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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频常见问题

使用AppCube主要包含图1-1中四个阶段。本手册提供的案例重点覆盖产品了解、开通
和使用三个阶段，即图1-1中前三个阶段。若已有案例不能满足需求，还可以通过应用
魔方AppCube论坛、智能客服等途径，去寻找对应的解决方法。

图 1-1 使用 AppCube 云服务的阶段

产品咨询类

AppCube中使用了哪些编程语言？

AppCube支持连接第三方数据库吗？

在AppCube中开发的应用，是否支持私有化部署？

AppCube平台的使用限制有哪些？

服务开通类

AppCube如何收费？

在应用魔方只能看到开发环境或运行环境其中一个

应用对象

不同租户间数据库对象怎么区分

如何刷新对象的布局页面？

如何彻底删除目录树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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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编排

服务编排、BPM、脚本中发送邮件功能不可用

服务编排、BPM流程编排中引用的资源无法编辑

如何实现某一资源被多个应用的服务编排调用？

脚本开发

脚本中可使用哪些资源？

脚本编写只能写TS吗，JS不能写吗？

如何用脚本导出xls文件让用户下载？

标准页面

在标准页面组件较多时，如何快速选中组件？

在标准页面中添加组件时，如何准确拖动到目标位置？

标准页面的URL格式是怎样的

如何理解标准页面中的数据模型？

高级页面

高级页面离线Scaffolding工具安装问题汇总

如何自定义组件的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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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咨询类

2.1 在华为云官网如何查找应用魔方 AppCube？
登录华为云官网后，您可以通过如下两种途径查找到应用魔方 AppCube。

方式一

步骤1 登录华为云官网。

步骤2 在“产品”中，依次选择“ 开发与运维 > 应用魔方 AppCube”。

图 2-1 华为云官网首页 AppCube 入口

----结束

方式二

在百度或Google浏览器中直接搜索“AppCube”或“应用魔方AppCube”，即可进入
AppCube产品介绍页。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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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 AppCube 有哪些限制？
使用AppCube当前存在如下限制：

● 定时任务中，脚本执行时长超过10分钟会报超时错误。AppCube平台每天执行的
定时任务数量 大值为10000。

● 使用Restful API接口调用脚本时，商用付费租户脚本执行时长超过3分钟会报超时
错误。

● 免费租户的可并行脚本数为1，脚本 长运行时间为60秒。

● 在AppCube的osql数据库中执行SQL语句时，执行时长超过60秒会报超时错误。

2.3 使用 AppCube 开发应用支持哪些快捷键？
当前AppCube的服务编排、BPM、脚本、触发器、决策表、数据接入、状态机、高级
页面功能区域都支持快捷键操作，即脱离鼠标直接用键盘操作。

表 2-1 快捷键说明

快捷键 快捷键功能说明

Alt+F2 获取锁。

用户A获取锁后，编辑器页面处于被锁定状态，用户A可进行各种
配置，避免其他用户同时编辑该页面引起冲突。

Alt+F3 释放锁。

用户A获取锁后，配置完成后，需要释放锁。

Alt+P 发布当前页面（会自动保存）。

Alt+V 预览当前页面。

Alt+L 展示组件列表。

Alt+Shift+E 禁用或启用服务编排、BPM、脚本、数据接入等。

Ctrl+S 保存。

Alt+Shift+S 另存为新版本、新实例或新服务编排。

Ctrl+R 运行服务编排、BPM、脚本、数据接入等。

Ctrl+Q 数据接入中停止。

Ctrl+Z 撤销对服务编排、脚本、组件等的修改。

目前该快捷键在高级页面中支持，在大屏页面暂不支持。

Ctrl+Y 恢复对服务编排、脚本、组件等的修改。

Alt+Shift+L 打开跟踪器页面。

Alt+Shift+R BPM编辑器页面快捷键，打开BPM运行态配置页面。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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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 快捷键功能说明

Alt+Shift+P 触发器和脚本编辑器页面快捷键，打开属性配置页面。

高级页面开发界面快捷键，发布页面。

Alt+Shift+W 高级页面开发界面快捷键，电脑端Web页面的设置。

Alt+Shift+M 高级页面开发界面快捷键，手机移动端页面的设置。

Alt+Shift+V 高级页面开发界面快捷键，预览页面。

Alt+Shift+C 数据接入中复制数据推送地址到剪贴板。

Ctril+Shift+K 脚本画布中，删除某一行。

 

2.4 AppCube 是如何管理产品数据的？
AppCube通过以下方式管理产品数据：

● 通过华为云的云数据库RDS（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简称RDS），为业务
应用提供数据存储能力。RDS是一种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即开即用、稳定可靠、弹
性伸缩、便捷管理的在线云数据库服务。

● 在AppCube中通过可视化建表的方式完成数据模型的构建。

a.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将鼠标放在某个文件夹上，单击 ，选择“对象”。

b. 选择“创建新对象”，输入基本信息后单击“添加”，创建对象。

c. 在对象详情页面“自定义字段”页签，单击“新建”，可给对象创建自定义
字段。

d. 在对象详情页单击“布局”页签，进入该对象的布局。单击“对象名

Records”后的 就会弹出布局预览页面。在预览页面可增删查数据。

● AppCube同时提供相关数据表的导入导出能力，开发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
求定制化导入导出逻辑，批量导入导出数据。

– 登录AppCube管理中心，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元数
据导出”，可导出元数据表，即对象结构。

– 登录AppCube管理中心，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
导出”，可导出对象数据。选择该菜单导出对象数据前，必须在导出对象的
“基本信息”勾选“允许API批量访问”。

图 2-2 对象基本信息页

– 登录AppCube管理中心，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元数
据导入”，可导入元数据表，即对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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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AppCube管理中心，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
导入”，可批量导入对象数据。选择该菜单导出对象数据前，必须在导入对
象的“基本信息”勾选“允许API批量访问”。

2.5 AppCube 使用了哪些编程语言？
AppCube是华为云为行业客户、合作伙伴、开发者量身打造的低代码应用开发平台，
通过拖拉拽的方式即可完成一般应用的开发，不单独依靠哪一种编程语言。其中，支
持的脚本功能使用的是TypeScript，页面事件使用的是JavaScript，底层使用GO语言。

2.6 AppCube 提供了哪些数据连接方式？
AppCube的数据连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消息类的数据

可以通过AppCube提供的数据接入能力，从外部数据源（如ROMA的MQS、
Kafka、设备接入 IoTDA等）获取数据。具体配置过程可参考如何配置数据接
入。

● 接口类的数据

通过AppCube提供的Rest服务、SOAP服务或脚本的http标准库进行第三方接口请
求。

● DMAX
当前的能力也支持在网络可达的前提下，通过数据库直连的方式进行可视化数据
的获取。具体配置过程可参考数据中心。

2.7 AppCube 支持使用第三方数据库吗？
AppCube支持使用第三方数据库。

● AppCube中的DMAX在构建可视化大屏时，提供了直连数据库（如MS SQL
Server、MySQL、Oracle和GaussDB）的能力。

a. 在DMAX界面，单击“数据中心”。

b. 在数据中心页签，选择“分类管理”，单击“+新建分类”，新建数据集和转
换器存放的目录，输入目录的名称，单击“保存”。

c. 在“数据源管理”页签，单击“+新建数据源”，数据源类型选择“关系型数
据库”，单击“保存”。

表 2-2 关系型数据库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数据源名
称

数据源的名称，用于标识该数据源。

数据库类
型

数据库支持的类型，当前支持MS SQL Server、MySQL、
Oracle和GaussDB。

域名 数据库所在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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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端口 数据库端口。

取值范围为：0-65535

架构名称 MS SQL Server数据库的架构名称。

当“数据库类型”配置为“MS SQL Server”时，该参数才会
显示。

用户名 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名。

密码 用户名密码。

数据库名
称

数据库实例名称。

数据库类型为GaussDB时，不需要配置该参数。

描述 该数据源的描述信息。

 
d. 在“数据集管理”页签，单击“+新增数据集”，设置相关参数后，单击“保

存”。

表 2-3 关系型数据库类型数据集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数据来
源

选择关系型数据库。

数据源
连接

选择c中创建的数据源。

数据集
名称

数据集的中文名称，用于标识该数据源。

分类 数据集所属的分类，选择b中创建的分类。

数据配
置

系统支持以下两种模式：

● 界面模式：该模式为界面化操作，需要选择具体的数据表、
返回字段。单击“+”可新增分组字段、设置展示数据的过滤
条件、将展示结果根据某个字段可进行升序或者降序排序、
限定返回的总记录数。

● SQL模式：请输入SQL语句，支持设置变量，变量定义格式
为“${变量名}”，选择“变量配置”可给变量设置默认值。
SQL语句示例如下：
select 季度, gpd GPD值, type 数值类型, from test.gpd where code = ${code};

SQL模
式

自定义的SQL语句，返回数据字段若为变量则需指定别名，同时
样例数据需使用别名。

“数据配置”选择“SQL模式”时，才显示该参数 。
示例：
select 季度, gpd GPD值, type 数值类型, from test.gpd where code = ${code};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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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选择数
据表

可选择具体的数据表。

“数据配置”选择“界面模式”时，才显示该参数 。

选择返
回字段

设置返回的字段，可设置字段别名。

“数据配置”选择“界面模式”时，才显示该参数 。

分组字
段

按该字段分组。

“数据配置”选择“界面模式”时，才显示该参数 。

过滤 设置展示数据的过滤条件。

“数据配置”选择“界面模式”时，才显示该参数 。

排序 将展示结果根据某个字段可进行升序或者降序排序。

“数据配置”选择“界面模式”时，才显示该参数 。

限制数
据行数

设置返回数据的行数。

“数据配置”选择“界面模式”时，才显示该参数 。

刷新数
据预览

可预览根据设置返回的数据。

 

e. 添加完成后，在大屏开发页面，选中对应的组件，单击组件上方的 ，即可
选择到已创建的数据集。

● 其他场景下，可以通过应用与数据集成平台（ROMA Connect）的FDI相关能力
来实现。FDI是ROMA Connect的数据集成组件，详情请参见数据集成指导。也就
是说，在AppCube中通过创建ROMA连接器，详情可参考对接华为云ROMA
Connect，实现与应用与数据集成平台（ROMA Connect）的对接，对接后通过
调用ROMA Connect的API，间接访问数据库。

2.8 在 AppCube 中，访问数据库的场景有哪些？
AppCube访问数据库的场景有以下几类：

● 业务数据模型构建

通过AppCube提供的Object可视化创建的方式进行构建。

● 业务数据CRUD操作

通过AppCube脚本中的数据库db标准库的相关方法实现，也可以通过服务编排中
的相关图元可视化编排来实现。

● 业务数据简单查询测试

通过AppCube控制态工具“数据调试”进行相关表数据sql查询操作，详情请参见
使用控制台分析查询SQL。

● 页面数据源

前端页面通过访问数据库获取数据源进行展示。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2 产品咨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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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AppCube 如何解决高并发、大数据的性能问题？
AppCube引擎层是基于GO语言自研的，GO语言的协程机制支持高并发。同时网络层
采用了ELB、Nginx进行负载均衡，合理动态的分担服务压力来满足业务高并发需求。

2.10 AppCube 是否支持私有化部署？
AppCube不支持私有部署。

2.11 使用哪些浏览器可以访问 AppCube？
请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访问AppCube开发环境、沙箱环境与运行环境；如果是
在AppCube运行环境部署的应用，您可以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进行访问。

2.12 开源框架地址说明
AppCube产品软件中引入了一些第三方开源框架，由此存在一些公网IP地址、公网
URL地址、域名、邮箱地址，该章节对这些地址进行简要说明。开源框架版本的发布
和维护都由开源团队负责，目前已经在开源社区积累了诸多问题的解决经验，如果遇
到框架使用问题而非AppCube插件问题，请到对应开源社区提问。

表 2-4 开源框架引入相关说明

公网地址等 说明

https://
rds.aliyuncs.com/

AppCube引入的Canal开源框架中存在该地址。引入
Canal主要用于同步MySQL数据库的增量数据到
ClickHouse中。

Canal开源社区：https://github.com/alibaba/canal

me@example.com 开源软件代码中用于测试判断的示例邮箱。

2.5.4.3等 规范规定的地址段常量。

3.3.2.1等 IP地址示例。

https://
opencollective.com/
core-js

AppCube引入node_modules后，开源软件代码中存在该
地址，用于错误示例或提示示例的地址信息。

https://
sindresorhus.com

开源软件代码中的示例地址。

'https://raw.github.com/
joyent/libuv/master/
include/uv.h

开源软件代码中用于下载nodejs头文件的配置文件地
址。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2 产品咨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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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地址等 说明

https://
{auth@}raw.githubuserc
ontent.com/{user}/
{project}/{committish}/
{path}

开源软件代码中用于地址拼接的模板。

https://saucelabs.com/
rest/v1

开源软件代码中用于配置CI工作的地址。

http://lesscss.org\n 开源软件代码中用于配置LICENSE的地址。

https://
raw.githubusercontent.c
om/ajv-validator/ajv/
master/lib/refs/
data.json

开源软件硬编码的地址。

https://262.ecma-
international.org/6.0/
#sec-property-
descriptor-specification-
type

开源软件代码中用于指定某个特性的公网地址。

http://
acs.amazonaws.com/
groups/global/AllUsers

开源软件中配置的白名单。

http://
acs.amazonaws.com/
groups/global/
AuthenticatedUsers
https://
registry.npmjs.org/

开源软件中配置的白名单。

https://github.com/
grpc/grpc-java/issues/
4017

grpc-java开源包，用于跟踪API的变化。

https://
stackoverflow.com/q/
5189914/28465

解析代码的问题讨论。

www.bouncycastle.org 普通字符串，用生成加密的种子。

https://
groups.google.com/d/m
sg/guava-announce/
zHZTFg7YF3o/
rQNnwdHeEwAJ

解析代码的问题讨论。

type.googleapis.com 资源名称。

http://www.slf4j.org/
codes.html

为slf4j使用说明网址。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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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地址等 说明

*.amazonaws.com 亚马逊S3存储客户端中的服务端地址和文档地址，其中
服务端地址仅当华为云帐号在系统设置中配置存储服务
使用S3时才会被使用。

*.myhuaweicloud.com 华为云内部访问地址，用于访问华为云一些基础云服
务，比如认证服务IAM。

foo.bar.com docker容器自带文档中的内容，一个不存在的地址，用
于作为某个域名的举例，业界惯例用法，不会被实际访
问。

kubernetes.io/docs,
*.k8s.io,
kubernetes-
csi.github.io/docs,
github.com/kubernetes

docker容器服务k8s文档地址，容器自带文档中的链接地
址，不会被实际访问。

man7.org/linux/man-
pages

Linux操作系统官方手册地址，操作系统自带，不会被实
际访问。

schemas.openxmlforma
ts.org，

schemas.xmlsoap.org,
www.w3.org

xml格式配置文档中的schema命名空间，不会被实际访
问。

access.redhat.com/
documentation

Redhat Linux操作系统官方手册地址，操作系统自带，
不会被实际访问。

github.com/go-sql-
driver

go语言SQL驱动包文档地址，不会被实际访问。

golang.org/pkg/unicode go语言官方字符编码包文档地址，不会被实际访问。

tools.ietf.org/html xml工具包中自带的文档链接，IETF是互联网国际标准组
织，该地址不会被实际访问。

weixin.qq.com 微信连接器访问微信服务端时的地址，只有业务应用中
使用了微信连接器时才会被使用，AppCube本身不会使
用。

www.sample.com 用于AppCube中需要用户配置域名的场景中作为举例使
用，一个不存在的地址，不会被实际访问。

https://clipboardjs.com/ 引用第三方库，用于文本复制到剪贴板。

开源社区：https://github.com/zenorocha/
clipboard.js.git

https://www.babylonjs-
playground.com/
textures/player.png

通过Babylon.js生成的一张图片。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2 产品咨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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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地址等 说明

https://
www.agora.io/en/sdk-
license-agreement/

引入声网sdk，用于实现视频直播功能。

http://unlicense.org/ 取消许可声明。

https://oli.me.uk/ Oliver Caldwell's blog博客地址。

https://github.com/
faisalman/ua-parser-js

第三方开源库，用于从用户代理数据中检测浏览器、引
擎、操作系统、CPU和设备类型/型号。

https://
docs.agora.io/en/Voice/
autoplay_policy_web_ng
?platform=Web

声网处理自动播放阻塞。

http://www.webrtc.org/
experiments/rtp-hdrext/
abs-send-
time"===e.extensionNa
me

出用自声网第三方库。

http://www.webrtc.org/
experiments/rtp-hdrext/
abs-send-time"

出用自声网第三方库。

http://www.webrtc.org/
experiments/rtp-hdrext/
abs-send-
time"===e.extensionNa
me

出用自声网第三方库。

http://www.ietf.org/id/
draft-holmer-rmcat-
transport-wide-cc-
extensions-01

ieft说明文档但网址无效。

http://www.ietf.org/id/
draft-holmer-rmcat-
transport-wide-cc-
extensions-01

ieft说明文档但网址无效。

http://www.apache.org/
licenses/LICENSE-2.0

Apache 版本2.0许可证。

https://img.yzcdn.cn/
vant/share-sheet-"+e
+".png":e}var[Xs,Gs,Qs

引自第三方库vant。
开源社区：https://gitee.com/vant-contrib/vant.git

https://
developer.mozilla.org/e
n-US/docs/Web/
Security/
Secure_Contexts

MDN Plus关于安全上下文的文档地址。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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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地址等 说明

https://img.yzcdn.cn/
vant/empty-image-"+o
+".png"

引自第三方库vant。
开源社区：https://gitee.com/vant-contrib/vant.git

https://img.yzcdn.cn/
vant/share-sheet-"+e
+".png":e

引自第三方库vant。
开源社区：https://gitee.com/vant-contrib/vant.git

https://img.yzcdn.cn/
vant/coupon-empty.png

引自第三方库vant。
开源社区：https://gitee.com/vant-contrib/vant.git

https://
raw.githubusercontent.c
om/stefanpenner/es6-
promise/master/
LICENSE

无证版权声明。

https://example.com Flv.js的一个网页请求。

http://www.w3.org/* xml格式配置文档中的schema命名空间，不会被实际访
问。

https://".concat(*) 开源软件代码中用于地址拼接的模板。

https://github.com/
popperjs/popper-core/
issues/*

github中的问题讨论。

https://github.com/
youzan/vant/issues/*

github中的问题讨论。

https://
developers.weixin.qq.co
m/community/
develop/doc/
00044ae90742f8c82fb7
8fcae56800

微信打开网页键盘弹起后页面上滑，导致弹框里的按钮
响应区域错位，微信开放社区论坛地址。

https://caniuse.com/
#feat=intersectionobser
ver

caniuse关于IntersectionObserver各个浏览器兼容性地
址。

https://img01.yzcdn.cn/
vant/*.png

vant库中的一张图片

https://guwii.com/
cache-issues-with-
forwards-and-back-
history-in-safari/

Safari中的前进和后退历史缓存问题博客地址。

https://lodash.com/ 引用lodash库。社区地址：https://github.com/
lodash/lodash.git

https://openjsf.org/ OpenJS官方首页。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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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地址等 说明

https://lodash.com/
license

openjs版权声明。

http://underscorejs.org/
LICENSE

lodash版权声明。

https://
developers.weixin.qq.co
m/community/
develop/doc/
00044ae90742f8c82fb7
8fcae56800

微信开放社区论坛地址。

https://caniuse.com/
#feat=intersectionobser
ver

caniuse关于IntersectionObserver各个浏览器兼容性地
址。

http://www.w3.org/
2000/svg

xml格式配置文档中的schema命名空间，不会被实际访
问。

https://guwii.com/
cache-issues-with-
forwards-and-back-
history-in-safari/

Safari中的前进和后退历史缓存问题博客地址。

http://www.w3.org/
2000/svg

xml格式配置文档中的schema命名空间，不会被实际访
问。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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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开通类

服务开通是指从免费试用、支付订单到进入AppCube控制台，看到“进入首页”、
“旧版入口”和“管理运行环境”（免费版暂不提供运行环境，专业版提供运行环
境）的过程。服务开通的相关操作，可参考注册租户。

3.1 在应用魔方只能看到开发环境或运行环境其中一个

问题描述

登录AppCube控制台后，在控制台中只能查看到开发环境或运行环境其中之一，如下
图。

图 3-1 AppCube 控制台中仅一个环境

解决方法
● 免费版当前仅开放开发环境，专业版和专享版不仅提供开发环境，还提供运行环

境。请参考购买商用租户，直接购买商用租户。

● AppCube免费版申请成功后，需要支付两个0元的订单（即管理页面和开发页
面）。若有订单未支付，其对应的入口就无法显示，请参考申请免费试用处理。

3.2 收到短信，应用魔方帐户即将到期，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

短信提醒应用魔方帐号即将到期。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3 服务开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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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步骤1 使用华为云帐号，登录华为云网站，在顶部导航栏右侧单击“控制台”，进入华为云
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上方，单击 ，选择服务实例所在的区域项目。单击 ，在查找框中搜
索“应用魔方”。单击查找出的结果，进入AppCube服务控制台。

图 3-2 在服务列表中找到应用魔方 AppCube

步骤3 单击页面上方“费用中心”，选择“续费管理”，进入费用中心控制台。

步骤4 选择待续费的服务，单击“续费”，关于更多续费管理的介绍请参见续费管理。

图 3-3 续费服务

----结束

3.3 AppCube 如何收费？
AppCube提供了如下三种套餐，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具体请参考规格说明。

● 免费版：0元/月，包含10个用户，免费使用。

● 专业版：1170元/月，默认包含30个用户，增加用户数将额外收取费用（39元/用
户/月）。提供更多功能和资源，适用于专业开发者。

● 专享版：具有物理隔离的运行环境。购买后，运行环境实例发放到租户虚拟私有
云中。专享版分以下三种规格：

– 500人：48000元/月，支持500用户。

– 2000人：82000元/月，支持2000用户。

– 5000人：128000元/月，支持5000用户。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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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管理

4.1 AppCube 中的角色、公共组和工作队列有什么区别？

图 4-1 AppCube 管理中心

AppCube中的角色、公共组和工作队列有不同的使用场景：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4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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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是某类用户的集合，更多场景指向部门组织结构，例如：CEO、经理、员工
等。角色之间可以有上下级关系。AppCube支持把用户加入某个角色进行集中管
理，还可以指定该角色的上级角色。

● 公共组是用户的集合，当这个集合中涉及不止一个用户、一种角色时，需要创建
公共组。公共组内可以包含用户、业务用户、其他公共组、角色或带有下属的角
色，类似微信群组、QQ群组。通常用作通知、指派处理人等。一个用户可以加入
多个公共组中。

● 工作队列相对于角色或者公共组来说，功能更丰富。除了包含多个用户、业务用
户、公共组、角色或带有下属的角色外，还支持如下功能：

– 绑定一个或多个对象。若工作队列绑定了对象，涉及这些对象的用户任务
（例如审批流）将会投递到该队列成员进行处理。

– 可以给工作队列配置一个公共邮箱，用于接收公共通知邮件。

– 给队列成员发送邮件。

4.2 如何获取用户或者业务用户的用户 ID？
在一些脚本、服务编排、页面代码执行逻辑的入参中可能需要用户或者业务用户的用
户ID。如何获取用户ID的方法如下：

● 获取某具体用户或业务用户的用户ID

a. 在AppCube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中心。

b.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用户”或者“用户管理 > 业务用户”。

c. 在右侧列表中单击具体的用户或者业务用户名，进入用户详情页。在浏览器
中的URL地址中携带了用户ID。

例如某用户详情页URL为“https://AppCube域名/studio/index.html#/
admin/user/10gd000000bcXXXXXXXX/detail”，加粗字体即用户ID。

例如某业务用户详情页URL为“https://AppCube域名/studio/index.html#/
admin/portaluser/10gg000000mXXXXXXXXX/detail”，加粗字体即业务
用户ID。

图 4-2 用户详情页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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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控制台获取所有用户或者业务用户的用户ID

a. 进入数据调试界面。

▪ 方式一：在AppCube环境上方单击“管理”，进入管理中心，单击右侧

图标，可以进行数据调试。

▪ 方式二：进入App视图，在左侧菜单栏下方单击 。

▪ 方式三：直接浏览器中输入“https://AppCube域名/studio/
console.html”，进入控制台页面进行数据调试。

b. 执行SQL语句，获取所有用户或者业务用户的用户ID。

▪ 获取所有用户ID的SQL语句为：select name,id from User

▪ 获取所有业务用户ID的SQL语句为：select name,id from PortalUser
也可灵活使用SQL语句查询表中其他字段。

图 4-3 获取所有用户 ID

● 通过查看标准对象的Records页获取所有用户或者业务用户的用户ID

a. 在开发工作台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模型 > 对象”，在对象列表页查找标
准对象User和PortalUser。
User对应用户表，PortalUser对应业务用户表。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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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择“User”或者“PortalUser”，单击“布局”页签，进入该对象的布
局。

c. 单击“XXX Records”，进入对象布局页面后，勾选记录ID，左侧会显示记录
ID值，即用户ID。默认勾选“Name”字段对应用户名。

图 4-4 查看记录 ID

4.3 系统预置的 owner 字段记录的什么用户？
AppCube为所有自定义对象预置了owner字段，如图4-5所示。该字段记录的数据分以
下几种：

图 4-5 预置的 owner 字段

● 用户通过前台页面录入的对象数据，owner字段记录的是录入数据用户的用户
ID。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4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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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通过页面添加数据

● 通过定时任务执行服务编排或者脚本触发的对象数据录入，owner字段记录的是
任务创建者的用户ID。

● 通过事件触发的对象数据录入，owner字段记录的是系统用户
ID“00000000000000000001”。

说明

可参考•使用控制台获取所有用户或者业务用户的用户ID在数据调试界面执行SQL语句“select
命名空间_对象名.owner from 命名空间_对象名;”获取owner取值。

图 4-7 查询 owner 取值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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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对象

5.1 不同租户间数据库对象怎么区分
AppCube是使用元数据保存数据的，一个租户的数据包含系统预置的元数据及租户自
定义的元数据，AppCube中预置的元数据完全相同，是集中存放在容器中，供所用租
户共享使用；租户自定义元数据物理存储在一起，逻辑上是隔离的。

5.2 对象里边的字段删除重建后，引用地方可能会报错

问题描述

目前页面引用、流程引用、触发器应用中，使用的对象字段，均通过字段id引用的，
如下图显示的是字段名，触发器中存的是字段id。

如果删除字段并重建同名字段，其字段id会发生变化。对于AppCube平台来说是两个
不同的字段，因此导致运行出错。

解决方法

打开并编辑触发器，重新选择新字段并保存启用即可。

5.3 如何刷新对象的布局页面？
对象的标准页面提供了Button元素，可以通过定义Button来配置执行脚本，通过脚本
刷新页面。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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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进入对象标准页面的配置界面。

步骤2 单击页面上方获取锁图标 ，从组件中选中按钮进行拖入。设置按钮显示名称为“刷
新”。

步骤3 选择“刷新”按钮组件，右侧区域选择“事件”，单击点击事件后面的“+”。

即可进入事件编排器。

图 5-1 设置按钮

步骤4 编辑事件代码为“context.$page.reload()”，单击“创建”，调用预置接口刷新当前
页面。

步骤5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 ，保存页面。关闭事件编排器，返回到页面。

----结束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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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如何彻底删除目录树中的数据？
当前目录树只是一个视图，在App视图目录树中删除只是删除了引用，并没有删除实

体。要彻底删除实体，需要进入左侧栏的 页签，选择对应的资源进行删除。

图 5-2 删除自定义对象

图 5-3 删除服务编排

标准页面对应对象的layout 布局页，需要进入对象详情内的“布局”页签进行删除。

图 5-4 删除标准页面对应对象的 layout

删除组件，需要进入组件详情页面进行删除。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5 应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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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删除 Widget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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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编排

6.1 服务编排中涉及数据操作的脚本图元，在其他图元操作失
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回滚？

如果脚本中涉及数据增/删/改等操作，默认是脚本图元后边的图元失败的情况下，脚本
里边的操作进行回滚；如果脚本里单独写了独立事务transaction，则不进行回滚。

独立事务的具体写法如下：

如下红框的内容，如果在脚本中写了后，则表示开启了独立事务，即使引用它的服务
编排失败，则事务操作也不会回滚。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6 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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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于一些小尺寸电脑，有时存在一些数据显示不全的现
象，有特定的缩放按钮吗？

您可以使用“Ctrl”+鼠标滚轮向前向后滚动缩放画布大小，调整画布显示。

6.3 事件触发的服务编排，发送事件后，服务编排没有运行

问题描述

事件触发的服务编排，发送事件后，服务编排没有运行，且关联的状态机也没有运
行。

解决方法

步骤1 查看服务编排是否已被启用。

● 若没有启用，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区域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 若已启用，执行下一步。

步骤2 查看事件是否已被启用。

● 若没有启用，在事件的“基本信息”页签，单击“启用”，启用该事件。

● 若已启用，执行下一步。

步骤3 查看该事件的“订阅”页签，在订阅者列表中，是否有该服务编排。

● 若没有，检查服务编排的启动类型，是否是“Event Trigger”，且触发的事件是
否配置正确。

● 若有，执行下一步。

步骤4 通过日志跟踪功能，根据日志进一步分析。

1. 在AppCube开发环境上方单击“管理”，进入管理中心，在右侧单击图标 。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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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开启日志跟踪

您也可在App/BO/原生服务开发界面，单击左下角 ，在页面下方弹出日志跟踪
界面。

2. 设置租户级完整日志，单击 ，开启日志追踪。

图 6-2 开启日志跟踪

3. 如图6-3所示，在事件列表页，测试发送该事件。

图 6-3 测试发送事件

4. 查看日志，检查是否是参数错误或流程执行异常导致，修改后重试。

步骤5 如果发送事件还是不能触发服务编排，则可能是Kafka异常或者消息有积压导致，需要
联系运维处理。

----结束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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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服务编排、BPM 流程编排中引用的资源无法编辑

问题描述

已获取锁状态下，服务编排、BPM流程编排中引用的资源无法编辑。

如下图所示，服务编排“gz__FlowA”（gz为命名空间）中调用其他服务编排
“gz__FlowB”，“gz__FlowA”处于已获取锁状态下，无法编辑调用资源
“gz__FlowB”的入参和出参。

图 6-4 服务编排中无法编辑

解决方法

新版本AppCube的服务编排、BPM流程编排只允许调用当前应用下的资源（例如脚
本、服务编排、对象），不允许跨应用调用资源。

若老版本中创建的服务编排、BPM流程编排调用了不同应用下的资源，不会影响运行
态效果，在开发环境的服务编排、BPM流程编排中无法编辑其调用的资源。

问题描述示例中，若需要可编辑“gz__FlowB”出参入参，处理思路为：若多个应用需
要调用某个共同的资源，建议在BO中新建公共资源，在应用里内部依赖或者外部依赖
导入BO，再调用该资源。具体步骤如下：

1. 创建BO，将需要调用的资源封装为BO中的公共接口。

a.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行业应用”，再单击“创
建BO”。

创建一个BO，用于将脚本或者服务编排等资源进行封装，提供给其他服务调
用。

b. 填写BO基本信息，例如标签和名称为“BOTest”，单击“创建”。

c. 在BO中新建需要调用的资源“gz__FlowC”，该资源与需要调用的资源

“gz__FlowB”定义相同。新建后单击编辑器上方 启用图标。

新建“gz__FlowC”后，该资源可见性默认为“公开”，表示在其他应用中可
调用该资源。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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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参考图6-5和图6-6在BO中新建公共接口，该接口用于封装“gz__FlowC”。

在BO开发页面中，单击左下角的“服务”新建API时，需要指定版本号，且
接口区分“公共接口”和“私有接口”。

“公共接口”页面创建接口是提供REST接口给第三方系统或者内部系统调
用；“私有接口”页面创建接口是提供SDK接口给内部系统调用。这里选择
“公共接口”。

图 6-5 新建公共接口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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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封装“gz__FlowC”

2. 进入服务编排所属的应用，引入BO，在服务编排中使用BO图元调用接口，从而
调用资源。

a. 进入服务编排“gz__FlowA”所在的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Internal
dependencies”或“External dependencies”旁的“+”，选择“BO服
务”，添加“BOTest”。

添加后在该应用的服务编排中才可以调用BO服务。

说明

“Internal dependencies”为内部依赖文件夹，导入的BO服务或者Native服务，在
打包上层应用时也会随应用打包发布出去；“External dependencies”为外部依赖文
件夹，导入的BO服务或者Native服务，在打包上层应用时不会打包出去。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6 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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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应用中添加 BO 服务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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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选择 BO

b. 参考图6-9在服务编排“gz__FlowA”改用BO图元，调用该公共接口，注意
API类型选择“REST”。

在服务编排“gz__FlowA”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BO”，从“Others”下拖

拽1.b定义的“BOTest”至画布，在画布中选中BO图元，单击 ，在
“BO”页面进行配置，使用BO图元调用接口。

图 6-9 调用 BO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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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BO 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服务版
本

BO中的自定义API的版本号。 从下拉框选择。

系统会将BO中所有自
定义API的版本值集中
放置在该下拉框取值
下。

API类
型

API类型，分为REST或SDK。 选择“REST”。

操作方
法

BO中已自定义好的API接口。 从下拉框选择。

入参/
目标

当选择具体操作方法（API）后，API的
输入参数将会显示在入参的目标列。

系统会将选择的API的
所有入参自动显示在目
标列。当没有入参时，
不显示。

入参/
源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需要和目标的参数
类型保持一致。该源会将服务编排中的
变量赋值给调用API的输入参数。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
量或者直接输入“{!变
量名}”给目标赋值。

出参/
源

当选择具体操作方法（API）后，API的
输入参数将会显示在出参的源列。

系统会将选择的API的
所有出参自动显示在目
标列。当没有出参时，
不显示。

出参/
目标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需要和输出参数的
类型保持一致。API中的输出参数赋值给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供服务编排使用。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
者直接输入变量。

 

说明

或者还是使用“子服务编排”图元，在“服务编排实例”中选择1.c新建的
“gz__FlowC”。

6.5 如何实现某一资源被多个应用的服务编排调用？
处理思路为：在BO中新建并开发该资源，再封装成公共接口，在多个应用里内部依赖
或者外部依赖导入BO，再调用该资源。具体步骤如下：

1. 创建BO，将需要调用的资源封装为BO中的公共接口。

a.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行业应用”，再单击“创
建BO”。

创建一个BO，用于将脚本或者服务编排等资源进行封装，提供给其他服务调
用。

b. 填写BO基本信息，例如标签和名称为“BOTest”，单击“创建”。

c. 在BO中新建需要调用的资源“gz__FlowC”。新建后单击编辑器上方 启用
图标。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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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gz__FlowC”后，该资源可见性默认为“公开”，表示在其他应用中可
调用该资源。

d. 参考图6-10和图6-11在BO中新建公共接口，该接口用于封装
“gz__FlowC”。

在BO开发页面中，单击左下角的“服务”新建API时，需要指定版本号，且
接口区分“公共接口”和“私有接口”。

“公共接口”页面创建接口是提供REST接口给第三方系统或者内部系统调
用；“私有接口”页面创建接口是提供SDK接口给内部系统调用。这里选择
“公共接口”。

图 6-10 新建公共接口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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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封装“gz__FlowC”

2. 进入需要调用资源的应用，引入BO，在应用的服务编排中使用BO图元调用接
口，从而调用资源。

a. 进入需要调用资源的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Internal dependencies”或
“External dependencies”旁的“+”，选择“BO服务”，添加
“BOTest”。

添加后在该应用的服务编排中才可以调用BO服务。

说明

“Internal dependencies”为内部依赖文件夹，导入的BO服务或者Native服务，在
打包上层应用时也会随应用打包发布出去；“External dependencies”为外部依赖文
件夹，导入的BO服务或者Native服务，在打包上层应用时不会打包出去。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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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应用中添加 BO 服务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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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选择 BO

b. 参考图6-14在服务编排“gz__FlowA”中使用BO图元，调用该公共接口，注
意API类型选择“REST”。

在服务编排“gz__FlowA”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BO”，从“Others”下拖

拽1.b定义的“BOTest”至画布，在画布中选中BO图元，单击 ，在
“BO”页面进行配置，使用BO图元调用接口。

图 6-14 调用 BO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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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BO 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服务版
本

BO中的自定义API的版本号。 从下拉框选择。

系统会将BO中所有自
定义API的版本值集中
放置在该下拉框取值
下。

API类
型

API类型，分为REST或SDK。 选择“REST”。

操作方
法

BO中已自定义好的API接口。 从下拉框选择。

入参/
目标

当选择具体操作方法（API）后，API的
输入参数将会显示在入参的目标列。

系统会将选择的API的
所有入参自动显示在目
标列。当没有入参时，
不显示。

入参/
源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需要和目标的参数
类型保持一致。该源会将服务编排中的
变量赋值给调用API的输入参数。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
量或者直接输入“{!变
量名}”给目标赋值。

出参/
源

当选择具体操作方法（API）后，API的
输入参数将会显示在出参的源列。

系统会将选择的API的
所有出参自动显示在目
标列。当没有出参时，
不显示。

出参/
目标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需要和输出参数的
类型保持一致。API中的输出参数赋值给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供服务编排使用。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
者直接输入变量。

 

6.6 可以跨应用引用资源？
AppCube1.3.8版本后，不支持跨应用引用资源。具体说明如下：

● 应用能访问的资源范围为当前APP/BO内的资源、依赖APP/BO的公开资源（具体
可参考解决方法）和全局资源（无APP/BO归属的）。

● AppCube1.3.8版本上线前创建的资源均属于全局资源。

● BO默认对外开放的范围：Custom API（即公共接口，给第三方系统或者内部系统
调用）、SDK（即私有接口，给内部系统调用）、公开的服务编排/脚本/流程编排
BPM/对象/事件等、BO的配置页面。

● BO默认对外部隔离，即可视不可运行的范围：私有的服务编排/脚本/流程编排
BPM/对象/事件等。

● 应用默认对外开放的范围：Custom API（即公共接口）、公开的服务编排/脚本/
流程编排BPM/对象/事件等、APP的配置页面。

● 应用默认对外部隔离，即可视不可运行的范围：私有的服务编排/脚本/流程编排
BPM/对象/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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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on应用的调用和定制范围：可以调用Base应用的Custom API（即公共接
口）、基于公开的服务编排/脚本/流程编排BPM/对象做定制，可以复制Base应用
的页面，在Addon应用中创建新的页面。

● 基于Base应用开发的Addon应用, 不支持基于Addon应用再做二次定制。

● 当前所有的限制都是在编译打包时生效，开发时/运行时这种限制不生效。

6.7 服务编排、BPM、脚本中发送邮件功能不可用

问题描述

进入应用时提示：您的租户没有配置默认邮件服务器地址，将会导致在服务编
排/BPM/脚本中发送邮件功能不可用。请点击此处进行配置。

图 6-15 界面提示

解决方法

如果应用已安装至沙箱或运行环境，沙箱或运行环境中发送邮件功能不受影响，在服
务编排/BPM/脚本中发送邮件，发件邮箱默认为AppCube提供的邮箱：
appcube@huaweicloud.com。在开发环境中，需要配置租户的默认邮件服务器，请按
照如下步骤处理：

1. （可选，若租户使用的邮箱已开通SMTP功能，可跳过该步骤）租户使用的邮箱需
要提前开通SMTP功能。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mpleMailTransferProtocol，简称SMTP），是一种提供可
靠且有效电子邮件传输的协议。本案例以介绍网易163邮箱如何让开通SMTP功能
为例进行说明。不同类型邮箱开通SMTP方式不同，请使用搜索引擎，搜索关键字
如“126邮箱如何开启SMTP”，查找对应开通方式。

a. 租户使用电脑，打开浏览器，登录网页版网易163邮箱。

b. 单击上方“设置”，选择“POP3/SMTP/IMAP”。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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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开启“IMAP/SMTP”服务（也可同时开启“POP3/SMTP”）。

d.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继续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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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手机扫描弹框中的二维码，发送短信进行验证，单击“我已发送”。

f. 成功开启SMTP功能后，界面会显示授权码，记录该授权码。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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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使用QQ邮箱时，必须使用QQ企业邮箱来开通SMTP。

2. 在AppCube环境中配置相关参数。

a. 单击请点击此处进行配置。或者在AppCube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中

心，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公司配置 > 公司信息”，单击 。

b. 在参数配置页面配置“默认SMTP邮箱服务器”区域参数，单击“保存”。

表 6-3 默认邮件服务器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 用户名 邮箱的用户名，如果未修改过，默认为邮箱地址。

示例：example@163.com

* 密码 邮箱开通SMTP功能时生成的授权码，是一段随机字
符。

示例：配置为1.f获取的授权码。

* 发件人 填写发件人的邮箱地址。

示例：example@163.com

* SMTP服务地址:
端口

配置为邮箱开通SMTP功能时的SMTP服务器地址和端
口号。

常用邮箱开启SMTP后，SMTP服务器地址及端口请参
见表6-4。

示例：smtp.163.com: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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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常用邮箱 SMTP 服务器地址及端口

邮箱 SMTP服务器地址 服务端口

163邮箱 smtp.163.com ● SSL协议时，配置
为465或者994

● 其他协议时，配
置为25

126邮箱 smtp.126.com 25

YEAH邮箱 smtp.yeah.net 25

QQ企业邮箱 ● 国内用户：
smtp.exmail.qq.com

● 海外用户：
hwsmtp.exmail.qq.com

使用SSL协议，端口
为465

SINA邮箱 smtp.sina.com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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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脚本开发

7.1 脚本中可使用哪些资源？
脚本支持TypeScript代码，兼容ES5 JavaScript语法，只可使用平台封装的标准库API
TypeScript。相关参考链接如下：

● TypeScript

● 脚本标准库

7.2 脚本编写只能写 TS 吗，JS 不能写吗？
页面中相关的是JS代码，在AppCube中单独创建的脚本采用的是TS。

7.3 脚本执行 sql 语句可以不用@useObject 修饰数据对象
吗？

问题描述

脚本执行db.sql().execute()不能像下图提供的方法动态使用数据对象吗？

例如：使用db.dynamicObject("User")就不用@useObject(['User'])了，而
db.sql().execute("SELECT * FROM User")还是要用@useObject(['User'])，否则会报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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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dynamicObject方法的应用场景是在不明确是操作哪个对象表的情况下，比如以参数的
形式从外部赋值，而不是确定的表名字。

db.object是用于操作对象表确定的情况下，所以需要使用@useObject进行声明，请参
考下图。

7.4 AppCube 脚本怎么返回 zip 压缩文件内容？
示例脚本如下：

import * as zip from 'zip'
import * as buffer from 'buffer'
import * as text from 'text';
import * as context from 'context';

let bytes = text.bytes('I want to be binary');

let buff = buffer.from("some data");

let fileMap = {
    "/testdir/test.txt": "this is the data in test.txt",
    "/testdir/demo/bytes.txt": bytes,
    "/testdir/demo/buff.txt": buff.bytes(),
}

let stream = zip.compression(fileMap);

let resp = context.getHttp().response;
resp.set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zip");
let size = len(stream);
resp.setHeader('Content-Length', <string><any>size);
// 这里只是把zip二进制流返回给浏览器，浏览器需要依据Content-Type来解析
resp.setBody(stream);

7.5 如何用脚本导出 xls 文件让用户下载？
AppCube提供了“excel”脚本标准库，用于操作Excel文件，例如生成Excel文件。由
于AppCube脚本编排的标准输出格式是JSON，因此这里需要做一些特殊处理，让系统
生成非JSON数据才能实现xlsx文件导出。

步骤1 登录到AppCube开发环境，在首页“项目”下“我的应用”中，单击一个应用，进入
该应用开发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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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将光标放在某个文件夹（例如Logic）上，单击界面上出现的“+”，在弹出菜单中选
择“脚本”。

步骤3 在弹窗中，选中“创建一个新脚本”，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
“cube__download”，单击“添加”。

步骤4 在代码编辑器中插入如下脚本代码。
import * as excel from 'excel';
import * as context from 'context';
import * as buffer from 'buffer';

export class Downlaod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do a operation" })
    run(): void {
        // 原始数据，可以从数据表中获取，此处为了演示方便，使用静态数据
        let binary = excel.encode(['a', 'b', 'c'], [{ 'a': 1, 'b': 2, 'c': 3 }, { 'a': 4, 'b': 5, 'c': 6 }, { 'a': 7, 'b': 2, 'c': 3 }]);

        // 对于 Excel2007 以上版本的 .xlsx 文件，需要设置内容类型为 application/vnd.openxmlformats-
officedocument.spreadsheetml.sheet
        context.getHttp().response.set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vnd.openxmlformats-
officedocument.spreadsheetml.sheet;base64');
        // 直接把二进制作为请求体返回       
 context.getHttp().response.setBody(buffer.fromBytes(binary).toString(buffer.Encoding.Base64));
    }
}

此时，后端返回了一个base64编码的二进制数据，并非JSON格式，所以直接运行脚本
不会有输出。需要在前端页面匹配处理这种数据才行。

步骤5 在标准页面上调用“cube__download”脚本。为了简化配置，此处没有把脚本封装为
公共接口，实际使用时业务应该使用公共接口进行封装以便实现更细粒度的权限控
制。

以jQuery的ajax方法为例，代码如下：

var url = "/u-route/baas/script/v1.0/run/cube__download";

context.$utils.getCSRFToken().then(function(token) {
    $.ajax({
        type: "POST",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responseType':"arraybuffer",
            'csrf-token': token,
        },
        url: url,
        data: JSON.stringify({}),
        dataType: 'text',
        async: false,
        success: function(resp){
            var fileName = "test" + '.xlsx';
            var file = new Blob([s2ab(atob(resp))], {type: ''});
            if (window.navigator.msSaveOrOpenBlob) { //IE浏览器下载
                window.navigator.msSaveOrOpenBlob(file, fileName);
            } else {  
                var fileUrl = URL.createObjectURL(file);
                var a = document.createElement('a');
                a.href = fileUrl;
                a.target = '_blank';
                a.download = fileName;
                document.body.appendChild(a);
                a.click();
            }
        },
        error: function(re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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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2ab()是数据处理的关键，这个方法名字是“string to array buffer”的缩写，意思是
把字符串转换为ArrayBuffer类型，以便让前端可以处理二进制数据。其函数定义如
下：

function s2ab(s) {
    var buf = new ArrayBuffer(s.length);
    var view = new Uint8Array(buf);
    for (var i=0; i!=s.length; ++i) {
        view[i] = s.charCodeAt(i) & 0xFF;
    }
    return buf;
}

上述代码中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 Header里面需要增加'responseType':"arraybuffer"；
● Header里的类型：dataType: 'text'；
● Header里增加csrf-token。

----结束

7.6 脚本里如何支持 multipart/form-data 请求？
脚本标准库提供了“multipart”，可支持multipart/form-data请求， 具体示例代码
如下：

import * as http from 'http';
import * as mp from 'multipart';
import * as buffer from 'buffer';

let w = mp.newWriter();

let bytes = buffer.from("hello,中国");

w.setBoundary("--ABC");

let mimeHeader = {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upload_file"; filename="a.tx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octet-stream']
}

w.writeBuffer(mimeHeader, bytes);

w.writeField("name", "Trump");
w.close();
let client = http.newClient();

let req : http.Request = {
  data: w.buffer().bytes(),
  headers: {
      "Content-Type": w.formDataContentType(),
  }
}
let resp = client.post('ip', req);

console.log("response = ", r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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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准页面

8.1 在标准页面中如何调用服务编排或者脚本？

方式一：通过编辑事件实现

在标准页面的事件编排中，在具体的动作上“自定义JS代码”中编写相关代码，以实
现页面组件与后台接口（服务编排或者脚本）之间的交互。

通过编辑事件，定义JS代码，来实现页面组件与后台接口（服务编排或者脚本）之间
的交互。

步骤1 在标准页面的设计页面左侧选择组件页签，右侧区域选择“事件”，单击具体事件后
面的“+”，即可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步骤2 从左侧“动作”区设置"内置动作"或"自定义动作"，自定义动作需定义自定义JS代码逻
辑，可单击代码区域右侧的 ， 大化自定义JS代码页面。

图 8-1 页面自定义 JS 代码

步骤3 在左侧模板代码中单击服务编排或者脚本左侧图标，复制代码到右侧代码编辑区域，
即可出现系统预置的经典接口。详细的调用方法说明请参见系统内置的JS代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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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预置接口代码

----结束

方式二：通过定义服务模型实现

定义服务模型类型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
inputParam和outputParam节点。

通过定义服务模型类型的数据模型，调用后台接口（服务编排或者脚本）。这里以
Input输入框组件配置为例介绍说明。

步骤1 在标准页面的设计页面单击输入框组件，在属性“数据绑定”中单击 ，为输入框设
置数据源。

图 8-3 绑定模型

步骤2 在“选择模型”页签单击“新增模型”。

步骤3 在“模型名称”中设置名称，在“来源”选择“服务”，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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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选择服务模型

步骤4 在“选择服务类型”中根据需要选择调用的服务是Flow或者Script，“选择服务”中选
中具体的Flow或者Script名，单击“下一步”。

图 8-5 设置具体服务

步骤5 系统自动生成了默认run方法，您可单击“新增方法”增加其他调用接口。单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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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确认方法

步骤6 在选择模型页面选中新建的模型，可为该组件设置数据源。

----结束

8.2 如何开发有子表的表格？
当表格中的数据有父子关系，可在表格属性中开启“树形数据”开关，并指定关联字
段后，可展示出树形结构的父子表格。

例如：系统中存在如图8-7所示的数据，数据之间存在父子关系，效果需要展示成“树
形数据”，如图8-8所示，明确层级关系。您需做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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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数据源

图 8-8 树形数据

1. 首先查看数据对应的对象，查看数据列的字段名。若需要构造如图8-7所示的数
据，在新建对象，新增如下图所示自定义字段后，打开布局页签，选中“对象名
Records”数据记录页，新增图8-7所示的数据。

2. 在标准页面中选中表格组件，新增模型，设置为对象模型，选中上一步的对象。
设置表格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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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设置数据绑定

图 8-10 新增模型

图 8-11 设置对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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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设置关联字段

图 8-13 选中模型

3. 在标准页面中选中表格组件，开启“树形数据”开关，设置如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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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览该页面，可查看到如图8-8所示层级关系。

表格组件需要以树形展示有个前提条件：表格绑定的模型中存在取值上有父子关系的
两个字段，再举例如下：

图 8-14 举例

上述模型中，“主管”字段的值来源于“名称”，这两个字段就可以认为是父（主
管）子（名称）关系，而“部门”字段仅在逻辑上和“名称”是父子关系，取值上并
不是，这一点极易混淆。基于上述前提，就可以在表格的属性面板中绑定上述模型，
开启“树形数据”开关，然后配置“主管”为父字段，“名称”为子字段。

图 8-15 配置父子节点字段

设置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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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在标准页面组件较多时，如何快速选中组件？

方式一：使用组件导航，选中目的组件

当页面中组件过多，不易选择某个组件时，可以先选择该组件附近的某个子组件，当
选中子组件后，“组件导航”上将显示它的html标签层级；直接单击标签层级，即可
快速切换组件。

如图8-16所示，当不易选择栅格容器时，可以先任意选择栅格容器中的某个子组件，
当选中子组件后，“组件导航”上可以显示子组件“多行输入框”之前的组件层级，
在“组件导航”上，直接单击“栅格容器”，即可快速选中该栅格容器。

方式二：使用“组件树”，选择目的组件

选中某个组件后，可以展开组件树，可以根据组件名，也快速选中目的组件。

图 8-16 选择目标组件

8.4 在标准页面中添加组件时，如何准确拖动到目标位置？
在标准页面组件较多，向页面添加组件时，可以先开启“外层容器”，开启后，组件
之间将会显示明显间距，此时再进行拖拽组件操作时，即可准确的将组件拖动到目标
位置。

先检查“外层容器”是否已开启状态。如果不能确定是否已开启，可以先关闭，然后
再重新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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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7 启用外层容器

8.5 表格显示字段太多，页面无法完整地清楚显示出每个字
段，也没有横向的拖动条

问题描述

表格显示字段太多，页面无法完整地清楚显示出每个字段，也没有横向的拖动条。

解决方法

如果表格字段太多，无法正常显示，可以在页面的“样式代码”里添加样式代码，请
参考图8-18输入以下样式：
.ivu-table-row td{
width:100px;
}

如果当前“样式代码”为空，直接将此样式粘贴到“样式代码”中，然后保存页面即
可；如果在“样式代码”中有较多样式，需要先找到表格所在的class名，然后在此
class中增加以上表格样式代码，并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列宽度，增加样式后，预览的时
候，即可看到拖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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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8 在样式代码中增加表格列宽样式

8.6 如何过滤掉下拉框中多余的选项值？

问题描述

如何实现下拉框选项值根据某输入框中值筛选显示，而不是显示全部选项值。

某商品分为上架、下架、测试三个阶段。当前商品导航条页面下拉框A中，展示的选项
是所有状态的商品，会出现很多脏数据，导致用户难以正确选取。此时，可以通过添
加一个输入框B，实现下拉框A的选项值根据输入框B输入的值进行刷选。例如，输入
框B中输入Online，下拉框A中只显示所有上架状态的商品，如图8-19。

图 8-19 实现效果

解决方法

这里可以通过设置标准页面的输入框和下拉框，来实现自定义下拉框选项取值。

步骤1 向标准页面工作区域拖入一个“输入框”组件，在输入框属性设置中单击 进行数据
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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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 拖入输入框

步骤2 单击“新增模型”。

步骤3 设置模型名称，例如设置为“Key”，选择“自定义”，单击“下一步”。

图 8-21 配置自定义模型

步骤4 单击“新增节点”，新增“value”字段，字段类型为Text，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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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新增节点

步骤5 单击“确定”。

步骤6 选中创建的数据模型的“value”字段，单击“确定”。

图 8-23 选中字段

步骤7 选中输入框组件，选择“事件”页签，在“失去焦点”后单击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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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4 设置事件

步骤8 在代码编辑区域编辑事件代码，单击“创建”。

图 8-25 自定义 JS 代码

系统中已存在商品对象“CNAME1__Product__CST”，并有“name”和
“CNAME1__status__CST”两个字段，分别是商品名和商品状态，且已有对象数据。
该事件代码实现的是将输入框中输入值value等同于商品状态的商品名取出来，返回到
“list”列表中。

// 当前组件 
// let _component = context.$component.current 

应用魔方
常见问题 8 标准页面

文档版本 01 (2022-11-23)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2



// 获取名字为${modelName}的数据模型 
// let _model = context.$model.get('${modelName}') 
// debugger 
context.object("CNAME1__Product__CST").query({condition:{ 
    conjunction: "AND", 
    conditions: [ 
        { field: "CNAME1__status__CST", operator: "eq", value: context.$model.get("Key").getData().value } 
    ] 
}}).then(function (resp) { 
    context.$model.get("list").setData(resp.map(function (o) { 
        return { 
            display: o.name, 
            value: o.id 
        } 
    })); 
});

步骤9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 ，保存页面。

步骤10 向标准页面工作区域拖入一个“下拉框”组件，在选择框“选项”属性设置中，单击
属性后的 。

图 8-26 拖入选择框

步骤11 参考2~6，创建自定义“list”数据模型，该模型中新增“display”和“name”两个字
段，选中“list”。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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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7 新增 list 模型

步骤12 依次单击该标准页面上 和 。

页面预览效果如图8-28所示。在输入框中输入“Online”，下拉框中只显示处于
“Online”状态的商品选项。设置成功。

图 8-28 页面预留

----结束

8.7 标准页面的 URL 格式是怎样的
平台内部的规则是“/besBaas/page#/页面名称”；对象的布局页面也是通过标准页面
实现的，所以您可以通过查看对象的布局页面，了解其规则。

步骤1 选择对象的标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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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9 对象的布局页面

步骤2 单击标准页面上方 。

系统显示预览页面，url如下图所示。

图 8-30 预览

----结束

8.8 调测标准页面时，控制台报错：[page-data-store]
adding root-level reactive property is not supported in
Vue

问题描述

按“F12”或者“Ctrl + Shift + I”开启浏览器调试工具，调测标准页面时，控制台报
错：[page-data-store] adding root-level reactive property is not supported in
V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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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1 界面报错

解决方法

出现该错误，一般是页面中模型的使用不规范造成的。

● 检查下自定义JS代码里使用的模型变量是否在模型里有定义。如果存在未定义的
模型变量，请定义该变量。

● 还有一种场景是页面使用了“弹出对话框”组件，这种场景下AppCube会默认弹
框子页面和父页面在同一个页面里，子页面里的模型和父页面的模型会合并，此
时如果两个页面有同名的模型也会引发这个错误。这种情况需要检查模型名称，
保证不重名。

8.9 标准页面弹窗的“onOk”事件中不想关闭弹窗该怎么处
理？

问题描述

标准页面弹窗的“onOk”事件中不想关闭弹窗该怎么处理？

图 8-32 自定义 JS 代码

解决方法

“onOK”是系统预置事件，不提供阻止窗口关闭的能力，对于类似需求，可以通过将
“footerHide”属性设为“true”，来屏蔽弹窗中的预置功能按钮，改为弹窗引用业务
页面自己的相应功能按钮，并在按钮事件中实现所需校验、提示、关闭等处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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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dialog.popup({
  title: 'Title',
  page: '{{pagename}}',
  width: 600,
  height: 500,
  footerHide: true, //修改此处自定义功能按钮
  showCancel: true,
  okText: 'ok',
  params: {},
});

8.10 如何理解标准页面中的数据模型？
标准页面类似于Vue的数据双向绑定，通过绑定数据模型可以快速获取后台数据，并体
现到页面组件上，因此为了获取后台数据，则需要先定义页面数据模型，再进行与前
端组件的绑定。在将模型与前台页面组件绑定后，开发者只需要关注模型数据的实例
化和处理，不需要关注页面的渲染和展示。

每个和数据有关的组件，在其属性面板侧都可进行数据绑定。

绑定分为以下两种

● 值绑定：组件的返回值，也可以理解为默认的属性value绑定。典型的值绑定场景
有表单，表格，列表视图；输入框、下拉框等基础组件对应的value属性，类似
Vue的v-model。

● 属性绑定：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典型的属性绑定场景有下拉框组件的
选项值，步骤条组件的步骤值，组件的隐藏展示根据数据模型动态展示等，类似
Vue的v-bind。

如果某组件属性绑定了数据模型，会以数据模型值为 高优先级，即以模型值为准，
忽略设置的静态值。例如需要隐藏某组件，可将该组件属性值“隐藏”配置为布尔类
型模型字段，在自定义JS代码中来控制模型字段取值，从而设置该组件是否隐藏，这
种动态设置优先级是 高的。您也可通过打开该组件的属性“公共”下“隐藏”开
关，静态配置该组件隐藏。

图 8-33 数据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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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4 静态配置

如何定义数据模型请参考定义页面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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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级页面

9.1 如何在编排页面时不加载组件库资源？

问题描述

在开发环境编排页面时，不需要加载依赖库。

解决方法

步骤1 在App视图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页面设置”。

步骤2 选择“资源”页签，在不需要加载的库资源所在行单击 ，将“开发页面不加载”开
关打开。

说明

请确认不影响开发页面的功能后打开“开发页面不加载”，便于减少在开发时的资源加载。

----结束

9.2 高级页面离线 Scaffolding 工具安装问题汇总

问题 1：安装 assets_starter 工具之前，需要安装哪些基础工具？

需要安装以下基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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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低于12.16.1版本的Node.js
● yarn
● 2.7.6版本的Python。具体安装过程及环境变量的设置可参考相应官网。

问题 2：“yarn run bootstrap”加载工程相关依赖所需要的网络？
● 如果是华为公司内部，请使用“huawei-guest”网络。

● 如果非华为公司网络，则需保证外网镜像资源可访问。

问题 3：命令行创建 widget 工程时出现乱码，但不影响功能使用？

命令行创建widget工程，出现乱码时，可以在cmd窗口，使用“chcp”命令查看当前
字符集，如果不是“utf-8”，使用“chcp 65001”命令，将字符集修改为“utf-8”即
可。

问题 4：在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 ui”命令时，报错“spawn cmd
ENOENT”。

请检查环境变量是否正确配置，例如报错用户没有配置环境变量“C:\Windows
\System32”（请查找“System32”所在路径后再配置），配置后，再次执行命令无
报错。

问题 5：在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 ui”命令时，提示“magno: command not
found”或“permission denied: magno”。

使用Mac终端安装脚手架工具时，安装后，在cmd命令窗口下执行“magno ui”命
令，正常情况会显示打开操作界面的URL地址，但是提示“magno: command not
found”或者“permission denied: magno”。可能是用户没有执行权限导致的，需要
给用户添加执行权限。

1. 在命令行窗口执行命令“yarn global bin”，查看用yarn安装的全局命令的目
录，切换到该目录。

2. 在上一步切换后的目录下执行“chmod u+x magno”，给用户添加执行权限。

3. 执行“magno ui”命令，显示如下。
Starting GUI...
Ready on http://localhost:8080

4. 在Mac端打开新的浏览器页面，在地址栏输入上一步显示的URL，即可打开
Magno项目管理器操作界面。

问题 6：如果在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 ui”，提示“Windows 找不到文件
'chrome.exe'。请确定文件名是否正确后，再试一次。”

在本地桌面鼠标右键单击“Google Chrome”选择“属性”，检查起始位置中路径是
否正确。如图9-1所示，“起始位置”设置的为管路员身份下的路径，而安装
Scaffolding是在本地用户下安装的，需要修改“起始位置”为本地用户下
“chrome.exe”所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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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Google Chrome“属性”页面

9.3 自定义组件（widget），修改了 JS 文件，修改部分不生
效？

问题描述

修改自定义组件widget的JS文件后，修改部分未生效。

解决方法

自定义组件（widget）上传新的版本后，需要在“页面设置”中，对插件进行升级更
新，升级后js文件才能生效。

步骤1 在应用中，单击左下方的“页面设置”，再选择“插件”页签，找到需要更新的组件
（例如userLogin），单击组件所在行右侧“查看详情”按钮，进入组件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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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页面设置下的组件列表

步骤2 单击“更新”按钮进入组件更新页面。

步骤3 单击“上传”，上传本地的组件zip包，再点击更新。

步骤4 返回“插件”页签，单击 获取锁，再单击刚上传组件（userLogin）的升级按钮

，然后单击 保存升级， 后单击 发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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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9.4 部分组件在组件详情页看不到更新和编辑入口
这些组件是通过按照资产包类型的应用产生的组件，组件受保护。因此没有更新和编
辑入口是正常的。源码包中组件是可以更新和编辑的。

如需更新或编辑组件建议在打包的时候设置组件不受保护，具体操作请参见应用打包
发布。

图 9-3 没有更新和编辑入口

图 9-4 有更新和编辑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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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高级页面如何进行统一的 HTTP 状态拦截，如 401、403
等公共处理？

问题描述

高级页面如何进行统一的HTTP状态拦截，如拦截401、403等公共HTTP状态？

解决方法

步骤1 参考下方代码，自定义库，并打成Zip包。

定制要求：CustomConnectorFilter = ConnectorFilter.extend等内容不允许修改，只
需定制修改process方法的实现，必须要有返回值true或false。返回true继续执行逻
辑；返回false将终止。
(function() {
    var CustomConnectorFilter = ConnectorFilter.extend({

        /**
            Connector拦截器，业务可根据返回值进行处理
            <p>
            返回true继续执行逻辑；返回false将终止
            <p>
            方法中可获取的参数<br/>
                url : 请求地址
                params : 请求参数
                status : 响应码
                statusText : 响应码内容
                resp : 返回参数
        */
        process: function()
        {
           var thisObj = this;
           // 方法内部要求同步处理
           if (thisObj.status == 401) {
               // 跳转登录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

步骤2 租户级别下上传自定义库。

1. 在开发工作台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库”。

2. 单击“提交新库”，新建库。

3. 输入库基本信息，单击“上传”选择zip包，单击“提交”上传库。

步骤3 站点内加载使用库。

1. 在开发工作台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页面设置”。

2. 选择“资源”页签，单击“新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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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在站点内引用库

3. 在“新建资源”页面选择“资源库”，选择库单击“新增”。

作用域表示如下。

– 全局：表示该Library可应用于该站点所有高级页面。

– 视图级：该Library仅应用于web或者mobile视图中。

– 页面级：可应用于具体哪些高级页面。

----结束

9.6 配置组件“数据”页签的桥接器实例属性时，下拉框中的
选项来源是哪里设置的？

问题描述

配置组件“数据”页签的桥接器实例属性时，下拉框中的选项来源是哪里设置的？

图 9-6 桥接器实例

解决方法

当组件中定义的桥接器属性设置的model值和桥接器中定义的model值相同时，桥接器
实例选项可选到这些桥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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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查看组件editor.js文件中model值为“SingleRepireDataViewModel”，查看
“折柱图数据桥接器”和“柱状图和折线图数据桥接器”的“packageinfo.json”文件
中model值同样为“SingleRepireDataViewModel”。

图 9-7 组件中 model 值

图 9-8 桥接器包中 model 值

9.7 需要在所有组件都加载完成后执行某段逻辑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

高级页面开发中，需要在所有组件都加载完成后执行某段逻辑该如何处理？

解决方法

可通过绑定readerPageWidgetReady事件实现。代码示例如下：
$(document).bind('readerPageWidgetReady', function(){
// 执行相关逻辑
});

9.8 如何自定义组件的高级设置？

问题描述

在页面开发时，选中某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组件进行高级属
性配置。那么如何自定义组件的“高级设置”呢？

例如系统提供了预置的时间组件，选中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
查看到如图9-10所示的高级属性设置，这些属性是如何定义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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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鼠标右键

图 9-10 高级属性设置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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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1. 下载样例组件包。

a. 在AppCube环境上方单击“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b.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可查看到当前
环境该租户下所有的组件资产，单击某一样例预置组件，例如“时间展示”
组件。进入组件详情页。

图 9-11 单击组件

c. 单击“下载”，下载组件包到本地，并解压。

图 9-12 下载组件

解压组件包后，该组件的高级属性主要在.ftl和.js文件中定义的。

图 9-13 解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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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样例组件开发自定义组件的高级属性。

a. 在自定义组件的.ftl文件中编写高级设置弹框的dom结构。

示例代码如下：
    <div id="edit-time" style="display: none;">
        <template id="edit-wrap">
            <div class="timmer_edit">
                <div class="content">
                    <div class="content-wrapper">
                    ......
                    ......
                    </div>
                </div>
            </div>
        </template>
    </div>

b. 在自定义组件的.js文件中编写高级设置弹框的vue实例，其中save函数用来实
现点击设置弹框界面保存按钮时的逻辑，该函数中使用平台提供的
savePropertiesForWidget方法用来持久化属性值，该方法用于在开发态中保
存当前组件的高级设置属性信息，参数为要设置的相关属性集对象。

示例代码如下：
        if (!Studio.inReader) {
          var editVm = new Vue({
            template: $("#edit-wrap", elem)[0],
        i18n: i18n,
            data() {
              return {
                commonProps: thisObj.vm.commonProps,
                styleProps: thisObj.vm.styleProps,
                isIndeterminate: true,
                checkAll: true,
                yearPos: [
                    {
                      label: thisObj.i18nVM.$t("setting.left"),
                      value: "left"
                    },
                    {
                      label: thisObj.i18nVM.$t("setting.center"),
                      value: "center"
                    },
                    {
                      label: thisObj.i18nVM.$t("setting.right"),
                      value: "right"
                    }
                  ],
                timePos: [
                    {
                      label: thisObj.i18nVM.$t("setting.left"),
                      value: "left"
                    },
                    {
                      label: thisObj.i18nVM.$t("setting.center"),
                      value: "center"
                    },
                    {
                      label: thisObj.i18nVM.$t("setting.right"),
                      value: "right"
                    }
                  ],
                weekPos: [
                  {
                    label: thisObj.i18nVM.$t("setting.left"),
                    value: "left"
                  },
                  {
                    label: thisObj.i18nVM.$t("setting.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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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center"
                  },
                  {
                    label: thisObj.i18nVM.$t("setting.right"),
                    value: "right"
                  }
                ]
              };
            },
            methods: {
              save() {
                var _this = this;
                magno.savePropertiesForWidget({
                  styleProps: JSON.stringify(_this.styleProps),
                  commonProps: JSON.stringify(_this.commonProps)
                });
              }
            }
          });

c. 在自定义组件的.js文件中使用平台提供的sksAddSetting方法设置高级页面弹
框的标签名称。

示例代码如下：
          thisObj.sksAddSetting(editVm, {
            title: thisObj.i18nVM.$t("setting.timewidgetset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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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屏页面

10.1 DMAX 页面加载不出来

问题描述

在Chrome浏览器中预览DMAX页面，加载不出来，按“F12”或者“Ctrl + Shift + I”
开启调试工具，再次加载页面，在“Console”页签发现有报错。报错内容举例如下：

● Cannot read property 'extendSeriesModel' of undefined
● Component series. liquidFill not exists. Load it first.
● Uncaught ReferenceError: Vue is not defined

解决方法

原因是当前项目站点依赖的资源顺序不正确或者依赖资源的页面作用域不正确。解决
方法如下：

1. 在项目开发页面右上角先获取锁，再单击 ，打开项目设置页面。

2. 在项目设置页面检查配置。

– 若“Console”页签报错“Cannot read property 'extendSeriesModel' of
undefined”或者“Component series. liquidFill not exists. Load it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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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选择当前站点依赖的资源顺序不正确，导致被依赖的库没有被优先加
载。常用的组件加载顺序为“Vue > VueI18n > VueColor >
SkavaEnhancement > Element > echarts > Vue其他插件 > echarts其他插
件”，单击“资源”页签，单击“开启调序”。在资源列表行通过上下箭头
来调整顺序，排名靠上的库会被优先加载。

图 10-1 调整顺序

– 若“Console”页签报错“Uncaught ReferenceError: Vue is not
defined”，则检查资源的页面作用域。单击“资源”页签，单击报错资源后
面的齿轮图标，查看页面作用域，是否作用到了无法加载的页面，如果没有
勾选，表示该资源不能应用到报错页面，请进行勾选，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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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资源配置页面

图 10-3 设置页面作用域

10.2 DMAX 中上传了比较大的背景图片，加载非常慢，如何
解决？

问题描述

在DMAX中新建了一个项目，并上传了比较大的背景图片，再次进入项目，加锁解锁
非常慢，如何解决？

解决方法

检查在DMAX大屏页面的页面设置中是否勾选了“快速渲染模式”。

如果勾选了“快速渲染模式”，会将背景图片转成为Base64编码存放到元数据中，这
样元数据大小会特别大，在运行态将可以更快渲染图片，但可能会导致页面加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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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慢（即白屏时间变长），影响站点的加载。对于背景图片特别大的场景，建议不要
勾选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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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应用调测

在进行前后端开发设计遇到问题时，AppCube除了提供日志跟踪功能、在前端控制台
运用SQL命令收集信息外，还提供了强大的调测能力，支持对服务编排，前端页面进
行高级调测。

开启日志监控

AppCube提供日志跟踪功能，用户在平台进行操作时，可开启日志跟踪来下载和后台
交互产生的日志。更多介绍，请参见开启日志监控。

使用控制态分析查询 SQL
系统提供了前端调试功能，可以执行部分SQL命令收集信息，便于定位问题。该功能
类似MySQL命令行，可以对数据进行操作。目前只支持查询数据，获取在查询过程中
的执行计划，重建索引，查看索引，清理缓存，统计表记录数量，查看表中元数据，
创建、删除、重建、搜索引擎索引，以及查看搜索引擎的索引信息等。更多介绍，请
参见使用控制台分析查询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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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用设置

12.1 在 AppCube 中如何设置应用？
应用设置主要包含页面设置、配置和服务三部分内容，详情可参见应用设置。

● 页面设置

设置高级页面相关的配置，包括配置站点的运行态域名、站点首页，查看并管理
当前应用已引用到的所有插件，包括组件、桥接器以及事件/动作、设置该站点页
面在Web或者Mobile设备下的视图显示、设置站点级的变量等。

图 12-1 页面设置

● 配置

除了定义应用包含的页面、对象、后台处理逻辑，系统还支持定义应用的页面布
局、导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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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配置

● 服务

通过服务您可以将公共接口的自定义访问控制与平台开发的脚本绑定在一起。后
续，用户调用公共接口时，会经过统一的拦截器，通过绑定脚本的运行结果判断
是否能够访问接口。若未绑定，则会使用平台的默认控制。

图 12-3 服务

12.2 开发者如何使用自己的邮箱发送邮件？

问题描述

使用服务编排中的“发送邮件”图元，或者脚本中预置的“sendEmail”方法发送邮件
时，默认发件人都是平台配置的邮箱“appcube1@huawei.com”。

如何使用开发者自己的邮箱发送邮件呢？

解决方法

有如下两种方式：

● 脚本中提供了“sendCustomEmail”方法。

具体方法：sendCustomEmail(userName: string, password: string, sender:
string,template: string, input: Map, smtpHost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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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如下：

– userName和password：该邮箱的登录帐号和密码。

– sender：发送人邮箱。

– template：邮件模板名。可选。表示发送的邮件基于模板。

– smtpHost：邮箱服务器，可选。不输入时默认使用租户在管理台“用户管理
> 公司配置 > 公司信息”下配置的邮箱服务器。注意：发送人邮箱必须与邮
箱服务器配套。例如，不能使用华为邮箱服务器发送QQ邮件。

– input：邮件收件人（Address，类型为string，多个地址请用分号分隔）、邮
件主题（Subject，类型为string）、邮件内容（Body，类型为string）。

说明

定义好邮件发送的脚本后，可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该脚本，实现使用租户自己的邮箱发送邮
件。不再使用发送邮件图元。

● 配置连接器，对接SMTP，然后在服务编排或者脚本中调用来发送邮件。具体方法
请参考对接SMTP实现邮件发送功能。

12.3 如何查询或设置 AppCube 用户的会话时长（session
有效期）？

问题描述

用户登录AppCube后，超时后会自动退出，session有效期去哪里可以查询或设置？

解决方法

步骤1 在用户或业务用户详情页面中，查看用户所拥有的权限。

● 如果是System Administrator Profile，默认是10分钟，无法修改。

● 如果是其他权限，请执行步骤2。

步骤2 通过所分配Profile权限的“访问凭证时长”来控制session有效期。访问凭证与刷新凭
证必须同时为默认或者自定义。

● 用户（即平台用户，AppCube的开发者帐号，用来管理应用和业务用户）

一般情况下，只有具备“System Administrator Profile”权限的管理员用户才可
修改平台用户权限的“访问凭证时长”。平台用户只能查看，不能修改自己权限
的“访问凭证时长”参数值。

图 12-4 Profile 权限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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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用户：根据业务用户详情页“权限集”下第一个Profile权限的“访问凭证时
长”来控制session有效期。如果“权限集”下未配置Profile权限，则使用
“Portal User Profile”权限的“访问凭证时长”。

图 12-5 业务用户详情页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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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用发布

13.1 编译失败，报错某服务编排记录不存在或未启用

问题描述

编译某应用时，编译失败，报错某服务编排记录不存在或未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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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编译界面

解决方法

步骤1 检查该服务编排是否未启用，若未启用，请单击启用图标。

图 13-2 启用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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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应用开发工作台查找不到该服务编排，可参考图13-3在资产库中查找并启用。

图 13-3 资产库中启用

步骤2 若该服务编排确实废弃已被删除，则单击图13-1中的“查看依赖”，打开“依赖”界
面，查看哪个组件引用了已删除的服务编排。修改组件后再编译应用。

----结束

13.2 发布应用时报错“重复的元数据对象'XXX'”或者“当前
发布的版本号'0.0.1'已存在”

问题描述

发布应用时报错“重复的元数据对象'XXX'”或者“当前发布的版本号'0.0.1'已存
在”。

解决方法

表示当前发布的该版本应用已被其他租户发布过（该应用非当前租户原生开发，而是
从其他租户中通过源码包方式迁移过来的），版本号重复，请重新设置版本号（建议
版本号改大一些，例如设置为“2.7”，即版本号为“0.2.7”），单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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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应用部署

应用部署指将开发好的应用从开发环境安装部署到沙箱环境测试或生产环境运行。开
发的应用可以跨租户安装部署。

14.1 软件包安装时，提示：无法更新元数据‘xxx’的字段

问题描述

软件包安装时，提示“无法更新元数据‘xxx’的字段”或者“无效的元数据参数: 字
段Y的类型不支持修改为Z，字段长度和小数位数不允许缩短”。

解决方法

当前安装包里对象的字段与目标安装环境中对象的字段类型或字段长度、精度不一致
引起的。

解决方法有两种：

● 删除目标环境中的对象，然后再重新安装该软件包，注意提前备份数据。

● 修改开发环境中的字段，使其与目标安装环境一致，再重新打包安装到目标环
境。

14.2 安装应用后，在应用导航看不到所安装的应用

问题描述

安装应用后，在管理中心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应用导航”，在应用导航看
不到所安装的应用。

解决方法
● 在运行环境、沙箱环境管理中心的“应用管理 > 应用导航”中会过滤掉Addon应

用，是正常的。

● BO不会显示在应用导航中。

● 当前用户的Profile权限的“应用程序设置”页签中没有开启此应用的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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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删除某应用资源发布新版本安装后，为什么该资源还存
在？

AppCube采用增量安装机制，每次安装应用系统只会执行新增或者修改操作。

在应用首次发布前，可以增加或删除应用资源（应用资源指的是应用中的资产，例如
对象字段、脚本、服务编排、高级页面组件、业务权限凭证等）。将应用发布安装到
环境B后，在原环境A中删除应用资源，例如删除对象的某个字段，升级发布到环境B
安装后，环境B中的字段会仍然存在的。

图 14-1 删除某字段

14.4 软件包安装失败，报唯一索引冲突

问题描述

软件包安装失败，报唯一索引冲突。

解决方法

步骤1 使用控制台查询报冲突的表数据。

进入数据调试界面方式如下。

● 方式一：在AppCube环境上方单击“管理”，进入AppCube管理中心，单击右侧

图标，可以进行数据调试。

● 方式二：进入App视图，在左侧菜单栏下方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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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三：直接浏览器中输入“https://AppCube域名/studio/console.html”，进入
控制台页面进行数据调试。

步骤2 查询到冲突的数据后，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处理：

● 删除安装包内的数据。

● 删除环境内的数据。

● 使用前后置脚本删除或修改目标环境中已有数据。

说明

脚本、服务编排、BPM流程编排之外的元数据，如果存在名称同名且id不同，或者id相同名称不
同的数据，也会报这种错误，不要在开发环境删除数据并建同名资源，应该新建不同名的资源。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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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处理

15.1 对于数据管理，有没有类似 navicate 这样的可视化工
具

可直接访问控制台网址或者在管理界面的右下角或者工程界面的左下角，点击图标

或者 ，进入数据查询控制台。

1. 目前数据控制台支持:

– 查询数据，统计表记录数量，查看表中元数据

– 获取在查询过程中的执行计划，重建索引，查看索引

– 清理缓存

– 创建、删除、重建、搜索引擎索引，查看搜索引擎的索引信息;

2. 具体支持的SQL语句说明如下：

– 查询表数据----对象管理

▪ 一般可通过select进行查询，语法为：SELECT <表名.字段名> FROM 表
名 [WHERE 条件表达式] [GROUP BY 分组字段] [ORDER BY 表名.排序
字段名];

▪ 通过search关键字进行查询，语法为：SEARCH <表名.字段名> FROM
表名 WHERE 条件表达式;

search关键字进行查询，用search关键字进行查询有个前提条件，被查
询数据关联的对象字段需要支持search查询。即在AppCube开发环境
中，在定义对象字段时，需要勾选字段属性“是否可搜”。勾选后，对
象字段“IsSearchable”属性即被设置为“true”。配置后，在生成该对
象数据记录时，该记录除了保存至数据库外，“IsSearchable”属性为
“true”的字段值也将存储于elasticsearch中，用search关键字进行搜
索，不同于select语法从数据库获取匹配数据，search语法是根据条件从
elasticsearch中获得匹配数据。search查询会加速全文搜索，提升字段值
匹配的效率，在数据量较大时，相比使用select语法查询会有很大的性能
提升。

下面是search语句的一些限制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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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搜字段的类型限制，当前加密文本、选项列表、选项列表（多项
选择）和公式类型的字段不支持配置“是否可搜”，其他类型字段
均可支持配置“是否可搜”。

○ search语句当前对分组、通配符、去重distinct等功能暂未支持。

○ search语句不支持通配符，in查询可进行模糊查询。

○ search语句除了聚合函数（AVG、COUNT、MAX、MIN、SUM），
其他必须带有where从句，否则报错。

○ 字符串类型默认都转为es中text类型，因此可以实现分词的倒排索
引。由于默认未设置Fielddata=on（会很耗性能），所以字符串类
型无法排序。

○ 不支持search语句where从句中有非可搜索字段，如不支持search *
from myobject where t1 = 'abc' （此处t1为非可搜字段）。

○ search语句目前只可进行单表搜索。

○ search语句不支持HAVING子句、OFFSET。

○ search语句不支持同时普通查询和聚合，例如：不支持“search
count(列名)，列名 from 列表名;”。

○ search语句不支持列表名别名后“.*”全部查询，例如：不支持
“search T.* from 列表名 as T where condition条件;”。

○ text类型采用了英语分词器，因此大小写单复数不敏感，“movie”
可匹配“Movies”。

○ 同sql语句一样，search语句也大小写不敏感。

▪ Alias语法：给字段名或者表名指定别名，用于区分检索语句中的重复表
名，也可用于重命名检索结果中的字段。语法样例：SELECT 列名 AS 列
别名 FROM 表名;

▪ DISTINCT语法：有时查询结果会有某个字段值（列值）重复的数据记
录，如果希望过滤重复的记录，您可使用该语法。语法样例：SELECT
DISTINCT 列名称 FROM 表名称;

▪ 通配符：在搜索数据库中的数据时，通配符“%”可替代任意数目字符
（一个或者多个字符，甚至可替代零个字符），“_ ”可匹配任何单个
字符。通配符需要和“LIKE”或者“NOT LIKE”搭配使用。例如找出以
“b”开头的名字，名字的字段为name，语法样例：SELECT * FROM 表
名称 WHERE name LIKE "b%";

▪ CASE WHEN语法：支持single select字段，样例：select name, (case
when hw__sex__CST='male' then '男' else '女' end) as sex from
hw__Customer__CST;

▪ GROUP BY语法： 用于与合计函数结合，根据一个或多个列对结果集进
行分组。例如，需要列出每个部门（字段为DEPT） 高薪水（字段为
SALARY）的结果，语法样例：SELECT DEPT, MAX(SALARY) AS
MAXIMUM FROM 表名STAFF GROUP BY DEPT;

▪ ORDER BY语法：用于根据指定的列对结果集进行排序。ORDER BY语句
默认按照升序（ASC）对记录进行排序。如果您希望按照降序对记录进
行排序，可以使用DESC关键字。

语法样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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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列升序：select 列名 from 表名 order by 列名;

○ 单列降序：select 列名 from 表名 order by 列名 desc;

○ 多列升序：select 列名1, 列名2 from 表名 order by 列名1, 列名2;

○ 多列降序：select 列名1, 列名2 from 表名 order by 列名1 desc, 列
名2 desc;

○ 多列混合排序：select 列名1, 列名2 from 表名 order by 列名1
desc, 列名2 asc;

▪ HAVING子句：用于为行分组或聚合组指定过滤条件。使用样例：
SELECT column_name, aggregate_function(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_name operator value GROUP BY
column_name HAVING aggregate_function(column_name) operator
value

▪ LIMIT操作符：LIMIT子句用于规定要返回的记录的数目，offset n表示的
是从第n条数据开始取（程序的索引都是从0开始）。使用样例：SELECT
column_name,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WHERE Clause]
[LIMIT N]

▪ IN操作符：用于WHERE子句中规定多个值。使用样例：SELECT
column_name(s)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_name IN
(value1,value2,...)

▪ JOIN关键字：联合多表查询。按照功能大致分为如下三类：

○ INNER JOIN（内连接或等值连接）：获取两个表中字段匹配关系的
记录。

○ LEFT JOIN（左连接）：获取左表所有记录，即使右表没有对应匹配
的记录。

○ RIGHT JOIN（右连接）： 与LEFT JOIN相反，用于获取右表所有记
录，即使左表没有对应匹配的记录。

使用样例：SELECT column_name(s) FROM table_name1 INNER JOIN
table_name2 ON
table_name1.column_name=table_name2.column_name

▪ 函数

○ AVG()函数：用于返回数值列的平均值。NULL值不包括在计算中。
使用样例：SELECT AVG(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 COUNT()函数：用于返回表中的行数。使用样例：SELECT
COUNT(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 MAX()函数：用于返回一列中的 大值。NULL值不包括在计算中。
使用样例：SELECT MAX(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 MIN()函数：用于返回一列中的 小值。NULL值不包括在计算中。
使用样例：SELECT MIN(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 SUM()函数：用于返回数值列的总数（总额）。使用样例：SELECT
SUM(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 CONVERT() 函数：用于转换字符串为指定的字符集。例如将字符串
“abc”转换为utf8格式的字符集，使用样例为：CONVERT('abc',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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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不支持的语法有：BETWEEN操作符、SELECT INTO语句、FULL
JOIN关键字、USING关键字、UCASE()函数、LCASE()函数、MID()函
数、FIRST()函数、LAST()函数、Date函数、LEN()函数、ROUND()函
数、FORMAT()函数。

▪ 支持使用exists语法进行子查询，使用exists判断会减少SQL查询次数，
支持大数据量查询。

例如需要找到某业务表A不存在于另一个对象B中的对象记录数据，如果
先查到ID集合再进行查询，会耗费大量内存，且该方法无法分页 。
错误样例如下：
const sql = db.sql();
const selectedIds = sql.exec('select * from dt__ModelB__CST')
const result = sql.exec(`select * from dt__ModelA__CST where id in (${selectedIds.map(() 
=> '?').join(',')})`, {
params: selectedIds.map(it => it.id),
});

使用exists可以直接得到结果，减少内存消耗，正确样例如下：
const sql = db.sql();
const result = sql.exec('select * from dt__ModelA__CST a where exists(select * from 
dt__ModelB__CST b where a.name=b.name)');

▪ 支持使用union语法进行子查询，即利用union+limit实现不同数据源联
合查询分页。

例如有两个不同数据源的对象需要组合查询，并且需要对结果进行排
序、分类。如果使用全量查询内存分页，将会导致内存大量消耗，建议
使用简单的子查询配合union即可实现多对象联合查询排序分页。样例如
下：
select * from (
  select * from dt__ModelA__CST union select * from dt__ModelB__CST
) t order by name limit 4

注意：使用union语法进行子查询时，第一个select中不支持使用别名，
如下语句中，使用别名“A”是不支持的。
select * from (
  select * from dt__ModelA__CST A union select * from dt__ModelB__CST B
) t order by name limit 4

▪ 支持select子查询，使用样例如下：

○ In子查询样例如下：

select b.f1 from t1 b where b.f1 not in (select f1 from t2 where
f1 <8 and f2>10);
select b.f1 from t1 b where b.f1 in (select f1 from t2 where f1 <8
and f2>10);

○ Join In子查询：select a.f1, a.f2 from t1 b inner join (select f1 ,f2
from t2 where f1 <8 and f2>10)a on a.f1=b.f1 where b.f2 >1;

○ Cross Info子查询：select a.f1, a.f2,b.NS__f1__CST from t1 b,
(select f1,f2 from t2 where f1 <8 and f2>10 group by f1)a where
a.f1=b.NS__NO__CST ;

○ from子查询：select a.NS__f1__CST from (select NS__f1__CST
from t1) a where a.NS__f1__CST = 'a';

– 索引相关功能---任务查询

调试界面提供了查看表索引信息，重建索引的功能。但对具体字段加索引并
没有该功能。重建索引是为了减小数据碎片化存储，提高数据查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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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表索引信息，语法：show index

▪ 重建索引，语法：rebuild index
– 搜索引擎索引---搜索管理

调试界面提供了显示、创建、删除、重建搜索引擎索引等功能，对具体字段
加搜索引擎索引，需要在定义对象字段时，勾选字段属性“是否可搜”。

▪ 创建搜索引擎索引，语法：searchindex create

▪ 删除搜索引擎索引，语法：searchindex delete

▪ 将数据从数据库刷新到搜索引擎索引，语法：searchindex rebuild

▪ 显示重建搜索引擎索引信息，语法：searchindex show
3. 常用的sql操作有：

查询所有安装包的信息：select * from packageinstall；
根据名字和版本查询所有安装包的信息：select * from packageinstall where
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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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常用 Demo

16.1 是否有学习 Demo 与参考样例
● 方式一：可参考AppCube开发环境中，实战演练页签下的实战应用与操作指导。

● A2： 可在应用魔方 AppCube产品文档中查看“进阶实战：设备维修管理应用开
发”实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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