。 

如果尝试这么做，则几乎肯定会失败。问题出在几乎所有的客户记录都有与之相关的订单，

而 Northwind 数据库被设置成防止删除任何与订单有关联的客户，以避免数据破坏。 

可以使用“SQL Server Enterprise Manager”创建一个新的客户来绕过这个问题，如图 9-26
所示。 

 

图 9-26：创建一条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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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添加了这条记录，在新的事件处理程序（DataList1_DeleteCommand）的第一行设置一

个断点，并运行应用程序。滚动到添加的新记录的位置，单击“Delete”按钮。 

单击按钮时，应用程序将在所设置的断点处暂停。如果执行单步调试，将发现获得的 record 
ID 和将要删除的记录相吻合。当方法完成时，向下滚动的话会发现记录已经被删除（您

可以直接在数据库中验证这一点）。 

Repeater 控件 
Repeater Control 

在显示数据时有另一个主要的控件：Repeater 控件。问得 频繁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

使用哪个控件。表 9-6 对这些控件的差别作出了总结。 

表 9-6  比较 Repeater、DataList 和 GridView 控件 

特  性 Repeater DataList GridView 

支持表（Table）布局 否 否 是 

支持流（Flow）布局 是 是 否 

支持列（Column）布局 否 是 否 

Style 属性 否 是 是 

模板 是 是 列 / 可选 

Select / Edit / Delete 支持 否 是 是 

排序 否 否 是 

分页 否 否 是 

Repeater 控件提供了 DataList 的子功能，通常仅在不需要列布局时使用。 

Repeater 控件“不好看”——这个控件没有预定好的外观。可以通过添加模板来决定它如何

显示。表 9-7 列出了可用的模板。 

表 9-7  Repeater 控件模板 

模板名 说  明 

AlternatingItemTemplate 作为项的模板，但是交替项仅呈现在每个间隔行 

FooterTemplate 在所有项和其他模板呈现之后呈现的元素 

HeaderTemplate 在其他模板呈现之前呈现的元素 

ItemTemplate 数据源中的每一行的呈现元素 

SeparatorTemplate 在数据源的每行之间呈现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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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向 WebNorthWindDataControls 网站添加一个页面，命名为 RepeaterDemo.aspx。

将 Repeater 控件从工具箱的“Data”选项卡中拖动到页面上。打开智能标签，它会要求选择

（或者创建）一个新的数据源，这个过程与创建 DataLists 是一致的（将这个数据源命名为

RepeaterCustomerDataSource）。 

Repeater 没有默认外观，它完全使用模板来控制。这些模板实质包括 Template 元素中列出

的 HTML 代码片段和 .NET 服务器控件： 

<asp:Repeater id="Repeater1" runat="server" DataSource="<%#  
RepeaterCustomerDataSource %>"> 
   <ItemTemplate> 
      <asp:Label id=Label1 runat="server"  
         Customer='<%# DataBinder.Eval(Container, "DataItem.Name")%>'> 
      </asp:Label> 
   </ItemTemplate> 
   <SeparatorTemplate>, </SeparatorTemplate> 
</asp:Repeater> 

DetailsView 控件：一次处理一条记录 
DetailsView Control：Examining One Record at a 
Time 

另一种查看数据的方式是一次一条记录，ASP.NET 为此专门提供了一个控件：DetailsView。

该控件允许执行编辑、删除和插入记录。 

和 GridView 控件一样，DetailsView 控件派生自 BaseDataBoundControl 类。正是因为如此，

它与 GridView 有许多相同的属性。表 9-8 列出了多个未从 Control 和 WebControl 继承而来

的 DetailsView 控件的常用属性。 

表 9-8  未从 WebControl 继承而来的 DetailsView 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AllowPaging Boolean × × true、false 
是否启用分页。默认为

false 

AlternatingRow-
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s. Style

类，这是交替行的样式

属性 

AutoGenerate- 
DeleteButton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每一行都会

自动添加一个 Delete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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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默认值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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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8  未从 WebControl 继承而来的 DetailsView 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AutoGenerate- 
EditButton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每一行都会

自动添加一个 Edit 按

钮。默认值为 false 

AutoGenerate- 
InsertButton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每一行都会

自动添加一个 Select 按
钮。默认值为 false 

AutoGenerate- 
Rows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默认值），

则显示自动生成的绑定

字段 

BottomPagerRo
w 

GridViewRow ×   
将底部的分页行作为一

个 DetailsViewRow 对象返

回 

Caption String × ×  
以 HTML caption 元素

呈现的文本 

CaptionAlign TableCaptionAlign × × 
Bottom、Left、

NotSet、Right、

Top 

设定 caption 元素放置

位置 

CellPadding Integer × ×  
单元格内容和边框之间

的像素数 

CellSpacing Integer × ×  单元格之间的像素数 

CommandRow-
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 Style

类，命令行的样式属性 

CurrentMode 
DetailsViewMod
e 

×  
Edit、Insert、

ReadOnly 

返回控件的当前编辑模

式。如果未设置，则使

用 DefaultMode 属性。

默认值为 Read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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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8  未从 WebControl 继承而来的 DetailsView 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DataItem Object ×   
返回控件中显示的当前

项的引用 

DataItemCount Integer ×   
返回数据源中的项的数

量 

DataItemIndex Integer × ×  
返回数据源中的当前项

的索引，从 0 开始 

DataKey DataKey ×   返回当前项的主键 

DataKeyNames String × ×  主键字段的数组 

DataMember String × ×  
设定多成员数据源中的

数据成员 

DataSource Object × ×  为控件设置数据源 

DefaultMode 
DetailsViewMod
e 

× × 
Edit、Insert、

ReadOnly 
默认的控件编辑模式。

默认值为 ReadOnly 

EditRow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 Style

类，目前选中的编辑行

的样式 

EmptyDataRow
-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s. Style

类，空数据行的样式 

EmptyDataTem
-plate 

ITemplate × ×  
当某行没有数据时，用

户定义的显示内容 

EmptyDataText String × ×  
当控件绑定到一个空的

数据源时，显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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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8  未从 WebControl 继承而来的 DetailsView 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EnablePaging- 
Callbacks 

Boolean × × true、false 
如果为 true，分页将使用

客户端回调。默认值为

false 

FieldHeaderStyl
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s. Style

类，字段标题部分的样

式属性 

Fields 
DataControlField
-Collection 

×   
返回控件中所有字段的

集合 

FooterRow GridViewRow ×   
将页脚行作为一个 Det- 

ailsViewRow对象返回 

Footer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s. Style

类，页脚部分的样式属

性 

FooterTemplate ITemplate × ×  
用户定义的呈现页脚行

时显示的内容 

FooterText String × ×  页脚行中显示的文本 

GridLines GridLines × × 
Both、Horizontal、

None、Vertical 
设置显示哪些网格线。

默认值为 None 

HeaderRow GridViewRow ×   
将标题行作为 Details- 

ViewRow返回 

HeaderStyle TableItemStyle ×   
派生自 WebControls. Style

类，标题部分的样式属

性 

HeaderTemplat
e 

ITemplate × ×  
用户定义的呈现标题行

时显示的内容 

HeaderText String × ×  标题行中显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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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8  未从 WebControl 继承而来的 DetailsView 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HorizontalAlig
n HorizontalAlign × × Center、Justify、Left、

NotSet、Right 

设置容器中项的水平对

齐，例如单元格。默认

值为 NotSet 

InsertRowStyl
e 

TableItemStyl
e ×   派生自 WebControls. Style

类，插入行的样式属性 

PageCount Integer ×   显示数据所需要的页面

数 

PageIndex Integer × ×  当前页的索引，从 0 开

始 

PagerSettings PagerSettings ×  

Mode、
FirstPageText、 
PageButtonCount、
Position、
PreviousPageText、
NextPageText、
LastPageText、 
FirstPageIma- 
geUrl、 
PreviousPage- 
ImageUrl、
NextPageImageUrl、
LastPageImageUrl、
Visible 

返回一个 PagerSetting对
象，这样可以设置分页

按钮 

PagerStyle 
TableItemStyl
e 

×   
派生自 WebControls. Style

类，Pager 行的样式属

性 

PagerTemplat
e 

ITemplate × ×  
用户定义的要显示的

Pager 行的内容 

Rows 
GridViewRow- 
Collection 

×   
返回由控件中的数据组

成的DetailsViewRow对象

的集合 

RowStyle 
TableItemStyl
e 

×   
派生自 WebControls. Style

类，控件中行的默认样

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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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8  未从 WebControl 继承而来的 DetailsView 属性 

属  性 类  型 读 写 值 说  明 

SelectedValue Object ×   
返回当前选中行的 Data- 

Key值 

TopPagerRow GridViewRow ×   
将顶部的 Pager 行作为

一个DetailsViewRow对象

返回 

DetailsView 可以触发许多与用户交互相关的事件。 

为了测试 DetailsView 控件，可在应用程序中创建一个新的页面（DetailsView.aspx），然后

将一个 DetailsView 控件从工具箱中拖动到页面上。 

在“Design”视图中打开智能标签，它提供了创建新数据源的机会。把这个数据源命名为

CustomersDetailsViewDataSource，并设置它来获取所有 Customers 表的记录。使用智能标

签“Auto Format…”项挑选一个色彩漂亮的方案，选中“Enable Paging”多选框，这样就可

以对记录进行分页了，运行应用程序。嘿，好快！这就是一次查看一条记录的又快又好的

方法。 

为该控件定制用户界面很简单，可以使用列表 9-9 列出的样式属性（HeaderRowStyle、 
RowStyle 等），也可以使用模板。 

另外，还可以将 AutoGenerateEditButton 属性设置为 true，控件将自动生成一个“Edit”按钮。

当用户单击这个“Edit”按钮时，控件进入编辑模式，而 CurrentMode 属性则从 ReadOnly 变

成了 Edit，控件中的每个字段都将在 Edit 用户界面中呈现（使用样式和模板来定制），如

图 9-27 所示。 

Edit文本框会被自动创建，就像Update和Cancel链接一样。如果设置数据源来创建Update
和 Delete 命令（在配置对话框中使用“Advanced”按钮），Update 链接则不需要额外代码就

可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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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DetailsView runat="server"  
    ID="DetailsView1"  
    Height="50px"  
    Width="125px"  
    DataSourceID="CustomersDetailsViewDataSource" 
    AutoGenerateRows="False"  
    DataKeyNames="CustomerID"  
    ForeColor="#333333" GridLines="None" 
    CellPadding="4" AllowPaging="True"  
    AutoGenerateEditButton="True"  
    AutoGenerateDeleteButton="True"  
    AutoGenerateInsertButton="True"> 
    <FooterStyle ForeColor="White" Font-Bold="True" BackColor="#990000" /> 
    <CommandRowStyle Font-Bold="True" BackColor="#FFFFC0" /> 

396 



 

DetailsView 控件：一次处理一条记录 │     

 

 

图 9-27：DetailView 控件的编辑模式 

    <RowStyle ForeColor="#333333" BackColor="#FFFBD6" /> 
    <PagerStyle ForeColor="#333333" HorizontalAlign="Center"  
    BackColor="#FFCC66" /> 
    <Fields> 
        <asp:BoundField ReadOnly="True" HeaderText="CustomerID"  
           DataField="CustomerID" SortExpression="CustomerID"/>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ompanyName"  
           DataField="CompanyName" SortExpression="CompanyName"/>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ontactName"  
           DataField="ContactName" SortExpression="ContactName"/>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ontactTitle"  
           DataField="ContactTitle" SortExpression="ContactTitle"/>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Address"  
           DataField="Address" SortExpression="Address" />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ity"  
           DataField="City" SortExpression="City" />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Region"  
           DataField="Region" SortExpression="Region" />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PostalCode"  
           DataField="PostalCode" SortExpression="PostalCode" />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Country"  
           DataField="Country" SortExpression="Country" />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Phone"  
           DataField="Phone" SortExpression="Phone" /> 
        <asp:BoundField HeaderText="Fax"  
           DataField="Fax" SortExpression="Fax" />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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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HeaderStyle Font-Bold="True" /> 
    <HeaderStyle ForeColor="White" Font-Bold="True" BackColor="#990000" /> 
    <AlternatingRowStyle BackColor="White" /> 
</asp:DetailsView> 

FormView 控件：将单独的记录作为主/从关系 
FormView Control ：Examining Single Records as 
Master/Detail 

DetailsView 控件的替代品是 FormView 控件。该控件完全使用模板，因此，它可以提供更

好的数据外观。 

DetailsView 和 FormView 均从 CompositeDataBoundControl 类继承而来。因此，它们几乎所

有属性都是相同的，在表 9-8 中列出了这些属性（唯一差别在于 FormView 没有

AlternatingRowStyle 属性）。 

为介绍 FormView 控件，下一个示例是显示 Products 表的详细信息，并根据用户从下拉列

表中选择的产品来导航到指定记录。 

首先，向网站添加一个名为 Products 的页面。 

从工具箱中拖动一个 DropDownList 控件到页面上，将其 ID 设置为 ddlProducts。切换到

“Design”视图，将注意到打开了智能标签，选择“New Data Source”项。在这个示例中，将

新数据源命名为 NorthWindProductsDataSource。可以使用已有连接，选择“Product Name”
（用于显示）和“Product ID”（用于识别选中了哪个产品），如图 9-28 所示。 

 

图 9-28：Data Source Configuration 向导 

在属性窗口或者智能标签中选中“Enable AutoPostBack”，这样可以保证当用户在下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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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选择后，页面将立即被回传给服务器处理。须运行应用程序来测试下拉列表是否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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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填充，如图 9-29 所示。选择一个产品，看一看页面是否回传，以及当页面重绘时是不

是用选中的产品填充下拉列表。 

 

图 9-29：测试下拉列表 

当 DropDownList 控件工作后，将 FormView 控件拖动到表单上。使用智能标签创建一个新

数据源，命名为 NorthWindProductsDetailsDataSource。选中须显示的产品明细，如图 9-30

所示。 

 

图 9-30：设置产品数据源 

您只须为用户选择的产品显示产品明细数据。单击“WHERE”按钮以便设置 WHERE 子句参

数，此时将弹出“Add WHERE Clause”对话框。设置列为 ProductID，源为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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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ControlID 为控件名称，单击“Add”来添加 WHERE 从句，如图 9-31 所示。 

 

图 9-31：添加下拉列表的 WHERE 从句 

您需要控件支持插入、删除和更新记录。单击“Advanced”按钮，选中“Generate Insert, 

Update and Delete statements”（生成 Insert、 Update、Delete 语句），单击“OK”按钮。 

与 DetailsView 不同，FormControl 的显示完全由模板控制。可以用标准的 ASP.NET 和 HTML

控件来修改模板。在编辑模板之前编辑页面，在标题中键入：Form View Display，将其

设置为一级标题。 

<h1> Form View Display</h1> 

下一步，打开智能标签（或者右击控件），选择“Edit Templates”。第一个需要编辑的模板

是一个 ItemTemplate。这可以单击模板框，抓住改变大小的句柄让它变得更宽更高。 

单击顶部的“Item Template”，多按几次回车，这样可以空出一些空间，然后键入标题，例

如，Product Details。选中标题，使用工具栏将其设置为二级标题，如图 9-32 所示。 

之前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控件堆在模板中，大多数 web 设计师会使用表格来控制布局，您

也可以在模板中使用表格。 

单击菜单项“Layout”>“Insert Table”。在“Insert table”对话框中，设置“Custom Layout”为 5

行（分别用于显示 Stock 中的 ProductID、ProductName、UnitPrice、Units 和

Edit/Delete/New 按钮），设置两列（一列用于显示，一列用于放置 Label）。设置单元格的

宽度为 50 像素，单元格高度为 30 像素，如图 9-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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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设置 ItemTemplate 标题 

 

图 9-33：Insert Table 对话框 

为 ProductID 设置提示，在左上单元格中输入 ID。单击并拖动 ProductIDLabel 控件到右上

的单元格中。您已精确放置了第一行。 

类似地，拖动 ProductNameLabel 控件到第二行右边的单元格，并在左边的单元格中放一个

提示（Product:）。对剩下的 label 控件也做同样的事。 

为了让提示右对齐，单击左侧的列使之高亮，在 Properties（属性）窗口中设置 Align 属

性。扩展右侧的列（使之高亮，然后拖动该列），这样可以为较长产品名称留出空间，如

图 9-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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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编辑产品的 ItemTemplate 

当把模板设置为想要的样子之后，单击智能标签，选择“End Editing Templates”。 

检查源代码，使用向导完成的一切都会在代码中反映出来，您可以直接编辑源代码： 

<asp:FormView runat="server" 
   ID="FormView1"  
   DataSourceID="NorthWindProductsDetailsDataSource" 
   DataKeyNames="ProductID"  
   Width="410px"> 

在 FormView 中（在上面的开始标签中和文件后面的结束标记之间），会找到一系列的

ItemTemplate。第一个 ItemTemplate 设定了当第一次看到它时（未编辑时）的外观： 

<ItemTemplate> 
    <h2>Product Details</h2> 
    <table> 
        <tr> 
            <td style="width: 120px" align="right"> 
                ID: 
            </td> 
            <td style="width: 391px"> 
                <asp:Label ID="ProductIDLabel" runat="server"  
                Text='<%# Eval("ProductID") %>' /> 
            </td> 
        </tr> 
        <tr> 
            <td style="width: 120px" align="right"> 
                Product: 
            </td> 
            <td style="width: 391px"> 
                <asp:Label ID="ProductNameLabel" runat="server"  
                Text='<%# Bind("Product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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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tr> 
        <tr> 
            <td style="width: 120px" align="right"> 
                Price: 
            </td> 
            <td style="width: 391px"> 
                <asp:Label ID="UnitPriceLabel" runat="server"  
                Text='<%# Bind("UnitPrice") %>' /> 
            </td> 
        </tr> 
        <tr> 
            <td style="width: 120px; height: 40px" align="right"> 
                Units in stock: 
            </td> 
            <td style="width: 391px; height: 40px"> 
                <asp:Label ID="UnitsInStockLabel" runat="server"  
                Text='<%# Bind("UnitsInStock") %>' /> 
            </td> 
        </tr> 
        <tr> 
            <td style="width: 120px; height: 21px" align="right"> 
            </td> 
            <td style="width: 391px; height: 21px"> 
                <asp:LinkButton ID="NewButton"  
                runat="server" Text="New"  
                CommandName="New" /> 
                <asp:LinkButton ID="EditButton"  
                runat="server" Text="Edit"  
                CommandName="Edit" /> 
                <asp:LinkButton ID="DeleteButton"  
                runat="server" Text="Delete"  
                CommandName="Delete" /> 
            </td> 
        </tr> 
    </table> 
</ItemTemplate> 

运行应用程序来看看项是如何显示的，它们应该和图 9-35 相似。 

使用 FormView 进行编辑 
Editing with FormView 

FormView 包括了创建记录、编辑现有记录或者删除记录的链接。当单击“Edit”时，FormView

自动进入编辑模式（不需要为该功能写任何代码），并切换到它的 EditItem Template。您

需要 EditItem Template 使用例如文本框控件显示数据。 

ProductIDLabel 控件是不可编辑的，因此该控件拖动到标题中，这样页面会通知用户记录

正在被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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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5：测试 FormView 的显示 

下一步，将前一个模板改成 EditItem Template 重新创建表，但是在原来使用 Label 控件的

地方使用文本框代替： 

<EditItemTemplate> 
    <h2> 
        Product Detail - Editing 
    <asp:Label Text='<%# Eval("ProductID") %>'  
    runat="server" ID="ProductIDLabel1" /> 
    </h2> 
    <br /> 
    <table style="width: 273px"> 
        <tr> 
            <td style="width: 100px" align="right"> 
                Name:</td> 
            <td style="width: 543px"> 
                <asp:TextBox ID="ProductNameTextBox"  
                runat="server" Text='<%# Bind("ProductName") %>' 
                Width="271px" /> 
            </td> 
        </tr> 
        <tr> 
            <td style="width: 100px" align="right"> 
                Price:</td> 
            <td style="width: 543px"> 
                <asp:TextBox ID="UnitPriceTextBox"  
                runat="server" Text='<%# Bind("UnitPrice") %>' 
                Width="75px" /> 
            </td> 
        </tr> 
        <tr> 
            <td style="width: 100px" align="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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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s in stock:</td> 
            <td style="width: 543px"> 
                <asp:TextBox ID="UnitsInStockTextBox"  
                runat="server" Text='<%# Bind("UnitsInStock") %>' 
                Width="76px" /> 
            </td> 
        </tr> 
        <tr> 
            <td style="width: 100px" align="right"> 
                <asp:LinkButton ID="UpdateButton"  
                runat="server" Text="Update"  
                CommandName="Update" /> 
            </td> 
            <td style="width: 543px"> 
                <asp:LinkButton ID="UpdateCancelButton"  
                runat="server" Text="Cancel"  
                CommandName="Cancel"/> 
            </td> 
        </tr> 
   </table> 
</EditItemTemplate> 

如图 9-36 显示了结果。 

 

图 9-36：EditItemTemplate 

运行程序，使用下拉列表选出产品（例如 Laughing Lumberjack Lager）。单击“Edit”，弹

出“Edit”窗口（基于 EditItem Tempate）。可以随意输入新的值，如图 9-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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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7：测试编辑 

标题行显示产品 ID，改变它的值，单击“Update”，将返回到已更新的显示页面，其中显示

的是新值。您可以检查数据库是否更新，如图 9-38 所示。 

 

图 9-38：已更新数据库中的产品 

插入新记录 
Inserting New Records 

如同单击“FormView”中的“Edit”会进入编辑模式，并使用“EditItem Template”，单击“New”会

进入插入模式，并使用“InsertItem Template”。为了不做重复劳动，可将 EditItem Template

复制粘贴到 InsertItem Template 中，同时，确保标题和控件名称已经改变。结果如图 9-39

所示。 

407 



 

│ 第 9 章：Web 数据访问 

 

 

图 9-39：插入 InsertItemTemplate 

DetailsView 和 FormView 事件 
DetailsView and FormView Events 

DetailsView 和 FormView 控件都可以触发与许多用户交互对应的事件，例如插入、更新或

删除项。表 9-9 列出了 常用的事件，之后还有一个使用这些事件的示例。 

表 9-9  DetailsView 和 FormView 事件 

事  件 事件参数 事件参数属性 说  明 

DataBinding EventArgs None 
当控件绑定数据源时触发

（继承自 Control） 

DataBound EventArgs None 
在控件绑定数据源之后触

发（继承自 BaseData- 

Bound） 

Init EventArgs None 
在控件初始化时触发（继

承自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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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9  DetailsView 和 FormView 事件 

事  件 事件参数 事件参数属性 说  明 

ItemComman
d 

DetailsViewComm- 
andEventArgs 
FormViewCommand-
EventArgs 

CommandArgument、
CommandName、
CommandSource 

在单击控件中的一个按钮

时触发 

ItemCreate
d EventArgs none 控件中所有的行被创建之

后触发 

ItemDeleted 

DetailsViewDeleted- 
EventArgs 
FormViewDeleted- 
EventArgs 

AffectedRows、
Exception、
ExceptionHandled、
Keys、Values  

在单击“Delete”按钮，删除

操作完成之后触发 

ItemDeletin
g 

DetailsViewDeleted- 
EventArgs 
FormViewDeleted- 
EventArgs 

AffectedRows、
Exception、
ExceptionHandled、
Keys、Values 

在单击“Delete”按钮，删除

操作开始之前触发 

ItemInserte
d 

DetailsViewInserted-
EventArgs 
FormViewInserted- 
EventArgs 

AffectedRow、
Exception、
ExceptionHandled、
KeepInInsertMode、
Values 

在单击“Insert”按钮，插入

操作完成之后触发 

ItemInsertin
g 

DetailsViewInserted-
EventArgs 
FormViewInserted- 
EventArgs 

AffectedRows、
Exception、
ExceptionHandled、
KeepInInsertMode、
Values 

在单击“Insert”按钮，插入

操作开始之前触发 

ItemUpdate
d 

DetailsViewUpdated
-EventArgs 
FormViewUpdated- 
EventArgs 

AffectedRows、
Exception、
ExceptionHandled、
KeepInEditMode、
Keys、NewValues、
OldValues 

在单击“Update”按钮，更新

操作完成之后触发 

ItemUpdatin
g 

DetailsViewUpdated-
EventArgs 
FormViewUpdated- 
EventArgs 

AffectedRows、
Exception、
ExceptionHandled、
KeepInEditMode、Keys、
NewValues、OldValues

在单击“Update”按钮，更新

操作开始之前触发 

ModeChang
ed EventArgs None 控件在编辑、插入、只读模

式之间切换之后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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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9  DetailsView 和 FormView 事件 

事  件 事件参数 事件参数属性 说  明 

ModeChanging 

DetailsViewMode
-EventArgs 
FormViewMode- 
EventArgs 

Cancel、CancelingEdit、

NewMode 

控件在编辑、插入、只

读模式之间切换之前

触发 

PageIndexChang
ed 

EventArgs None 
在 PageIndex 属性改变

之后触发 

PageIndexChangi
ng 

DetailsViewPage- 
EventArgs 
FormViewPage- 
EventArgs 

Cancel、NewPageIndex
在 PageIndex 属性改变

之前触发 

PreRender EventArgs None 
在控件呈现到页面之

前触发（继承自 Control） 

当改变产品名称或者添加一个新的产品时，需要那些改变也反映在下拉列表中。为实现这

一点，在每次编辑之后，须更新 DropDownList 控件。要实现这一点，须处理 FormView 的

ItemInserted 和 ItemUpdated 事件，重新用新的数据绑定下拉式列表： 

protected void FormView1_ItemInserted(  
   object sender, FormViewInsertedEventArgs e ) 
{ 
   ddlProducts.DataBind(  ); 
} 
protected void FormView1_ItemUpdated(  
   object sender, FormViewUpdatedEventArgs e ) 
{ 
   ddlProducts.DataBind(  ); 
} 

测试这一点，可导航到“Ipoh Coffee”，并单击“Edit”。在名称区域，键入 喜欢的咖啡的

名字（我 喜欢的是 Green Mountain，来自波士顿地区），将价格从$46（只有西雅图的

人才为一杯咖啡付这么多）降到相对合理的$9.00。单击“Update”。Ipoh Coffee 不会在下

拉列表中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Green Mountain，如图 9-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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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0：下拉列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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