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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n 模型简述 



Add-in 模型 

 



如果你了解如何开发
常见 Web 应用程序,  
 
那么，你已经了解了
如何基于 Add-in 模
型去开发 SharePoint 
定制化方案了… 



SharePoint 

网站和服务 

Add-in Web  

应用程序 

网站和服务 

Add-in Web 

应用程序 

Web应用程序及其资源部署在 

SharePoint farm 内部（每个add-

in具有不同的domain） 

 

JavaScript (with the SharePoint 

2013 JSOM library) + HTML.  

 

Web 应用程序及其资源部署
在外部服务器上 

 

通用的web 编程语言和框架： 

 C#, PHP, Java，HTML5 

Jquery， AngularJS等等 

 

 

Oauth +  

REST/客户端 

对象模型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站点 

JavaScript  

(including the SharePoint 

 2013 JSOM library) 

HTML5

<GUID>.xxx/default.aspx 

服务器端 

客户端 



SharePoint Online 

服务器端 

客户端 SharePoint 站点 

通用的 Web 编程语言和框架 

C#, PHP, Java，HTML5 

JQuery， AngularJS等等 



JavaScript 

库 

Silverlight 

库 
.Net CLR 库 

自定义的客户端代码 

客户端 

服务器端 _api  （替换了前缀 _vti_bin/client.svc） 

REST 

 

OData 

CSOM 

SharePoint 

Foundation 

User 

Profile 
Search Taxonomy Feeds 更多… 



UI 上的表现 描述 Add-in 示例  

浸入式的全页面体
验 

用户需求展现在一个完
整的 SharePoint 页面上 

Resource Tracking, 

Budgeting 

Add-in 组件
（Add-in Part） 

提供一个组件，可以在
任意页面中添加该组件 

 

Weather,  

Team Mascot, News 

菜单扩展 为文档、列表项等添加
自定义的菜单按钮 

Display Document 

Visualization, Print 

to Print Service 

Vendor 

SharePoint 对话框 通常与Custom Action 一
同使用 

New site, Custom 

Upload, Get a Tiny 

URL 



演示：一个基于 



为什么要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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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Point 定制化模型的演变… 

Shar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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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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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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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box 

Provider Hosted 

Add-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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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Point 定制化开发和部署方案 

Farm Solution 

• 从 2007 版本起引入的经
典模型 

• 通过 Farm 服务器上的文
件进行深度化定制 

• 访问 SharePoint 服务器端 
API 

• 解决方案中的组件通常以
完全信任模式运行 

• 运行在和 Farm 一样的进
程中 

• 部署带来 Farm 服务的
downtime 

• O365 环境不支持此模型 

Sandbox Solution 

• 解决方案的组件的执行和
资源访问、使用会受到相
应地限制。  

• 缺少集中化的管理 

• 通过声明性的文件定制 

• 运行在与 Farm 不同的进
程中 

• 调用有限的 SharePoint 
服务器端 API 

应用程序模型（Add-in） 

• 从企业内部应用程序目录
或者公开的 SharePoint 
应用程序商店中获取应用
并部署 

• 统一的权限和许可管理 

• 简单的安装和升级流程 

• 平等的支持 O365 、on-
premises 环境中的开发 

• 支持 Hybrid 场景下的开
发 

• 开放的 Web 技术、开发
工具、平台支持 



Farm Solution 

•通过 Farm 服务器上的
文件进行深度化定制 

•访问 SharePoint 服务器
端 API 

•以完全信任模式运行 

•运行在 Farm 的进程中 

•部署影响 Farm 的服务
中断 

•O365 环境不支持此模
型 

Add-in 模型 

•灵活的发布和获取方式 

•企业内部应用程序目录 

•SharePoint 应用程序商
店 

•统一的权限和许可管理 

•简单的安装和升级流程 

•开放的 Web 技术、开发工
具、平台支持 

•跨平台运行 

•O365  

•On-premises  

•Hybrid 场景 

 



• 熟悉 add-in 模型 

• 了解 add-in 模型下
不同的 host 方式 

• 逐一评估每个解决方案 

• 了解方案所解决的用户
需求 

• 根据功能性需求，
制定整体架构规划 

• 具体的技术实现规
划 

• 开发和测试阶段 

• 部署新的解决方案 

• 转换原有方案中 

• 数据到新的方案中
撤换原有解决方案 

聚焦在用户的需求 
基于 Add-in 模型的实现 



定制化的典型场景及其在 Add-in 
模型中的实现 



























 var spContext = SharePointContextProvider.Current.GetSharePointContext(Context); 

 

            using (var ctx = spContext.CreateUserClientContextForSPHost()) 

            { 

                if (!ctx.Web.WebExists(txtUrl.Text)) 

                { 

                    // Create the sub site 

                    Web newWeb = ctx.Web.CreateWeb(txtName.Text, txtUrl.Text, "Description",  

  drpContentTypes.SelectedValue, 1033); 

 

                    // Let's add two document libraries to the site  

                    newWeb.CreateDocumentLibrary("Specifications"); 

                    newWeb.CreateDocumentLibrary("Presentations"); 

 

                     

      // Let's also apply theme to the site to demonstrate how easy this is 

                    newWeb.SetComposedLookByUrl("Characters"); 

 

                    string newUrl = ctx.Web.Url + "/" + txtUrl.Text; 

                    lblStatus1.Text = string.Format( 

  "New sub site created. Check the site from <a href='{0}'>here</a>", newUrl); 

                } 

        }

创建网站 

创建文档
库 

设置网站
主题 























演示：

























注册场景 注册方法 

开发测试阶段 

使用 Visual Studio F5 部署时， Office Developer Tools for Visual 

Studio 为该 Add-in 分配唯一性的识别符，并在  

• ACS  

• 开发站点上的 App Management Service  

中注册 

发布到 SharePoint 

商店 

在卖家面板（Seller Dashboard）中注册要发布到 SharePoint 商店中
的 add-in 

发布到内部公开 

add-in 目录 
使用 AppRegNew.aspx 页面注册仅在企业内部使用的 add-in. 







http://dev.office.com/transform 
 系列教程

 项目
 Office 365 JavaScript controls

http://dev.office.com/transform
http://dev.office.com/transform
http://dev.office.com/transform
http://dev.office.com/transform
http://blogs.msdn.com/b/vesku/archive/2015/06/17/transforming-sharepoint-customizations-to-add-in-model-training-package.aspx
https://github.com/OfficeDev/PnP
https://github.com/OfficeDev/PnP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office/office365/howto/javascript-controls


课后提醒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
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aka.ms/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aka.ms/IgniteChina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