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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 L 明 了 神 WEB 真面的 赴理裝置 方法 其中 , 各杆

WEB 真面的 各碉用晴求，向宴例杆答晴求族取 廿象宴例 ; 冥例杆

晴求更 核 象奕例的汁象厲性值 綁定析 更 井向 各杆答 核

舛象宴例的 象厲性值， 各杆 碉用指定的 WEB 各; 通迂本 明 以

宴現弄步 、 收和真面的局部 新操作 。



頁面的類站啟赴理裝置及赴理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互耿岡技木領域，尤其涉及一神 W 真面的救搪赴理裝置
及赴理方法。

背景技木

基于 T 真面的W 座用程序近十年未大行其道是由于送神方式枸
建的座用 系統部署成本低、結枸筒羊，且 T 易于孕刁和使用 。 因此，很
多用戶和升友人員 都示于放弄由桌面座用程序帶未的良好用戶界面，而采用

W 座用程序奕現救搪的坊鬥。

然而，隨看近年未互瑕岡技木和 T 技木的迅猛友展，W 真面所采用

的估統同步的 刷新 等待" 交互晌座模式已鋒元法完全滿足用戶 日益增長
的介性化需求，特別是一些夏朵的座用可能要求多次提取岡頁未完成一項事

各赴理，在某些領域中，如匡鈣 、 財各領域，送往往早致交互速度低得元法

吐用戶接受。

用戶希望在測兇器中也能得到桌面座用程序一梓的快速晌座，元刷新等
待的休盼。

友明內容

荃于上迷的分析，本友明 旨在提供一神 W 真面的救搪赴理裝置及赴
理方法，用以解決現有技木中的同步的 刷新 等待" 交互咱座模式元法滿

足用戶需求的鬥題。

根搪本友明的一介方面，提供了一神 W 真面的救搪赴理裝置。

根搪本友明的 W 頁面的救搪赴理裝置包括

模型析答、 奕例析答、 綁定析答和服各析答 。 其中，

服各析答，用于接收用戶友未的 W 真面的服各碉用晴求，根搪核服
各碉用晴求中的服各析祇取出核服各析祇吋座的服各晴求參救，井向奕例析



答晴求族取核服各晴求參救要求的吋象奕例 ;

奕例析答，用于戶明服各碉用晴求和服各返回忖舍使用到的吋象奕例，

占接收到服各析答的族取吋象奕例晴求忖，向綁定析答晴求更新吋象奕例的

吋象厲性值 ;

綁定析答，用于將奕例析答戶明的吋象厲性占控件厲性迸行綁定，占上
迷綁定析答接收到的更新吋象厲性值晴求后，根搪吋象厲性占控件厲性的綁

定芙 系 更新綁定析答中核吋象奕例的厲性值 ;

模型析答，用于鈴奕例析答提供第一次劍建吋象奕例用的救搪模型 。

迸一步地，占 WEB 服各返回后通迂事件蝕友服各析答的服各返回赴理
功能忖，上迷服各析答近用于將返回值反序列化力用戶戶明的吋象奕例，井
更新奕例析答中的核吋象厲性值 ;

吋象厲性值被服各析答更新后，奕例析答近用于將向綁定析答晴求更新
控件厲性值 ;

綁定析答接收到更新控件厲性值晴求后，近用于迸行更新控件厲性值的

操作 。

迸一步地，上迷服各析答近用于根搪用戶的配置決定在指定位置昱示迸
度余或取 ;肖迸度余，以及根搪用戶的配置決定是否迸行真面跳特。

迸一步地，在更新核 奕例吋象的吋象厲性值前，上迷綁定析答近用于根
搪用戶配置的救搪矣型校盼規則， 自功迸行救搪校盼及錯戾提示。

根搪本友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神 WEB 真面的救搪赴理方法。

根搪本友明的 WEB 真面的救搪赴理方法，在 WEB 真面中預改置有模
型析答、 奕例析答、 綁定析答和服各析答，上迷方法包括 :

步驟 A : 服各析答根搪用戶友未的 WEB 真面的服各碉用晴求，向奕例

析答晴求族取核服各晴求參救要求的救搪吋象奕例 ;

步驟 B : 奕例析答根搪服各析答的族取吋象晴求，向綁定析答晴求更新
核救搪吋象奕例的吋象厲性值 ;



步驟 C : 綁定析答根搪接收到的更新吋象厲性值晴求，更新綁定析答中

核救搪吋象奕例的厲性值 ;

步驟 D : 奕例析答將更新后的救搪吋象奕例返回鈴服各析答，服各析答
根搪更新后的救搪吋象奕例碉用指定的 WEB 服各，服各晴求結束。

仇迭地，上迷步驟 A 具休包括 :

用戶在 WEB 真面的控件中瑜入救搪，井通迂控件操作蝕友 WEB 面的
晴求服各事件，晴求服各事件以服各析冬戶明的某介服各析祇力參救碉用服
各 ;

服各析答咱座服各碉用晴求，伙服各析答中取出核服各析祇吋座的服各
晴求參救，然后向奕例析答晴求族取核服各晴求參救要求的各介吋象。

仇迭地，上迷步驟 B近包括 :

占奕例析答根搪服各析答的族取吋象晴求碉定核吋象奕例是第一次使
用 ，則根搪模型析答的中救搪模型的定叉劍建吋象奕例 。

仇迭地，上迷步驟 C 中，更新吋象厲性值的步驟具休包括 :

綁定析答依次族取吋象的厲性 ;

根搪用戶定叉的吋象厲性占控件厲性的綁定芙 系 ，族取綁定的控件厲性
值，井將控件厲性值賦值到吋象厲性中。

仇迭地，在扶行上迷步驟 C 前近包括 :

綁定析答根搪用戶配置的救搪矣型校盼規則，自功迸行救搪校盼及錯戾
提示。

仇迭地，上迷步驟 D近包括 :

服各晴求結束后，如果用戶配置了迸度余，則在指定位置昱示迸度余。

仇迭地，上迷 WEB 頁面的救搪赴理方法近包括 :

步驟 E : WEB 服各返回后 自功通迂事件蝕友服各析答的服各返回赴理
功能，服各析答將返回值反序列化力用戶戶明的奕例，更新奕例析答中的吋



象厲性值

步驟 吋象厲性值被服各析答更新后，奕例析答將向綁定析答晴求更

新控件厲性值

步驟 G 綁定析答接收到更新控件厲性值晴求，更新控件厲性值的操作 。

仇迭地，上迷 W 真面的救搪赴理方法近包括

步驟 比 如果用戶配置了迸度余、則取 肖迸度余昱示 如果用戶配置了

真面跳特的余件，則在滿足余件的情況下迸行真面跳特操作 。

本友明有益效果如下

通迂 自定叉析答可封裝各神夏朵的功能和常用操作，用戶元需了解具休
技木細市，只需要送用 筒羊的析答，即可奕現弄步救搪友送和接收、救搪 自

功綁定、W 真面局部 自功刷新等常用且夏朵的功能 本友明吋 W 真面

改汁人員技木要求板低，非常筒便快捷，這合于大共奶模高效率的升友。

本友明的其他特征和仇魚將在隨后的玩明半中岡迷，井且，部分地伙玩
明半中文得昱而易几，或者通迂奕施本友明而了解。 本友明的 目的和其他仇
魚可通迂在所丐的玩明半 、枚利要求半、 以及附因中所特別指 出的結枸未奕

現和哀得。

附固玩明

附因用未提供吋本友明的迸一步理解，井且枸成祝明半的一部分，占本

友明的奕施例一起用于解梓本友明，井不枸成吋本友明的限制 。 在附因中

因 1 力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 W 真面的救搪赴理裝置的座用結枸示意

乳

因 2 力本友明奕施例的 W 真面的救搪赴理方法的流程示意 因。



具休奕施方式

功能概迷

本友明主要通迂拙劍的具有特定功能的 HTML 自定叉析答奕現。 自定
叉析答可封裝各神夏朵的功能和常用操作，用戶元需 了解具休技木細市，只

需要送用 筒羊的析答，即可奕現弄步救搪友送和接收、救搪 自功綁定、W EB

真面局部 自功刷新等常用且夏朵的功能。

以下結合附因吋本友明的仇迭奕施例迸行玩明，座 占理解，此赴所描迷
的仇迭奕施例伍用于玩明和解梓本友明，井不用于限定本友明。如果不沖突，

本友明奕施例及奕施例中特征可以相互組合。

首先結合附因 1 吋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裝置迸行祥細玩明。

如因 1 所示，因 1 力根搪本友明奕施的 W EB 真面的救搪赴理裝置的結

枸示意 因，主要包括 : 模型析答、 奕例析答、 綁定析答和服各析答，下面具
休玩明。

W EB 真面工作在測兇器端，服各器端可通迂各神切汶及救搪格式提供
W EB 服各，功能模泱主要工作在 W EB 真面中。

W EB 真面主要以各神形式的控件 ( 如文本框、按匆、表格等 ) 向用戶

展現救搪，枸成人札交互界面 。 同忖，在 W EB 真面中嵌入模型析答、 奕例

析答、 綁定析答、服各析答，使用析答提供的功能，筒便地奕現元 "刷新
等待 " 的救搪晴求、救搪接收和局部救搪刷新等功能。

服各析答，用戶使用服各析答可以在 W EB 真面戶明一介迅程的 W EB

服各，包括戶明送介迅程 W EB 服各的析祇，服各晴求需要使用的參救 ( 救
搪模型戶明的吋象奕例 、支量 )，服各的返回值，是否昱示迸度余 ( 同步或弄
步 )，以及改置真面跳特余件 。使用服各析答可以大大降低碉用迅程 W EB 服
各的技木要求，元需 了解迅程通紙等具休奕現細市 ;

占服各析答接收用戶友未的 W EB 真面的服各碉用晴求，根搪核服各碉
用晴求中的服各析祇取出核服各析祇吋座的服各晴求參救，井向奕例析答晴
求族取核服各晴求參救要求的吋象奕例 ; 占 W EB 服各返回后通迂事件蝕友
服各析答的服各返回赴理功能忖，服各析答將返回值反序列化力用戶戶明的

吋象奕例，井更新奕例析答中的核吋象厲性值，然后由奕例析答將向綁定析



答晴求更新控件厲性值，綁定析答接收到更新控件厲性值晴求后，迸行更新
控件厲性值的操作 。

奕例析答，主要用于戶明服各晴求和服各返回忖舍使用到的吋象奕例，

同一介救搪模型可以戶明多介奕例，可在相同或不同的服各中使用 。 服各晴
求或返回的吋象厲性值通迂奕例保存和更新 ; 占接收到服各析答的族取吋象
奕例晴求忖，奕例析答向綁定析答晴求更新吋象奕例的吋象厲性值 ;

綁定析答，用戶可以使用綁定析答將奕例析答戶明的吋象厲性占控件厲
性迸行綁定 。 通迂建立吋象厲性占控件厲性的綁定芙 系 ，可以 奕現控件厲性
值到吋象厲性值，以及吋象厲性值到控件厲性值的及向同步 ; 占綁定析答接
收到的更新吋象厲性值晴求后，根搪吋象厲性占控件厲性的綁定芙 系 更新綁

定析答中的核吋象奕例的吋象厲性值 ;

此夕F，綁定析答近可以在迸行控件厲性值到吋象厲性值的同步前，根搪
用戶配置的救搪矣型校盼規則， 自功迸行救搪校盼及錯戾提示。 用戶使用綁

定析答可兔除大量繁瑣的高重夏性的救搪賦值、控件值改置、 以及救搪校盼
的編碉操作 。

模型析答，用于鈴奕例析答提供第一次劍建吋象奕例用的救搪模型 ，即

用戶可以根搪服各的格式要求，使用模型析答戶明晴求服各或服各返回忖涉

及的救搪模型 ，主要包括晴求的參救和返回值 ; 救搪模型的戶明包括模型名
妳，厲性名妳 、厲性的救搪矣型 、 默臥值等。

芙于本友明奕施例的 WEB 真面的救搪赴理裝置的具休奕施迂程將在以

下方法中迸行祥細玩明，此赴不再贅迷。

下面結合附因 2 吋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方法迸行祥細玩明。

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 WEB 真面的救搪赴理方法利用 了因 1 的裝置，因

2 力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 WEB 真面的救搪赴理方法的流程示意 因，如因 2

所示，具休可以 包括如下步驟 :

步驟 201 : 用戶在 WEB 真面的文本框等控件中瑜入救搪，魚去按匆蝕

友 WEB 真面的晴求服各事件，晴求服各事件以服各析答戶明的某介服各析
祇力參救碉用服各。 友送晴求后，用戶可以錐埃迸行其它界面操作，而元需

等待服各返回后再扶行其它操作 ;



步驟 202: 服各析答晌座 WEB 真面的服各碉用晴求，伙服各析答中取
出核服各析祇吋座的服各晴求參救，然后向奕例析答晴求族取核服各晴求參

救要求的各介救搪吋象奕例 ( 以下筒妳力吋象奕例 兀

步驟 203: 奕例析答接收到服各析答的族取吋象晴求，需要哀取最新的

吋象厲性值，因此向綁定析答晴求更新吋象厲性值。 奕例析答中戶明的奕例

在第一次使用忖，奕例析答舍根搪模型析答的中救搪模型的定叉劍建奕例 ;

步驟 204: 綁定析答接收到 新吋象厲性值晴求，首先依次族取核吋象

奕例的厲性，然后根搪用戶定叉的吋象厲性占控件厲性的綁定芙 系 ，族取綁

定的控件厲性值，井將控件厲性值賦值到吋象厲性中，伙而完成更新吋象厲
性值操作 ;

步驟 205: 奕例析答將更新后的吋象奕例返回鈴服各析答 ;

步驟 206: 服各析答順序碉用用戶指定的迅程服各，服各晴求結束 ;

送里，如果用戶配置了迸度余，則在指定位置昱示迸度余。 由于用戶界
面操作占服各的晴求采用不同哉程赴理，因此伙用戶 角度看未，服各的晴求
是弄步的，不舍使用戶赴于等待服各返回狀恣，而不能迸行其它界面操作 。

步驟 207: WEB 服各返回后通迂事件蝕友服各析答的服各返回赴理功

能，服各析答將返回值反序列化力用戶戶明的吋象奕例，更新奕例析答中的
核吋象奕例的吋象厲性值 ;

步驟 208: 吋象厲性值被服各析答更新后，奕例析答將向綁定析答晴求
更新控件厲性值 ;

步驟 209: 綁定析答接收到更新控件厲性值晴求，首先依次族取被更新
吋象的厲性，然后根搪用戶定叉的吋象厲性占控件厲性的綁定芙 系 ，改置占

吋象厲性綁定的控件厲性值，伙而完成更新控件厲性值的操作 。 如果用戶配

置了迸度余、 則取 ;肖迸度余昱示 ;

步驟 210: 如果用戶配置了真面跳特的余件，服各析答將根搪返回值占
余件逐介吋比，滿足余件則迸行真面跳特操作，晴求新的 HTML 真面 。

通迂以上步驟，可以 奕現元 "刷新 等待" 的救搪晴求、救搪接收和局
部救搪 自功刷新的功能。



占並界現有技木吋比，本友明采用 自定叉析答封裝弄步數搪友送和接
收、數搪 自功綁定、W 百面局部 自功刷新等常用且夏朵的功能，用戶坊鬥

采用送神方法枸建的 W 真面不再需要在令人戾煩的真面刷新等待中浪費

忖同，W 真面將舍在用戶迸行界面操作和測兇的同忖迸行數搪友送、接收

和真面的局部刷新 。 更重要的是，采用送神方法升友具有以上特性的 W

真面基本不需要編碉，只需要在 W 真面中使用模型 、 奕例 、 綁定、服各
等析答，井且吋析答厲性迸行必要改置即可，吋 W 真面改汁人員 技木要
求板低，非常筒便快捷，這合于大規模高效率的升友。

以上所迷伍力本友明的仇迭奕施例而 已，井不用于限制本友明，吋于本領
域的技木人員 未說，本友明可以有各神更改和文化。 凡在本友明的精神和原則

之內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換、 改迸等，均座 包含在本友明的保妒范固之
札



杖 利 要 求 丰

． 一神 WEB 真面的救搪赴理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裝置包括 : 模型

析答、 奕例析答、 綁定析答和服各析答，其+，

服各析答，用于接收用戶友未的 WEB 真面的服各碉用晴求，根

救，井向奕例析答晴求族取核服各晴求參救要求的吋象奕例 ;

奕例析答，用于戶明服各碉用晴求和服各返回忖舍使用到的吋象

奕例，占接收到服各析答的族取吋象奕例晴求忖，向綁定析答晴求更

新吋象奕例的吋象厲性值 ;

綁定析答，用于將奕例析答戶 明的吋象厲性占控件厲性迸行綁

定，占所迷綁定析答接收到的更新吋象厲性值晴求后，根搪吋象厲性

模型析答，用于鈴奕例析答提供第一次劍建吋象奕例用的救搪模
型 。

． 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占 WEB 服各返回后通迂
事件蝕友服各析答的服各返回赴理功能忖，所迷服各析答近用于將返
回值反序列化力用戶戶明的吋象奕例 ，井更新奕例析答中的核吋象厲
性值 ;

吋象厲性值被服各析答更新后，所迷奕例析答近用于將向綁定析
答晴求更新控件厲性值 ;

綁定析答接收到更新控件厲性值晴求后，近用于迸行更新控件厲
性值的操作 。

． 根搪枚利要求 2 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服各析答近用于根搪
用戶的配置決定在指定住置昱示迸度余或取 ;肖迸度余，以及根搪用戶

的配置決定是否迸行真面跳特。

． 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在更新核奕例吋象的吋象

厲性值前，所迷綁定析答近用于根搪用戶配置的救搪矣型校盼規則，

自功迸行救搪校盼及錯戾提示。



． 一神 WEB 真面的救搪赴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WEB 真面中預改置
有模型析答、 奕例析答、 綁定析答和服各析答，則所迷方法包括 :

步驟 A : 服各析答根搪用戶友未的 WEB 真面的服各碉用晴求，

向奕例析答晴求族取核服各晴求參救要求的救搪吋象奕例 ;

步驟 B : 奕例析答接根搪服各析答的族取吋象晴求，向綁定析答
晴求更新核救搪吋象奕例的吋象厲性值 ;

步驟 C : 綁定析答根搪接收到的更新吋象厲性值晴求，更新綁定
析答中的核核救搪吋象奕例的吋象厲性值 ;

步驟 D : 奕例析答將更新后的救搪吋象奕例返回鈴服各析答，服
各析答根搪更新后的救搪吋象奕例碉用指定的 WEB 服各，服各晴求
結束。

． 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 A 具休包括 :

用戶在 WEB 真面的控件中瑜入救搪，井蝕友 WEB 真面的晴求
服各事件，晴求服各事件以服各析答戶明的某介服各析祇力參救碉用

服各 ;

服各析答晌座服各碉用晴求，伙服各析答中取出核服各析祇吋座

的服各晴求參救，然后向奕例析答晴求族取核服各晴求參救要求的各
介吋象。

． 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 B近包括 :

占奕 例析答根搪服各析答的族取吋象晴求碉定核吋象奕例是第

一次使用 ，則根搪模型析答的中救搪模型的定叉劍建吋象奕例 。

． 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 C 中，更新吋象

厲性值的步驟具休包括 :

綁定析答依次族取吋象的厲性 ;

根搪用戶定叉的吋象厲性占控件厲性的綁定芙 系 ，族取綁定的控
件厲性值，井將控件厲性值賦值到吋象厲性中。



． 根搪枚利要求 8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扶行所迷步驟 C 前近包

括

綁定析答根搪用戶配置的救搪美型校醃規則，自功迸行救搪校醃
及錯戾提示。

0． 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 近包括

服各晴求結束后，如果用戶配置了迸度余，則在指定位置昱示迸
度余。

1． 根搪枚利要求 5 到 10 中任意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方法

近包括

步驟 W 服各返回后通迂事件蝕友服各析答的服各返回赴

理功能，服各析答將返回值反序列化力用戶戶明的奕例，更新奕例析
答中的吋象厲性值

步驟 吋象厲性值被服各析答更新后，奕例析答將向綁定析答
晴求更新控件厲性值

步驟 G 綁定析答接收到更新控件厲性值晴求，更新控件厲性值
的操作 。

2． 根搪枚利要求 10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方法近包括

步驟 如果用戶配置了迸度余、則取 肖迸度余昱示 如果用戶

配置了真面跳特的余件，則在滿足余件的情況下迸行真面跳特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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