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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应用魔方

应用魔方 AppCube（以下简称AppCube）是零代码和低代码应用开发平台，源于华为
应用开发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提供了云上无码化、低码化、支持多码化的应用开发
模式，屏蔽了技术的复杂性，提升了企业开发的效率。同时提供应用资产的开发标准
和微服务框架，助力企业不断沉淀可复制的套件，加速应用的定制，并通过开放的生
态，实现套件资产的商业变现。应用魔方顾名思义就如同魔方一样，可以通过任意组
合，排列各种模块化元素，创建功能各异的应用。

通过应用魔方 AppCube提供的界面、逻辑、对象等可视化编排工具，以“拖、拉、
拽”的方式来快速构建应用，从而实现所见即所得的快速应用开发和构建。

为什么选择应用魔方

● 易：无需代码、简单易学

● 快：丰富模板、构建快速

● 连：多样系统、高效连通

● 变：需求多样、随时变更

更多选择理由，请参见产品优势和应用场景。

访问方式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访问AppCube。

● 管理控制台

您可以通过基于浏览器的可视化界面，即控制台访问AppCube，详情请参见用户
指南。

● REST API

您可以使用AppCube提供的REST API接口以编程方式访问AppCube，详情请参见
API参考。

学习路径

您可以借助应用魔方成长地图，快速了解产品，由浅入深学习使用和运维AppCube。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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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优势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飞速发展，传统行业在向互联网化转型的过程
中，对软件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软件实现越来越复杂，软件构建技术难度以指数级
增长。AppCube充分考虑开发者和企业用户的痛点，提供高效率、高效能的开发平
台。

降低应用构建门槛

全云化线上开发，零代码/低代码开发模式，多终端适配，所见即所得的大屏构建，图
形化业务编排，具备极低的学习成本，让业务人员可直接构建应用，人人都是开发
者。

加速业务敏捷创新

拖拽式页面构建，简单易用的数据建模，灵活可视的服务编排、流程编排、事件编
排，丰富的预置资产，积木式搭建应用效率提升10+倍，极大缩短了创新周期。

保护企业已有投资

丰富的集成能力，支持原生容器服务接入，可快速复用并扩展既有资产，保护客户投
资，最大化挖掘投资价值。

沉淀行业知识，快速复制

创新的业务资产沉淀机制，使能专家沉淀行业资产，可快速在多个项目间复用和灵活
扩展，解决产品与交付之间的矛盾，快速实现批量复制。

支撑大型企业级应用构建

完善的应用打包、部署、升级能力，高效的团队协同开发能力，支持多沙箱验证，大
幅减少环境部署时间和成本，支撑大型企业级应用构建。

全面可信，护航企业安全

安全可信的开发环境，可靠的隐私数据保护，严格认证的安全架构，为业务应用安全
保驾护航。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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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场景

AppCube覆盖了轻应用、行业应用、业务大屏和移动小程序四大开发场景，满足行业
客户、合作伙伴、开发者各种需求。

轻应用构建场景

轻应用一般为轻量级应用，不涉及复杂化的代码，用户零代码（如拖曳组件，简单配
置）或者低代码就能轻松完成应用的搭建。为了降低企业用户的应用开发成本，
AppCube提供了丰富的轻应用模板，涵盖了办公管理、人事管理、项目管理，以及通
用应用等领域多款精品应用模板，用户可基于应用模板快速定制和扩展应用，满足自
身业务的个性化诉求。

图 4-1 轻应用

行业应用构建场景

AppCube面向园区、城市、能源、教育、交通等行业，可基于全场景的可视化开发能
力、项目级协助共享能力和端到端的工程部署能力，快速搭建行业应用和大型企业级
应用，并沉淀复用行业资产，助力行业伙伴加速全场景行业数字化。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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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行业应用

行业应用构建场景下，支持创建空白行业应用、BO、Addon应用等，详情如表4-1。

表 4-1 应用类型介绍

应用类型 介绍

空白行业应
用

完全空白的行业应用。仅在创建时指定应用名称和标签。行业应用较
轻应用而言，功能更加丰富，您可使用AppCube提供的各种能力组
件，采用低码或多码化模式开发应用。更多内容请参见行业应用。

BO 商业对象（Business Object，简称BO），是封装了完整的数据模型、
业务逻辑、页面展现的软件单元，一个BO提供一个完整场景的服务，
为上层应用提供特定服务。更多内容请参见服务组件（BO）。

BO是一个可复用的领域服务，是最小的可复用单元。用户可基于某些
BO，组合、排列并进行配置，如魔方一样创建功能各异的应用。

例如：设备BO，为上层应用提供对设备的统一语义，对设备自身能力
进行抽象封装，不包含对设备的运营运维管理能力；告警BO，对园区
的所有告警提供统一语义，从各个子系统和上层应用获取告警数据，
统一模型统一展现；GIS服务BO，提供对GIS子系统的租户管理、地图
管理、位置服务接口的封装和标准化接口。您可基于设备BO、告警
BO以及GIS服务BO等多种BO资产，创建智能烟雾感应应用，完成设
备数据的接入、处理分析以及告警监控功能。

Addon应用 当需要基于已有应用或解决方案（不是单一的应用，某一解决方案会
涉及到多个应用）进行定制时，可选择创建Addon类型应用。更多内
容请参见创建Addon应用。

该方式创建的应用，可复用已有资产，可乐高式搭建组装后，稍加定
制便可满足业务需求，大大提高开发效率。

Addon应用和BO的区别：Addon应用基于的原有应用可理解为一个基
础的类，被Addon后相当于重写了其中的一些方法；而BO则像一个
库，等待其他应用的引入。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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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类型 介绍

Native
Service

租户线下开发了一些服务，服务运行在Docker容器中。租户希望可将
线下开发的这些服务集成到AppCube上，供AppCube内部应用或者其
他第三方系统调用时，可通过创建Native Service引入线下开发的原生
服务。更多内容请参见原生服务。

Native Service只对该租户下的应用可见。

BA 为方便园区解决方案用户自动化管理设备，AppCube提供了组态管理
工具（Building Automation，简称BA）。组态是指在传统的设备管
理领域，包括智慧楼宇的BA、FA等，以及工业控制FCS、DCS等领域
中，对非IoT设备及其接入、控制网络进行整体呈现、维护和控制的应
用程序，类似于在运营商领域的网元管理。合作伙伴可以使用该工具
创建设备分页，按需引入设备图元，绑定设备实例，配置设备属性，
定义设备特殊行为（如告警/趋势/统计/周期任务等），通过调用服务
发送指令，实现对设备实例进行自动化管理、监控等功能。更多内容
请参见组态管理（BA）。

 

业务大屏场景

业务大屏，即DMAX AI数据可视化大屏，以数据可视技术为核心，以屏幕轻松编排，
多屏适配可视为基础，帮助非专业的工程师通过图形化的界面轻松搭建专业水准的可
视化大屏应用，满足项目运营管理，业务监控，风险预警等多种业务场景下的一站式
数据实时可视化大屏展示需求。

图 4-3 告警监控大屏样例

移动小程序

定位业务开发人员，可以开发移动H5页面，可以发布WeLink We码程序、WeLink轻
应用、华为OneMobile等。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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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规格差异

AppCube提供了免费版、标准版、专业版和专享版四种规格套餐，各套餐的功能说明
如表1所示，具体计费详情请参见产品价格详情。

● 免费版：免费使用，最多可添加10个用户（包括业务用户），可以使用的资源有
限，免费版提供开发环境和开发零代码应用的运行环境，不提供低代码应用的运
行环境（开发环境介绍）。

● 标准版：适用于零代码应用开发场景，开发者不需要有代码开发经验，企业自用
首选。

标准版270元/月，最多可添加30个用户（包括业务用户），超过的用户数将额外
收取费用（9元/用户/月）。

● 专业版：专业版在标准版基础上提供了低代码应用运行环境（多租户共享运行环
境），且提供了更多功能和资源，适用于专业开发者。

专业版1170元/月，最多可添加30个用户（包括业务用户），超过的用户数将额外
收取费用（39元/用户/月）。

● 专享版：使用专享版前，请确认已提交工单申请开通专享版，否则，您将无法购
买专享版。专享版提供了物理隔离的运行环境，运行环境实例发放到租户虚拟私
有云中。

专享版提供了如下三种规格，供您选择。

– 500人：48000元/月，最多可添加500用户（包括业务用户）。

– 2000人：82000元/月，最多可添加2000用户（包括业务用户）。

– 5000人：128000元/月，最多可添加5000用户（包括业务用户）。

须知

● 专业版和专享版支持回退到免费版，回退后不支持访问运行环境。

● 应用正式发布上线前，需要在测试环境上进行测试，AppCube使用沙箱环境作为测
试环境，三种规格套餐均支持购买沙箱。

沙箱1000元/月，沙箱的用户数和主规格一致，应用数不限，数据库容量限额为
50M，文件/附件容量限额为500M，单表最大记录数为100万条，API和数据接入调
用限制为10万次/天。

● 表5-1中的“不限制”，是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不进行限制。若想了解更多，请参
考AppCubeLicense。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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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套餐规格说明

功能特性 免费版 标准版 专业版 专享版

用户数 业务用户数 总数默认
最多10
个，不支
持扩展用
户。

总数默认
最多30
个，支持
扩展用
户。

总数默认
最多30
个，支持
扩展用
户。

● 500
● 2000
● 5000

开发者帐号数

扩展用户/新增
用户

不支持 9元/用户/
月

39元/用
户/月

不支持

零代码
应用构
建

内部分享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公开分享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附件上传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低代码
应用开
发

企业应用开发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资产开发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低代码应用数
（除了BO和
Native Service
其他所有类型
的定制应用
数）

10 50 不限 不限

物联接入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原生服务接入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发布移动应用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应用运
行

运行零代码应
用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零代码应用数 100 不限 不限 不限

数据量（租户
级）

1万条（不
支持扩
容）

4000条/
用户

4000条/用
户（支持
单独扩
容）

● 500人：200G
● 2000人：

800G
● 5000人：2T

运行低代码应
用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低代码应用数 不支持 不支持 不限 不限

物联接入调用
次数（租户
级）

不支持 不支持 2500次/用
户/天

次数不限制

环境管
理

租户子域名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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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性 免费版 标准版 专业版 专享版

开发环境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商用运行环境 不支持 共享环境
（多租户
共享运行
环境）

共享环境
（多租户
共享运行
环境）

独享运行环境，
物理隔离

企业独立域名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可独立域
名

调测沙箱 不支持 不支持 按需购买
沙箱

按需购买沙箱

租户级日志服
务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应用魔方
产品介绍 5 产品规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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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费说明

计费项

AppCube服务根据您选择的版本规格和使用时长进行计费。详细的计费项及说明请参
考表6-1。每个计费项的详细价格，请参考产品价格详情。

表 6-1 计费项信息

计费项 计费说明

用户数 平台用户数，统计用户数（开发者用户数）和业务用户
数（应用使用者。）

 

计费模式

AppCube服务提供了免费版、标准版、专业版和专享版四种规格供您灵活选择。

● 免费版：免费使用，最多可添加10个用户（包括业务用户），可以使用的资源有
限，免费版目前仅开放开发环境（开发环境介绍）。

● 标准版：适用于零代码应用开发场景，开发者不需要有代码开发经验，企业自用
首选。

● 专业版：专业版在标准版基础上提供了低代码应用运行环境（多租户共享运行环
境），适用于专业开发者。

● 专享版：使用专享版前，请确认已提交工单申请开通专享版，否则，您将无法购
买专享版。专享版提供了物理隔离的运行环境，运行环境实例发放到租户虚拟私
有云中。

详细的计费区别，请参考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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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AppCube 服务计费模式

计费模式 用户数 应用开发 应用运行 环境管理

免费版 包含10用户
数（不可扩
展）。

支持零代码、低
代码开发，零代
码应用数100
个，低代码应用
数10个。

支持零代码运
行。

支持租户子域名。

标准版 包含30用户
数（可扩
容，9元/用
户/月）。

支持零代码、低
代码开发，零代
码应用数无限
制，低代码应用
数50个。

支持零代码运
行，不支持低
代码应用运
行。

支持租户子域名、
企业独立域名，沙
箱按需购买。

专业版 包含30用户
数（可扩
容，39元/用
户/月）。

支持零代码、低
代码开发，零代
码应用数无限
制，低代码应用
数无限制。

支持零代码、
低代码应用运
行。

多租户共享运行环
境，支持租户子域
名、企业独立域
名，沙箱按需购
买。

专享版 提供500用户
数、2000用
户数和5000
用户数供选
择，如需申
请用户数扩
容可提工单
申请。

支持零代码、低
代码开发，零代
码应用数无限
制，低代码应用
数无限制。

支持零代码、
低代码应用运
行。

物理隔离的运行环
境，支持租户子域
名、企业独立域
名，沙箱按需购
买。

 

变更配置

AppCube服务为包周期服务，可以选择版本升级与回退，可以通过免费版升级为专业
版，也可以将专业版回退为免费版。

到期与欠费

客户欠费后，可以查看欠费详情。为防止相关资源被停止或者释放，需要客户及时进
行充值，帐号将进入欠费状态，需要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欠款，详细操作请参考欠费还
款。

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续费或充值，将进入宽限期。如宽限期满仍未续费或充值，将进
入保留期。在保留期内资源将停止服务。保留期满仍未续费或充值，存储在云服务中
的数据将被删除、云服务资源将被释放。详细说明请参考资源停止服务或逾期释放说
明。宽限期与保留期的具体规则请参考宽限期保留期。

续费

如需续费，请在管理控制台续费管理页面进行续费操作。您还可以设置到期自动续费
（请确认服务是否支持设置到期自动续费）。续费相关操作请参考续费管理。

应用魔方
产品介绍 6 计费说明

文档版本 01 (2022-12-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bills-topic_3000000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bills-topic_3000000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overview_topic_000000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overview_topic_000000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period/zh-cn_topic_0086671074.html
https://account.huaweicloud.com/usercenter/#/userindex/renewalManagement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10000000.html


7 权限管理

如果您需要对应用魔方 AppCube的资源，给企业中的员工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以达
到不同员工之间的权限隔离，您可以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进行精细的权限管理。该服务提供用户身份认证、权限分
配、访问控制等功能，可以帮助您安全的控制华为云资源的访问。

通过IAM，您可以在华为云帐号中给员工创建IAM用户，并使用策略来控制他们对华为
云资源的访问范围。例如，您的员工中有负责软件开发的人员，您希望他们拥有
AppCube的使用权限，但是不希望他们拥有删除AppCube等高危操作的权限，那么您
可以使用IAM为开发人员创建用户，通过授予仅能使用AppCube，但是不允许删除
AppCube的权限策略，控制他们对AppCube资源的使用范围。

如果华为云帐号已经能满足您的要求，不需要创建独立的IAM用户进行权限管理，您
可以跳过本章节，不影响您使用AppCube服务的其它功能。

IAM是华为云提供权限管理的基础服务，无需付费即可使用，您只需要为您帐号中的
资源进行付费。关于IAM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AM产品介绍》。

AppCube 权限

默认情况下，新建的IAM用户没有任何权限，您需要将其加入用户组，并给用户组授
予策略或角色，才能使得用户组中的用户获得对应的权限，这一过程称为授权。授权
后，用户就可以基于被授予的权限对云服务进行操作。

AppCube部署时通过物理区域划分，为项目级服务。授权时，“作用范围”需要选择
“区域级项目”，然后在指定区域（如华北-北京4）对应的项目（cn-north-4）中设
置相关权限，并且该权限仅对此项目生效；如果在“所有项目”中设置权限，则该权
限在所有区域项目中都生效。访问AppCube时，需要先切换至授权区域。

根据授权精细程度分为角色和策略。

● 角色：IAM最初提供的一种根据用户的工作职能定义权限的粗粒度授权机制。该
机制以服务为粒度，提供有限的服务相关角色用于授权。由于华为云各服务之间
存在业务依赖关系，因此给用户授予角色时，可能需要一并授予依赖的其他角
色，才能正确完成业务。角色并不能满足用户对精细化授权的要求，无法完全达
到企业对权限最小化的安全管控要求。

● 策略：IAM最新提供的一种细粒度授权的能力，可以精确到具体服务的操作、资
源以及请求条件等。基于策略的授权是一种更加灵活的授权方式，能够满足企业
对权限最小化的安全管控要求。

如表7-1所示，包括了AppCube的所有系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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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系统策略

策略名称 描述 依赖关系

AppCube Instance
ManageAccess

应用魔方实例管理权限，拥有订购、退订、
查看、升级AppCube实例的权限。

无

AppCube Instance
ViewAccess

应用魔方实例查看权限，只拥有查看
AppCube实例的权限。不可进行退订、升级
等操作。

若IAM用户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查看不
到AppCube实例，处理方式有以下两种，任
选其一：

● 给IAM用户所在用户组添加“AppCube
Instance ViewAccess”权限。

● 不要将IAM用户添加到任何用户组中。

无

AppCube IAM User
QueryAccess

应用魔方IAM用户查询权限，只有华为云帐
号或具有“AppCube IAM User
QueryAccess”权限的IAM用户才能执行创建
应用魔方开发者帐号的操作，具体操作可参
见如何添加开发者帐号（IAM帐号）。

无

 

表7-2列出了AppCube常用操作与系统策略的授权关系，您可以参照该表选择合适的系
统策略。

表 7-2 AppCube 常用操作与系统策略之间的关系

操作 AppCube
Instance
ManageAcce
ss

AppCube
Instance
ViewAccess

AppCube
IAM User
QueryAccess

查看应用魔方实例列表及详情 √ √ x

订购应用魔方实例 √ x x

退订应用魔方实例 √ x x

变更应用魔方实例规格 √ x x

修改应用魔方实例详情 √ x x

创建应用魔方开发者帐号 x x √

还需要具备
AppCube本身
的权限Profile
中勾选“管理
用户&用户权
限”。

查询应用魔方IAM用户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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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IAM提供的认证和授权功能，AppCube本身也提供了用户管理和权限配置
（Profile）功能，来管理用户（包括业务用户），控制用户、业务用户等的操作权
限，具体说明可参考帐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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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约束与限制

区域

应用魔方 AppCube当前支持的区域，如表8-1所示。

表 8-1 支持的区域

区域名称 区域

华北-北京四 cn-north-4

 

命名空间

在AppCube中不同租户间的数据可打包共享，为了避免数据命名的重复（例数据对
象、应用、服务编排等），租户在首次创建应用前，需要先定义一个命名空间。每个
租户只能创建一个命名空间，且创建后不支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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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本概念

使用AppCube开发应用前，建议您先了解相关的基本概念。

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是开发者专门用于开发应用的环境，用户可根据需求自定开发配置各种逻辑
模块化元素，从而创建各应用。默认域名为“appcube.cn-
north-4.huaweicloud.com”。更多内容请参见开发环境说明。

沙箱环境

在应用正式发布上线之前，需要在测试环境进行测试，包含数据配置。这里一般以沙
箱（Sandbox）环境来作为测试环境。默认域名为“appcubesandbox.cn-
north-4.huaweicloud.com”。

使用沙箱环境前，首先您需要了解什么是沙箱。沙箱是一种安全机制，为运行中的程
序提供的隔离环境。通常是作为一些来源不可信、具破坏力或无法判定程序意图的程
序提供实验之用。沙箱是一种按照安全策略限制程序行为的执行环境，通常严格控制
其中的程序所能访问的资源，在沙箱中，网络访问、对真实系统的访问、对输入设备
的读取通常被禁止或是严格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说，沙箱属于虚拟化的一种。沙箱中
的所有改动对操作系统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更多内容请参见购买沙箱环境。

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是指正式发布上线的真实环境。测试完成后，将应用发布至生产环境，即运
行环境，供业务用户使用。默认域名为“appcuberun.cn-
north-4.huaweicloud.com”。

说明

免费版不提供运行环境，请参考购买商用租户，购买专业版或专享版后，再进行打包发布操作，
并在运行环境安装该应用。

AppCube 中的用户

AppCube中存在两类用户：用户（User）和业务用户（PortalUser）。用户为应用的
开发者，业务用户为应用的使用者，用户开发的应用游客（Guest）可直接使用。关于
用户和业务用户的更多介绍，请参见图解AppCube中用户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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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AppCube 中用户行为

命名空间

由于不同租户间的数据可打包共享，为了避免数据命名的重复（例如数据对象、应
用、服务编排等），租户在首次创建应用前，需要先定义一个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唯一且每个租户只能创建一个命名空间。命名空间一旦设定不能修改，请慎
重定义，建议使用公司或团队的缩写作为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创建后，后续创建的应
用、数据对象、脚本、服务编排、页面等应用元素的名称前，系统会为其增加命名空
间。例如，将命名空间定义为“CNAME”，后续创建的所有应用、应用元素（数据对
象、脚本、页面等）都将以“CNAME__”开头。更多内容请参见了解命名空间。

标准页面

标准页面基于Vue技术栈，平台预置丰富基础组件，也可以支持扩展，多用于表格表单
等后端管理页面的快速开发。

标准页面开发界面提供图形化、无码化在线页面开发功能，通过标准页面开发界面能
够快速构建各种复杂表单表格页面、以及其他一些灵活布局页面。支持在开发界面中
将组件面板上的页面组件拖拽至页面工作区域，并对组件的属性、事件进行设置，再
配合事件编排完成复杂的业务功能。支持用户以积木组装的方式快速构建应用页面，
提升开发效率和质量，及时响应业务需求和价值实现。更多内容请参见标准页面。

高级页面

高级页面是由一个或者多个组件拼装而成。高级页面可以使用Widget组件进行组装和
配置，方便用户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高级页面支持多种框架，支持代码开发，比较
自由，多用于对页面效果要求高的场景。更多内容请参见高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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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大屏

业务大屏，即DMAX AI数据可视化大屏，是AppCube提供的AI数据可视化大屏页面构
建服务。DMAX提供丰富的可视化组件、灵活的数据接入和多种方式页面构建能力，
支持多屏适配，帮助开发者快速构建和发布专业水准的实时可视化大屏页面。更多内
容请参见用户指南（DMAX大屏）。

轻应用

轻应用一般为轻量级应用，不涉及复杂化的代码，用户零代码（如拖拽组件，简单配
置）或者低代码就能轻松完成应用的搭建。创建空白轻应用后系统会预置Logic、
Model、Page目录。更多内容请参见轻应用。

行业应用

行业应用是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如城市、园区、能源以及交通等创建的应用，创建空白
行业应用后，需要自定义目录。更多内容请参见行业应用。

BPM

业务流程管理（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简称BPM），源自业界BPMN 2.0标
准。AppCube基于该规范实现了自己的业务流程管理系统，由于BPM本身已经成为了
业界一套行业规范，因此在AppCube称实现此类流程的引擎为BPM流程编排，以下简
称BPM。更多内容请参见什么是BPM。

对象

AppCube中的对象（也可以称为Object）相当于传统方式开发业务系统时，数据库中
创建一个表。每个对象对应一张数据库表，用于保存业务系统需要的配置数据和业务
数据。更多内容请参见对象。

服务编排

服务编排是一种通过简单的托拉拽式流程编排以及参数配置的方式来进行服务开发的
能力，并支持对已开发的服务重新进行组合编排。用户能够在服务编排编辑器内以图
形化编排的形式快速地进行服务的开发并扩展出更丰富的业务功能，同时能够与API接
口进行绑定，以API的形式对外提供服务。更多内容请参见服务编排。

应用模板

为了降低应用开发成本，让用户通过拖拽的方式零代码或者低代码快速完成应用的搭
建，AppCube提供了丰富的应用模板。应用模板涵盖了人事管理、办公管理、问卷调
查、项目管理，以及通用应用等领域，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应用模板快速创建应用，基
于应用模板创建应用后，用户还可快速定制和扩展应用，满足自身业务的个性化诉
求。更多内容请参见什么是应用模板。

连接器

连接器是AppCube提供的调用第三方服务的集成工具。AppCube封装了不同类型的连
接器对接相应的第三方服务，如OBS、MINIO、Redis和云搜索等。通过连接器，开发
者无需关注具体代码实现，只需要配置一下服务地址和鉴权信息，即可在服务编排或
脚本中快速集成第三方系统。更多内容请参见什么是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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