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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Studio 表格控件 V9 产品白皮书》

一.

关于葡萄城
葡萄城成立于 1980 年，
是全球最大的控件提供商、
微软认证的金牌合作伙伴和 Visual Studio Industry

Partner 技术合作伙伴。葡萄城控件支持所有的主流技术平台，包括微软的 Windows Forms, ASP.NET,
MVC, Silverlight, WPF, Windows Phone, Windows 8 APP，以及支持 HTML5、iOS、Android 等的开
发工具。我们的控件为懂得控件需求的开发人员而开发，让他们更专注于业务逻辑，在其他地方您无法找
到如此强大的报表工具、
与 Excel 有类似功能的表格控件、以及精心设计的商业智能工具和数据可视化工具。
葡萄城的主要控件产品，如 ComponentOne、Spread、ActiveReports 等在国际控件行业屡获殊荣，并
且在全球被数十万家企业、学校和政府机构等选择在他们的项目中使用。
西安葡萄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是葡萄城集团在中国的主要研发机构，致力于为全球客
户提供先进的控件产品和服务，其开发的多代控件产品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占据领先地位。除向中国用户提
供自主研发的控件产品外，西安葡萄城还精选国外优秀控件产品推荐给中国用户，已与图像处理控件的全
球领导厂商Lead科技、文字处理控件的市场领导者TX Text Control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独家负责其全线产
品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宣传、渠道建设和技术服务。

二.

Spread Studio 表格控件 V9 工具集介绍
Spread Studio 是一个跨平台的 Spread 表格控件，
支持 Windows Forms, ASP.NET, WPF, Silverlight，

WinRT 以及基于 HTML5 的 JavaScript 平台。新的产品套包中包含全新的 Spread for Windows Forms,
Spread for ASP.NET, Spread for WPF-Silverlight， Spread for WinRT 以及 SpreadJS 控件产品。

Spread 典型应用场景
 表格数据展现
这是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场景。把数据库中的数据以表格的方式加以展现，对数据进行分组、排序、
筛选；支持定义颜色、字体字号、填充等多种样式；允许编辑数据并保存回数据库。

 在管理平台中嵌入 Excel 功能
许多行业的管理系统需要象 Excel 一样丰富的公式和数据处理功能，Spread 可以帮助把这些功能嵌入
到企业管理系统中，比如财务数据模型、风险分析、保险计算、工程应用等。

 Excel 文件输入输出
一些用户需要借助 Spread 把内部数据保存为 Excel 格式用于对外分发。同样，用户也可以基于 Spread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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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Excel 文件中的数据保存到企业数据库中。

 复杂数据录入界面
通过 Spread 设计器实现复杂商业文档的录入界面，比如复杂的订单、发票、保单、报税表等。

Spread 各平台产品介绍
Spread Studio 是一个跨平台的 Spread 表格控件，下面按照 Windows Forms, ASP.NET, WPF,
Silverlight， WinRT 以及 JavaScript 平台分别介绍 Spread 产品特点及主要功能。

1. Spread for Winforms
1) 产品特点
Spread for WinForms 是一个功能和 Excel 类似的表格控件工具包。用于在您的应用系统中实现表格
数据的录入和编辑等交互功能，并且提供灵活的定制能力和丰富的数据可视化效果。Spread 表格控件广泛
应用在财务、预算、工程、统计等领域的信息系统中。通过图表引擎和数据可视化功能，为商业表单控制
面板提供丰富、有效的内容信息。综合 Microsoft® Excel®文档功能，为企业级的信息共享提供支持。支
持离线和在线应用系统。

1) Spread 设计器
Spread for WinForms 设计器的操作风格与 Excel 类似，便捷易用。用户无需编码，就可以在 Spread 设
计器中实现数据分组、公式计算、条件格式、图表效果等复杂功能的表格应用开发，从而缩短开发时间。您更可
以将其免费部署到最终用户端，帮助用户编辑和定制 Spread 模板，分析处理数据。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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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兼容 Excel
Spread 会独立安装 Excel 文件格式的输入输出引擎，无需安装 Excel 也可以进行 Excel 文件格式的导入导出，
图表、图形、图像等都会作为对象输出到 Excel 中。Spread 可以导入导出到 Excel 文件（XLS、XLSX）、XML 文
件（XML）、文本文件（TXT）和 HTML 文件 (仅能导出) 。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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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文本地化
Spread for WinForms 平台产品已经支持中文本地化。开发人员的交互界面和提示信息都是中文，包括：
菜单和对话框等交互界面，在设计时控件各对象的方法和属性的说明，以及在 Visual Studio 环境中的 API 智能
提示等。

4) 图表等丰富的数据可视化功能
Spread Studio 支持 85 种丰富多彩的图表效果。基于工作表的数据直接生成图表，操作简单。不仅可以在
Spread 中使用，也可以通过独立的 FpChart 控件在任意 Form 中部署。此外，条件格式、迷你图等单元格级别的
数据可视化功能为您带来更精细的用户体验。可以在 Spread 设计器中基于工作表的数据直接生成图表，操作简
单。同时，软件人员还可以在 Visual Studio 设计环境中定制图表的所有元素，包括标题、序列、轴、样式、图
例等。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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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强大的定制能力
Spread 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畅销的 .NET 表格控件，它提供了灵活开放的对象模型和 50,000 个以上
的 API，使得用户拥有定制几乎所有元素和接口的能力。开发人员通过将 Spread 表格控件嵌入到 .NET 应
用程序中，可以实现 Microsoft Excel 的绝大部分功能。

6) 自由使用的公式引擎
Spread 强大的公式计算引擎支持 300 多种内置函数，并支持通过内置函数和运算符来自定义公式。支
持的函数包括日期、时间函数、工程计算函数、财务计算函数、逻辑函数、数学和三角函数、统计函数、
文本函数等。

2) 主要功能
 多工作表
在一个工作簿中支持多个工作表。用多个工作表来对信息进行分类，这与 Excel 的工作表（worksheet）
类似。

 定制的外观 (皮肤)
通过预先定制的皮肤来轻松、快速配置工作表的外观。定制的皮肤可在开发团队中共享，以实现控件
外观的跨应用程序的一致性。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5

《Spread Studio 表格控件 V9 产品白皮书》
 单元格合并
支持多个单元格合并。通过单元格合并来将多个单元格合并到一起。支持对数据单元格、表头的合并，
还支持将数值相同的单元格进行自动合并。

 排序功能
支持可以对多行或多列数据进行排序，或对某个范围内的数据进行排序。可以通过代码实现，也可以
通过用户点击列表头进行自动排序。

 对行和列的交互进行定制
a)

多行或多列的移动：允许用户拖动多行或多列。

b)

多行或多列的冻结：支持冻结一个工作表中的任意数量的行或列。被冻结的行会一直位于最上部
或最下部。冻结的列会始终位于最左侧或最右侧。

c)

行或列的缩放：支持对一个控件内的行或列的尺寸进行调整。

 搜索数据
支持通过指定工作表和待搜索数据串，在工作簿中的任何单元格中搜索数据。

 数据的筛选
Spread 提供类似于微软 Excel 的筛选功能，能提供了种类繁多的过滤条件，包括数值、日期、文本
和颜色的自动过滤。支持对筛选条件的定制，只显示满足条件的数据。可在筛选的基础上，改变数据的显
示。

 用户与单元格之间的交互
支持对用户与单元格（或某个范围的单元格）之间操作进行控制。

 数据选择
可以控制用户可以选择什么，以及外观是什么样的。还可以控制用户是否只能选择指定区域，包括：
单元格、行、柱状图、工作表、组合单元格，单元格范围，多个单元格区域、行(不能编辑)、行(可以编辑)、
多个连续行(不能编辑)、多个非连续行(不能编辑)。

 丰富的单元格类型
支持自定义丰富的单元格类型。通过用 Spread 提供的单元格类型或定制自己的类型，确定在一个单元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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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中可以输入什么样的数据、避免人工不必要的检查和验证，并为用户提供一种自然的输入数据的方式。

 分层显示
支持在一行内创建一个工作表，以分层显示关系型数据，用父行和子行显示相关的数据。

 内置函数
内置函数超过 300 多种，还支持通过内置函数和运算符来编制公式。支持的函数包括日期、时间函数、
工程计算函数、财务计算函数、逻辑函数、数学和三角函数、统计函数、文本函数等。

 打印
支持对表单任意一部分的打印，支持可缩放的预览功能。

 数据绑定
支持与一个数据集的绑定，如一个数据库中的数据，或任何.NET 框架允许的数据，如 IList 对象进行绑
定。

 多观察口
工作表支持一个以上的小窗口，以便在同一个显示器中显示来自工作表的不同部分的数据，支持最终
客户对小窗口显示进行定制。

 条件格式
完整的条件格式功能和可视化元素，包括数据条、颜色标尺、图标集等。

 Spread 设计器
Spread 设计器用来设计并快速创建一个表单原型。通过其直观、易用的界面，在设计阶段对表单的外
观进行定制，从而缩短开发时间。Spread 设计器可为表单创建一个快照。当所有的更改完成后，可直接应
用于工作表单。Spread 设计器支持打开已有设计文件并将设计更改保存为文件。

 导入和导出的功能
Spread 支持多种数据格式的导入、导出。不仅在设计状态下可通过设计器来导入、导出数据，运行状
态下，通过代码，可以把整个表单、指定表单或特定单元格范围内的数据导入、导出为不同的文件类型或
流文件。
导出文件类型： XML(XML)文件、Excel(XLS 或 XLSX)文件、文本(TXT)文件。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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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文件类型：Spread(ss6 或 ss7)文件、XML(XML)文件、Excel(XLS 或 XLSX)文件、逗号分隔列表
（CSV）文件、文本(TXT)文件。

 定制光标显示类型
支持不同区域光标的不同类型。
如为锁定的单元格指定一种光标
（CursorType 的枚举值等于“Locked”），
为非锁定单元格指定另一种光标（CursorType 的枚举值等于“Normal”）
。

 允许用户进行缩放操作
允许用户对表单的显示比例进行更改，即放大和缩小，可通过 AllowUserZoom 属性来实现。用户通
过按下 Ctrl 键和转动鼠标滚轮来放大和缩小。

 为表单增加一个上下文菜单
通过 ContextMenu 属性可创建一个上下文菜单。

 滚动条
支持对滚动条的客户化：自定义是否在行和列的两端都显示滚动条；自定义滚动条的维数；自定义在
用户拖动滚动框时，表单中的数据是否联动；自定义可滚动的行数、列数；自定义滚动时的对齐方式。

2. MultiRow for Windows Forms
MultiRow for Windows Forms 8 包含在 Spread Winform 安装包内，是葡萄城公司倾力打造的一款
可以自由布局的 .NET 表格类控件。它拥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以及丰富的外观样式，并提供了与 Visual
Studio IDE 无缝集成的设计器，让 .NET 开发人员对 Visual Studio 的使用经验得到延续，极大提高了复
杂应用程序的开发效率。另外，它卓越的性能同样引人注目，百万行数据的平滑滚动和极低的内存消耗给
应用程序的最终用户会带来另外一番感受。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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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功能


灵活自由的布局

自由的布局结构是 MultiRow 的一大亮点。传统的表格类控件的布局都是严格的行和列结构，通过合
并单元格完成特殊布局的需要。而 MultiRow 采用了自由的布局体系，可以任意操作单元格的位置和大小，
可以让上下两个单元格自由叠加，也可以设计个性化的列头和列脚。让一条数据库记录在多行上面显示，
对 MultiRow 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创新的模板概念

MultiRow for Windows Forms 8 在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表格类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使用习惯和具
体需求，提出了模板（Template）的概念，这在表格产品中是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模板有以下几方面的
优点：
a)

布局与行为相分离:
模板主要存储了一个表格的布局结构。负责设计表格的美工人员只需要设计一个模板，在模板中
设置好表格的所有布局和外观，然后交予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进行具体功能的开发。这样以来，布
局与行为相互独立，各取所长，极大提高了应用程序的开发效率。

b)

动态更换布局：模板在设计完成后，需要加载到 MultiRow 控件之上，就会将其呈现在应用程序之上。
MultiRow 在运行时，您可以动态的更换它所应用的模板，完成您灵活的业务需求。

c)

方便的存储管理：模板在设计完成后，可以保存为 XML 文件，便于管理和传输，需要的时候，再加载
到模板设计器，或者直接加载到 MultiRow 控件。



卓越的性能

能够达到百万行数据的平滑滚动。行和单元格的虚拟机制更让大数据量的内存消耗达到最低，让最终
用户体验不一样的速度。



延续 Visual Studio 使用经验的设计器

MultiRow 的模板设计器实现了与 Visual Studio 无缝集成，让您积累的 Visual Studio 的使用经验在
这里得到延续。
a)

和 Windows Forms 设计器有相同的设计风格，尽享 Visual Studio 提供的设计时支持

b)

模板设计器支持运行时和打印时预览，不用创建新工程就可以预览运行时外观和打印后效果，一
切尽在掌握中

c)

模板的设计和应用程序的设计分离而统一，设计在不同的窗口，集成却在相同的环境

d)

提供多种创建模板的方式，比如 Table，Wizard，满足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

e)

快速提供对最新 Visual Studio 版本的支持，迅捷、免费。



兼容 DataGridView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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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Row 兼容.NET Windows Forms 的 DataGridView 控件的大部分接口，大大降低了您的开发和
学习成本。

3. Spread for ASP.NET
1) 产品特点
Spread for ASP.NET 表格控件兼容 Excel 的强大功能，并将其嵌入到您的应用系统中。完备的 Excel
文档支持使得您可以在企业中分享和访问数据信息；内嵌的图表引擎和数据可视化支持让您更加轻松的为
商务、工程以及科学应用系统创建丰富高效的信息中心。



中文支持

Spread for ASP.NET 已经加入中文资源，同时提供中文演示程序和中文文档。此外，不断丰富的中文
示例库更方便地让您了解 Spread 的功能和使用场景。
在设计时控件各对象的方法和属性说明，以及在 Visual Studio 环境中的 API 智能提示，等等。



全面的 Excel 兼容性

Spread 会独立安装 Excel 文件格式的输入输出引擎，在没有安装 Excel 的环境中也可以进行 Excel 文
件格式的输入输出，开发时设计的图表、图形等都会作为对象输出到 Excel 文件中。Spread 提供多种版本
的 Excel 和多种文件类型的导入导出服务，包括 Excel 文件（XLS、XLSX）
、Spread XML 文件、档案文件
（CSV）和文本文件（TXT）
。



丰富的图表

Spread 支持 85 种丰富多彩的图表效果。基于工作表的数据直接生成图表，操作简单。同时，软件人
员还可以在 Visual Studio 设计环境中定制图表的所有元素，包括标题、序列、轴、样式、图例等。



强大定制能力

Spread for ASP.NET 对象模型允许 ASP.NET 开发者自定义界面元素同时管理控件行为。开发者通过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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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for ASP.NET 将兼容 Microsoft Excel 的表格控件功能植入 ASP.NET 应用系统中。



自由使用的公式引擎

Spread 强大的公式计算引擎支持 300 多种内置函数，并支持通过内置函数和运算符来自定义公式。支
持的函数包括日期、时间函数、工程计算函数、财务计算函数、逻辑函数、数学和三角函数、统计函数、
文本函数等。同时支持自定义各种专业公式。

2) 主要功能


对 AJAX 的支持

通过设置 EnableAjaxCall 属性提供对 AJAX 的支持。该设置将影响包括分层视图中子表的分组、列排
序、行插入、分页、搜索、筛选和公式更新等功能。 如果 ClientAutoCalculation 属性的值为 true， 在
某个单元格的值变化后， Spread 控件将收到来自 AJAX 的一个调用，Spread 控件将会依据表单的计算公
式重新计算表单并将结果发送到客户端，最后 Spread 控件会在客户端对数值进行更新。



对微软 Excel 的支持

支持与微软 Excel 之间的数据导入、导出，包括数据格式和计算公式的导入和导出，同时也支持单个工
作表和整个工作簿的导入、导出。支持在未安装 Excel 的情况下，通过 Spread 控件来显示 Excel 文件。



行筛选

通过行筛选，用户可以对一个表内的数据列中的数据进行筛选，并且只显示满足下拉列表内的标准的
数据行，或在筛选的基础上改变行的外观。客户可对筛选条件进行定制。



冻结行&列

支持对定义的行或列进行冻结，使得无论如何导航，这些行或列都始终显示，即在使用滚动条或导航
键时，冻结的行和列不会滚动。



分组

支持对数据进行微软 Outlook 风格的分组。



分层视图

支持数据分层显示，使得数据编辑变得更简便。通过对 HierarchicalView 属性的设置完成对数据的分
层显示。支持对子层数据显示的客户定制，比如隐藏列、改变颜色等，还支持在分层视图和父行视图中进
行选择。



导入和导出

Spread for ASP.NET 支持多种数据格式的导入和导出。 支持微软 Excel 97 和更高版本的文件格式、
文本文件(用逗号分隔, 标签分隔等)、以及 Spread 文件。



交互

支持对分页和菜单命令栏进行客户定制。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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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载入

可通过对初始数据载入量的设置，提高系统效率，即用户向下滚动时，再将需要显示的数据加载进来。
这个设置在控件级和表单级都支持。



移动列

Spread for ASP.NET 通过对 AllowColumnMove 属性的设置，完成像微软 Excel 列移动一样的列移
动，即允许用户点击列的表头并将其拖动到工作表的另一个位置。



操作模式

支持设置用户与表单之间的交互模式：
Normal - 默认的工作表选择和编辑功能。
ReadOnly - 只能查看数据，不允许在表中选择或编辑任何单元格。
RowMode - 只允许用户选择单行（高亮显示）并且只能对该行的单个单元格进行编辑。
SingleSelect - 只允许用户选择单行（高亮显示）
，但不能编辑任何单元格。
MultiSelect - 允许用户在工作表中选择多个连续的在一起的行。
ExtendedSelect - 允许用户在工作表中选择多个非连续行。



丰富的单元格类型

支持自定义丰富的单元格类型。通过用 Spread 提供的单元格类型或定制自己的类型，确定在一个单元
格中可以输入什么类型和格式的数据、避免程序员不必要的检查和验证，并为用户提供一种自然的输入数
据的方式。



性能优化

Spread for ASP.NET 的默认特性使得在线发布信息变得非常简单。 然而，在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操作
时可能会需要对 Spread 控件的行为进行精细调整。 Spread for ASP.NET 提供了多种可极大提高程序的
性能和减小下载页面尺寸的方法：按需加载、虚拟滚动、异步渲染、风格表、状态管理、面向模型的编码
而不是面向帮助对象的编码和命名风格。



订单输入范例

Spread for ASP.NET 特别适合用于所有内部的在线订单输入或外部的购物车。在选择一个 ID 后，
Spread for ASP.NET 会向服务器运行一个 AJAX 调用，在服务器端收集需要的信息,然后将需要的数据传回
Spread 中, 所有过程无需对整个页面进行刷新。还可以再次调整价格、折扣或数量，Spread 会运行一个
AJAX 调用并对数据进行相应的更新。看，简洁易用的操作模式会给您增加多少新的订单机会！



行模板

行模板功能使得列头单元格可以拥有与数据行完全不同的布局风格。您可以改变传统的 Spread 布局方
式，将一条数据展示在多行中。多行布局由行模板控制，行模板可以通过代码或者 Spread 设计器定制。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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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菜单

内嵌的上下文菜单代替了浏览器自带的上下文菜单，您可以通过 Spread 上下文菜单特性为您的应用程
序加入更多的数据挖掘和界面交互的功能。



单元格编辑器的 Css

通过 Spread for ASP.NET 的 EditorCssClass 属性可以设置可编辑的单元格类型。通过 Css 代码设置
单元格类型编辑器的样式。它独立于通过 CssClass 属性定制的单元格显示模式。



搜索

可以通过设定工作表和待搜索字符串，在工作簿中的任何单元格中进行数据搜索。更支持多个搜索选
项。



多工作表

每个 Spread for ASP.NET 控件可包含多个工作表，与微软的 Excel 类似，可方便地在网页上组织、
显示信息。 支持在设计阶段或运行阶段增加或删除工作表，支持为每个表单设置背景色、网格线、皮肤。
还支持在运行阶段隐藏或显示工作表。



设计器

Spread for ASP.NET 提供功能强大的 Spread 设计器。在无需编程的前提下，通过这个有着友好用户
界面的设计工具，对 Spread 控件进行快速设置，达到所见即所得的目的。



非绑定模式

如果采用了微软 Grid，则必须在绑定模式下运行；Spread for ASP.NET 提供对非绑定模式的支持。

4. SpreadJS
1) 产品特点
SpreadJS 是一个面向企业级应用开发的综合性、高效能的基于 HTML5 的纯 JavaScript 电子表格控件。
SpreadJS 有着强大的表单处理能力和电子表格功能。这些功能包括跨表单引用和计算，这样就能够充分利
用多个表单上的数据和公式。
SpreadJS 基于 HTML5 和 jQuery 技术，通过画布呈现在客户端。类似 Excel 的风格外观和用户界面
行为为最终用户提供了丰富的、可交互的用户体验。同时还具有内容广泛的功能，可以快速方便地建立电
子表格文档或者数据库 web 应用。SpreadJS 也具有丰富的客户端 JavaScript API，为您提供了所需要的
灵活的客户端编程。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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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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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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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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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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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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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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录入表单。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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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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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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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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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Query 和 HTML5 技术的纯 JavaScript 控件。SpreadJS 能够把所有的内容以
像素点的形式画在画布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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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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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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览和打印数据视图

在页面上添加打印按钮，可以直接打开标准的浏览器打印窗口。SpreadJS 满足您的各种打印细节设置
需求：自适应文本高宽打印、网格线、边框、页眉、页脚、边距、页面自适应、页面尺寸、插入分页符等
等。导入或导出 Excel 文件之后，打印设置依然可以保留。



表格切片器

通过类似 Excel 的表格切片器过滤和分析数据。您可以以两种方式使用它。一种是类似 Excel 的按钮切
片器，其提供一组便利的过滤器。另一种是使用切片器工具集添加便利的工具，比如按钮、复选框和滑动
条等，允许您通过值、日期范围和数字范围切分数据。第一种方式提供了经典的 Excel 体验，第二种方式提
供了更多的您期待的来自稳健数据网格的互动体验。您也可以使用柱形图作为切片工具以提供向下钻取功
能。SpreadJS 切片器支持单独使用。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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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

SpreadJS 支持汉字和中文本地化界面。设计器、控件菜单、提示和公式等都已经全面本地化。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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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pread WPF-Silverlight
1) 产品特点
您可以将微软 Excel 的强大功能嵌入到 WPF 和 Silverlight 应用中，使用丰富的内嵌数据可视化功能
展现核心数据和分析结果，按需自定制富有创意的表格模版以及发挥更多便捷高效的功能。 Spread
WPF-Silverlight 源自备受好评的 WinForm 和 ASP.NET 平台上最受欢迎的 Spread 产品。



Spread 提供包含丰富设计时支持的设计器

使用与传统 Spread 设计器类似的界面创建丰富的表格排布和样式。轻松创建窗口、无需编码即可添加公
式单元格到模板中。包括读取 Excel 文件、设置条件样式、添加折线图等等，所有功能都可以在设计器中轻
松实现。之后，只需单击鼠标将模板应用到 Visual Studio 中的控件上即可。



数据可视化以及数据分析支持

让数据跳舞，通过 Spread 增强的数据可视化支持就可以做到这一点。Spread 能够标识趋势、分离越
界数据、获取图表以清晰表达数据。Spread 数据可视化支持还包括：折线图、条件样式、图标集、数据栏、
色彩渐进、Excel 样式分组和 Excel 样式对话框过滤。



折线图

为每一个分析数据添加折线图。折线图是轻量级微图表，它可以呈现在单元格中用于可视化的展示数
据。Spread 支持列型、线型和损益型折线图类型同时支持与 Excel 2010 文件中折线图的导入导出。您也
可以通过继承类创建自定义折线图甚至任何您想要的样式。



过滤

通过使用类似 Excel 样式的对话框，您可以轻松过滤并呈现出您感兴趣的数据。



区域分组

使用 Excel 样式的区域分组实现逻辑组区域和嵌套的区域数据。



丰富的数据交互及显示支持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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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您应用中的 Spread 视觉样式。数据是集成在您的应用中的。用于排布数据的颜色、边框、字体、
桌面布局等元素具备极强的可定制性。Spread 提供行、列和单元格级别的定制能力。此外，Spread 特别
提供了 Excel 样式主题支持，您可以选择您喜好的样式。



多行头和多列头样式

您可以在行头或列头定义任意数量的列和行。您还可以完全自定义行头和列头的样式，包括文本、样
式、渐进色、间距、高和宽。



行列冻结

您可以冻结任何数量的行、列或者行和列同时冻结。包含首行，首列以及底部行和最右边的列。



样式设置

Spread 可以方便的将不同的颜色、字体应用于任何单元格、行、列、行头或者列头。

2) 主要功能


外观

Spread 可以实现简洁的、色彩丰富的桌面布局样式、自定义表格等等。您想如何呈现您的表格呢？通
过下面这些设置可以达到您要的效果：字体/颜色、多行头/多列头边框合并和条件样式。



边框

Spread 支持为一个单元格或者一个单元格区域设置边框，您可以通过属性定制边框样式。边框可以定
制为只显示左、右、上、下或者显示四边。您可以使用内置的样式或者自定义边框样式。您还可以将不同
的样式应用于不同的单元格或者单元格区域中。



合并单元格

当单元格中含有相同的数据时，Spread 可以在行列间自动合并含有相同数据的单元格。这样可以更清
晰的呈现数据，比如在绑定数据库的时候。



单元格类型

Spread 支持 18 种单元格类型，方便用户输入您所期望的数据。



数据绑定

Spread 可以绑定任何实现了 IList 或者 IListSource 接口的数据源。当您链接到数据源后，Spread 会
自动匹配数据类型并将相应的单元格类型设置到对应的单元格上。例如，数据是布尔类型的，Spread 就会
显示复选框类型。Spread 使得呈现数据、编辑数据、更新数据更加便捷。例如：锁定单元格禁止用户编辑、
隐藏行或者列、变更单元格类型。



过滤

您可以根据用户体验为表格定制数据过滤规则。使用行过滤，用户可以挑选出表格上列中的数据并且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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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将满足条件的数据显示出来。



冻结行和冻结列

冻结行和冻结列可以使行、列保持显示状态，无论用户如何拖动滚动条。当您在需要将某些信息始终
显示出来，并且这些信息又不在行头或者列头中的时候，冻结行和冻结列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分组

可以将行设置为 Outlook 样式的分组方式。对于海量数据，分组可以按照用户意愿显示数据。用户可
以将列头拖动到分组区域中，增加分组，同时通过多级分组展示数据。



多级列头和多级行头

您可以在行头或列头定义任意数量的列和行。您还可以完全自定义行头和列头的样式，包括文本、样
式、渐进色、间距、高和宽。

6. Spread WinRT
Spread WinRT 是基于在 WPF-Silverlight 开发中经过验证的 Excel 电子表格引擎研发的。您可以将
Microsoft Excel 的强大功能嵌入到 Windows 8 商店应用程序中，使用丰富的内嵌数据可视化功能展现核
心数据和分析结果，按需定制富有创意的表格模版以及发挥更多便捷高效的作用。

1) 产品特点


数据可视化以及数据分析支持

让数据跳舞，通过 Spread 增强的数据可视化支持就可以做到这一点。Spread 能够标识趋势、分离越
界数据、获取图表以清晰表达数据。Spread 数据可视化支持还包括: 折线图、条件格式、图标集、数据栏、
色彩渐变、Excel 样式分组和 Excel 样式对话框过滤。



迷你图

为每一个分析数据添加折线图。折线图是轻量级微图表，它可以呈现在单元格中用于可视化的展示数
据。Spread 支持列型、线型和损益型折线图类型同时支持与 Excel 2010 文件中折线图的导入导出。您也
可以通过继承类创建自定义折线图甚至任何您想要的样式。



过滤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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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类似 Excel 样式的对话框，使用默认或自定义过滤方法，您可以轻松过滤并呈现出您感兴趣的
数据。



区域分组

使用 Excel 样式的区域分组实现逻辑组区域和嵌套的区域数据。



丰富的数据交互及显示支持

自定义您应用中的 Spread 视觉样式。数据是集成在您的应用中的。用于排布数据的颜色、边框、字体、
桌面布局等元素具备极强的可定制性。Spread 提供行、列和单元格级别的定制能力。此外，Spread 特别
提供了 Excel 样式主题支持，您可以选择喜爱的样式。



多行头和多列头样式

您可以在行头或列头定义任意数量的列和行。您还可以完全自定义行头和列头的样式，包括文本、样
式、渐进色、间距、高和宽。



行列冻结

您可以冻结任何数量的行、列或者行和列同时冻结。包含首行，首列以及底部行和最右边的列。



单元格边框

Spread 支持为一个单元格或者一个单元格区域设置边框，您可以通过属性定制边框样式。边框可以定
制为仅显示左、右、上、下或者显示四边。您可以使用内置的样式或者自定义边框样式。您还可以将不同
的样式应用于不同的单元格或者单元格区域中。



样式设置

Spread for WinRT 可以方便的将不同的颜色、字体应用于任何单元格、行、列、行头或者列头。

2) 主要功能


支持 Visual Studio 2012

完全兼容 Visual Studio 2012。无缝集成设计时功能到 IDE,您可以使用上下文菜单和文件模板轻松创
建文档，同时可以在 IDE 中弹出功能强大、样式丰富的设计器来编辑模板。



外观

使用 Spread WinRT 完成简捷、色彩丰富的表格布局。随心所欲发挥您的想象力。您可以通过以下特
性定制表格布局：字体/颜色、多表头、边框、自动合并、单元格合并以及条件格式。



条件格式化

您轻松添加格式化条件到单元格中；例如，您希望根据单元格值设置其背景色。可以使用特定样式来
指定不同格式的设置选项，如边界和颜色，当符合条件时单元格将被格式化。



合并单元格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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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单元格中含有相同的数据时，Spread 可以在行列间自动合并含有相同数据的单元格。这样可以更清
晰的呈现数据，比如在绑定数据库的时候。



支持 UI 数据验证

Spread WinRT 可以在单元格中弹出下拉列表，用户可以通过下拉列表选择正确值。同时，Spread 具
有在无效值的单元格外部显示红色圆形指示器的功能。



绘制对象

使用绘制对象 API，您可以轻松添加任何控件到单元格或合并单元格中。



导入和导出

使用 Spread WinRT 可以将文件导入导出到多种数据格式，支持的文件格式有 TXT,CSV, Excel Biff8
(.XLS), OOXML (.XLSX)和 Adobe Acrobat (.PDF 仅能导出)。



微软 Excel-样式数据条

您可以通过微软 Excel-样式数据条指定数据样式。
例如,修改边框, 渐进色, 坐标轴颜色,和负数颜色等。



微软 Excel-样式图标集

使用丰富的微软 Excel 样式图标集增强数据可视化。



导出

完全兼容 Visual Studio 2012。无缝集成设计时功能到 IDE,您可以使用上下文菜单和文件模板轻松创
建文档，同时可以在 IDE 中弹出功能强大、样式丰富的设计器来编辑模板、Excel 文件、分隔符文件、PDF、
打印报告。



PDF 导出

轻松导出电子表单到 PDF 文档,包括数据可视化部分，例如迷你图、数据条形图和图标集。



快速输入模式

如果通过键盘输入触发了编辑模式，您仍然可以使用导航键（如:方向键，TAB, PGUP, PGDN, HOME,
END）来结束编辑模式，并移动活动单元格。



分割栏

Always - 总是显示分割栏。
Never - 从不显示分割栏。

AsNeeded - 当视图被分割后分割栏将自动出现。



缩放

您可以允许最终用户更改控件的缩放比例，也就是放大或缩小控件。用户可以通过“CTRL+鼠标滚轮”
来控制缩放大小。缩放范围为 10%至 400%。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程序控制缩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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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产品授权方式
Spread Studio 产品的授权方式主要是针对开发人员的授权，即需要为每位使用该控件的开发人员购

买一个开发授权。每个开发授权在同一时间允许一位且仅一位开发人员使用该控件进行软件开发。这种授
权方式与其他常见的开发工具（如 Microsoft Visual Studio）的授权方式一致。使用 Spread Studio 控
件产品开发的应用程序在部署使用时无需支付控件版权费用。例如，如果您有五个开发人员需要使用此控
件进行项目开发，您需要购买五个开发 License，但在项目部署使用时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版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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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牌服务专区获得产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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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典型用户和用户反馈
Spread 产品自 1991 年发布 COM 版本以来，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表格控件，不仅在国外有广大的用户

群体，国内的众多行业也一直把 Spread 作为数据编辑和数据处理控件的首选。中国的部分行业客户名单如
下：


生产制造：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天津三星高新塑料有限公司、北京京
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上海杰星船舶科技有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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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系统集成：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爱凯系统集成
有限公司、



税收/邮政/电力/铁路/航空/油田：江苏税软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中
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中铁二院土木建筑设计研究一院、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
有限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高校及科研机构：北方工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基础设施检测研究所

“我们的电表信息系统的销售模块需要经常把不同规格的电表在一个季度的销售情况做统计分析，并
以 EXCEL 表格的形式导出再导入到营销系统做进一步分析。通过使用 Spread 表格控件后，处理数据效果
非常满意，使用情况也很稳定，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样式显示和函数处理的表现非常出色。“
创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 吕锦超

“在我们基于既有软件包为客户定制开发财务转换系统时，利用软件包自带的表格控件已经无法满足
客户对表格各种表现形式要求，经过比较各种控件，最后我们选择了葡萄城的 SPREAD，它具有易于开发，
响应速度快等特点，大大节省我们的开发时间，很好的满足了客户的要求。“
日立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张先生

“我们同时使用了 Spread for Windows Forms 和 Spread for ASP.NET 产品。Spread 是一款非常优
秀的表格控件，帮助我们提高了项目开发的周期，节约了项目开发成本。”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因为经费管理系统的项目而使用了 Spread for ASP.NET 产品，通过使用该产品，许多报表项
目完成得较顺利，一些独特的功能很方便，比如自动导出 Excel 或 PDF 类型文件等。我们一直使用葡萄城
提供的金牌服务，目前比较满意，希望继续保持，为我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

六.

荣誉奖项

1. 公司荣誉
葡萄城在控件领域的技术研发积累超过 20 年，在此期间获得了数百项荣誉奖项。这里列出葡萄城获得
的部分荣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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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六年荣膺日本市场排名第一的控件提供商



连续三年在欧美控件市场位列第三名

2. 产品荣誉


Spread —— 2011 年度日本市场销量排名第一的控件，欧美市场位列前 10



Spread —— 2011 年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 金奖



Spread — — 全 球 最 大 的 在 线 开 发 者 社 区 Code Project 在 微 软
TechEd2010 大会前夕公布了 2010 年度会员选择大奖的获奖名单，其
中 Spread for Windows Forms 荣获表格控件类冠军。



Spread —— 'Best Grid Merit Award' 2009 年荣获 Visual Studio 杂
志评选的“最佳控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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