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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使用 CodeArts IDE Online？

背景信息

CodeArts IDE Online是面向软件开发者的云端开发环境，支持在云端创建工作空间，
在线编码、提交、构建、运行、调试等功能。

操作流程

介绍在“CodeArts IDE Online”中，CodeArts IDE Online的基本使用流程：创建IDE
实例、启动IDE实例、CodeArts IDE Online编码、CodeArts IDE Online调试。

流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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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说明

创建IDE实例 进入CodeArts IDE Online服务“我的IDE”页签，单击左上角“新
建实例”，创建IDE实例。

启动IDE实例 创建IDE实例后会自动启动IDE实例，也可以在CodeArts IDE Online
服务“我的IDE”页签单击实例卡片上 ，启动IDE实例。

CodeArts IDE
Online编码

在CodeArts IDE Online中，可以编写代码，并对代码进行提交、构
建和运行。

CodeArts IDE
Online调试

在CodeArts IDE Online中，运行已提交的代码后，可以对代码进行
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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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页面加载失败

问题现象

CodeArts IDE Online页面加载失败。

原因分析

页面加载失败通常是由于网络连接不稳定或被拦截导致。

处理方法

步骤1 检查浏览器网络连接是否正常。若无网络连接，请修复网络连接。刷新页面重试，若
仍加载失败，请参照步骤2继续排查处理。

如果电脑使用的是无线网络环境，请确保连接的稳定。

步骤2 检查是否有proxy拦截。若已拦截，请解除拦截后刷新页面重试。

步骤3 如果页面中的错误提示为“Connection got disposed”，在完成前两个步骤后仍无法
正常加载页面，请尝试联系网络服务提供方确认其是否对websocket进行拦截。解除拦
截后刷新页面重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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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法启动实例，重定向到了实例列表

问题现象

启动实例失败，页面自动重定向到了实例列表。

原因分析

浏览器缓存的错误可能导致无法正确加载实例。

处理方法

可以尝试清理或者禁用网站缓存，然后重新打开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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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例已停止

问题现象

页面中显示实例已停止。

原因分析

此类问题通常是由于资源不足造成。

处理方法

请稍等几分钟后，刷新页面，重新启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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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进程已正常启动，外部却无法访问

应用进程已经正常启动，端口调测工具没有提示，可能由以下几种情况导致：

● 应用的网络地址配置成“127.0.0.1”或“localhost”。

● 应用的监听端口不在[8001,9000]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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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 Open API 创建的实例如何自动安装指

定插件？

使用Open API创建的实例自动安装指定插件，目前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

● 在实例的API参数“plugin_enable_list”中传入插件id，插件id是由插件作者和插
件名组成，格式为“publisher.name”。

● 通过实例URL地址拼接的方式， 在“preinstallPlugins”传入插件id。
const envParams = {
    preinstallPlugins: []
}
url = url + `&&session_env=${encodeURIComponent(JSON.stringify(envPa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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