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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葡萄城 

葡萄城成立于 1980 年，是全球领先的集开发工具、商业智能解决方案、管理系统设计工具于 一身的软件

和服务提供商，为超过 75% 的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提供服务。 

葡萄城是微软公司认证的金牌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少数几个 Microsoft Office Advisory Board 成员之一。

在上世纪 80 年代，葡萄城就加入了 Microsoft Early Adopter Partnership。与微软公司在技术领域广泛而

深入地合作，使葡萄城能够深入地理解并掌握最新的技术，并能够把这些最新的技术恰当地运用到为客户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 

葡萄城专注开发工具和企业软件领域 30 年，旗下多款产品在国际软件行业屡获殊荣，并在全球被数十万

家企业、学校和政府机构等选用。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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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preadJS 表格控件 V11 介绍 

1) 产品概述 

SpreadJS 纯前端表格控件是基于 HTML5 的 JavaScript 电子表格和网格功能控件，适用于 .NET、

Java 、Web 应用程序、移动端等多种平台的表格数据处理和类 Excel 功能的表格程序开发。全中文操作

界面，零学习成本！便于您在系统开发过程中，更安全的管理 Excel 数据，更快捷的完成海量数据交互，

更方便的进行数据导出、导入、排序、过滤、增删改查、可视化及 Excel 导入/导出等操作。SpreadJS 纯

前端表格控件自面世以来，备受华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中国平安、中国能建、中通等国内知名企业客

户青睐。 

 

2) 主要功能 

 模板设计器 

通过类似 Excel 的 SpreadJS 设计器，您可轻松设计模板，节约应用程序开发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无

需编码，各行业人员均可通过 Excel 软件设计界面，然后轻松导入设计器或 SpreadJS 中，即可重用模板。 

 

 

 丰富的数据交互和外观 

可以通过配置颜色、边框、字体和表格布局元素来自定义行、列和单元格级别的外观风格。另外，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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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JS 提供了 Excel 风格的主题支持，允许您创建用户熟悉的 Excel 风格界面。 

 

 

 数据、显示、可视化和分析支持 

如您所想的一样，通过显示、可视化和分析功能精确地呈现数据。您可以通过 SpreadJS 识别数据的

趋势，过滤越界值，通过图清晰容易的理解数据。SpreadJS 数据可视化支持包括： 

 支持多工作表 

 支持迷你图 

 条件格式 

 Excel 风格分组 

 支持 Excel 风格对话框过滤 

 图表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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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的计算引擎 

SpreadJS 包括强大的兼容 Excel 的公式、数据聚合、支持 400 多种函数，跨表格引用以及支持自定

义名称。 

 

 

 工作表和单元格级别的数据绑定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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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JS 既可以像网格一样使用，绑定整个工作表到数据源。也可以绑定独立的单元格以呈现您所希

望的样式。以上两种绑定都支持双向绑定，所以您也能使用 SpreadJS 创建录入表格。 

 

 

 数据验证 

当单元格离开编辑模式时，进行单元格中数据的验证。SpreadJS 提供了很多内置的规则，让您可以更

快更容易地创建数据验证条件，还可以在含有不正确值的单元格上显示红圈。 

 

 

 单元格类型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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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类型决定了用户和单元格交互的方式。它包括如何录入数据、显示数据和验证数据。单元格类

型定义了编辑器和格式器来处理如何解析数据，渲染器处理如何呈现数据。单元格类型能被设置到独立的

单元格、列、行、一组单元格或者整个表单。当绑定到数据源，单元格类型依据数据类型自动设置。当然，

您还可以指定自定义的单元格类型。 

 

 

 数据操作 

SpreadJS 的数据操作将工作表设计成类似 Excel 的用户界面行为，包括：拖拽填充，拖拽释放，Excel

风格的过滤，行/列冻结和大小改变。 

 

 

 高速、低耗 

SpreadJS 是一个基于 HTML5 技术的纯前端电子表格控件，它能够把所有的内容以像素点的形式画在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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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布上，但它不是 HTML DOM 元素的合成。同其他普通的数据表格相比，SpreadJS 提供了更高的渲染

性能和更快的界面操作（比如：选择和滚动）。此外，SpreadJS 通过一个高效的数据模型来快速操作数据，

这可以方便您流畅地载入和操作海量数据。 

 

 

3) 支持环境 

 浏览器： 

支持 HTML5 的浏览器：IE9, IE10, IE11,Edge, FireFox, Safari, Chrome。 

 前端 Excel 导入导出： 

IE10+，FireFox，Safari，Chrome。 

 

4) 设计理念 

 独特的表格绘制画法，高效性能的保障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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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JS 采用一种基于 HTML5 Canvas 绘制表格的画法，通过一种独特受到专利保护的缓存方式，高

效的完成对表格绘制，尤其体现在表格局部重新绘制及表格滚动绘制中。采用该画法，会极大的提升绘制

性能，降低 CPU 的占用，让表格的行为更加流畅自然，增强用户体验。 

在该画法中，将 SpreadJS 分为多个图层进行绘制： 

 

 

 支持所有现代浏览器，且与平台无关 

SpreadJS 适用于 Windows，Linux，Mac，Android，iOS，并针对所有现代浏览器进行了测试支持。 

 

 无依赖的纯 JavaScript 库，支持 Angular/React/Vue 

SpreadJS 是纯 JavaScript 库， 对 jQuery 等外部库或框架没有任何依赖，使得您的电子表格更轻量级、

更可自定义、拥有更好的和其他库的共用兼容性，并且易于在 VSCode 中使用。支持 Angular v6、React 和

Vue 等常用前端框架，并且您可以选择使用 TypeScript 语言。 

 

 优化您的 Web 应用程序大小和速度 

SpreadJS 是模块化的 JS 库，因此只需将您所需要的功能模块添加到您的应用中使用，此举极大的优化

了您 Web 应用程序的大小和速度。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SpreadJS 表格控件 V11 产品白皮书》 

产品网站：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咨询热线：400-657-6008                       

9  

三.  产品授权方式 

SpreadJS 授权由两个主要方式组合构成： 

 开发授权：涵盖 SpreadJS 在终端用户应用程序开发中的使用。 

每一位安装和使用 SpreadJS 的开发者均需要一个开发授权。针对企业中常见的多名开发人员同时

使用 SpreadJS 的情况，我们提供优惠的团队授权和企业授权模式。 

 部署授权：涵盖了 SpreadJS 可再发行文件的复制、分发和部署，它是最终应用程序的一部分。 

包括任何 SpreadJS 可再分发文件的终端用户应用。部署授权按照部署域名或者 IP 地址的数量计

数。一个域名（例如：www.grapecity.com.cn）或 IP 地址需要一个部署授权。请通过最下方联系方

式联系我们取得相应数量的部署授权。 

四.  产品升级和技术服务 

我们提供两个级别的技术服务： 

 金牌服务：订购年度的金牌服务并且在服务有效期内，可享受：所购产品的免费升级（包括新版

本和维护版本）；不限次数的电话支持；通过使用葡萄城产品技术社区获得产品使用问题的优先处

理（通常情况下问题将在一个工作日内得到回复）。 

我们会为每位金牌服务用户专门指定一位技术服务工程师，以保证金牌服务用户的论坛问题得到

优先处理。另外，对于购买金牌服务的用户，我们也会提供电话服务，在法定工作日的上午 9：00~12：

30，下午 1：30~5：30 可以获得我们技术支持团队的电话支持。 

金牌服务，是 97%用户的选择！ 

 普通服务：可免费获得产品的维护版本和论坛支持 

 

论坛是开发人员获得技术帮助的最佳场所，在这里您可以： 

 就您遇到的使用问题获得葡萄城技术支持人员和产品开发人员的帮助 

 访问产品的知识库以了解产品的使用经验和技巧 

 浏览和学习其他用户的使用方式，并与之交流 

欢迎访问葡萄城产品技术社区获得论坛服务。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https://gcdn.grapecity.com.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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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典型用户和用户反馈 

 

  

“SpreadJS 目前被广泛应用于表单设计和数据填报，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良好的用户友好度体验，通

过它我们还可以轻松设计模板，节约应用程序开发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SpreadJS 控件主要用于项目中的报表设计，展示，打印等功能。参与设计报表的人员完全不需要懂

代码知识，只要会用 Excel 就可参与设计报表，很符合 R 平台在线设计无编码开发的理念，并且类 Excel 

的操作模式很符合设计人员的使用习惯，大大加快了工作效率，是日常工作的好帮手。” 

福建华闽通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使用 SpreadJS 我们可以轻松设计模板，节约应用程序开发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无需编码，财务、人

事管理人员均可通过 Excel 软件设计界面，设计计算公式，然后轻松导入设计器或 SpreadJS 中，就可实

现模板重用。这大大减轻了工作强度，使得快速开发得以实现。”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葡萄城技术支持对产品的了解深入程度让人佩服，遇到问题能提供专业、客观的评估，及时跟进问题，

做到问题闭环。对无法短期解决的问题会不断同用户通报进展，真正让用户用得放心，是让用户放心把后

背交给他的良好合作伙伴。” 

刘林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2 实验室 技术负责人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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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产品荣誉奖项 

 SpreadJS —— 2018 年度优秀软件产品 

 

 SpreadJS —— 2016 年度第二十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创新奖 

 

https://www.grapecity.com.cn/developer/spread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