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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1.1 入门必读

1.1.1 初识新版设计器
新版设计器是应用魔方 AppCube打造的新一代“极简，易用，高效” 的开发者平台，
新版首页清晰简洁，功能内聚更易用。新版设计器功能介绍，请参见初识新版设计
器。新版设计器具备哪些优势，请参见初识新版设计器。

图 1-1 新版新版应用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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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应用开发界面功能说明

区域 说明

● 主页：返回AppCube应用开发页面的首页，即“应用开发
> 主页”。

● 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AppCube开发环境的管理中心
入口，主要提供管理应用、配置应用以及部署/运行应用功
能，详细操作可参见管理员指南。

● 开发环境管理 > 业务配置中心：AppCube开发环境的业务
配置中心入口，业务配置中心将应用配置过程进行精简，
便于应用管理员快速管理权限、配置应用资源，详细操作
可参见业务配置中心。

工程能力区 在工程能力区，可直接运行应用、一键部署应用、发布应用和
检查应用的兼容性。

● 运行：运行所开发的应用

– 立即运行：在当前开发环境，预览开发中的应用。

– 在本地沙箱中运行：在本地沙箱中运行当前开发中的应
用，与本地系统做集成联调测试。

● 发布：应用开发好后，可发布应用。

– 一键部署：打包、安装、运行、部署一步到位。

– 发布版本：应用变更后，可发布版本方便管理。

– 安装包：适用于初次开发或应用有较大变动时打包。

– 补丁包：适用于问题修复类打包。

– 发布设置：设置应用打包的相关参数，发布应用或打包
应用时将会使用这些设置。

● 检查：应用编译检查，用于检查应用中的各项资源是否配
置正确或启用，若有错误信息，会展示在界面上，修改后
才可发布应用。

应用开关权限管理
区

在应用开关权限管理区，可切换到经典低代码应用设计器、切
换亮色/暗色模式，以及查看服务的用户指南等。

● 经典模式：从新版设计器，切换到经典版应用设计器。

● ：为了方便同一个开发团队成员之间，能够更好地配合
项目开发工作。低代码平台支持不同应用由不同团队开
发，区分开发者对应用的不同权限，来控制开发者对应用
的查看、开发、管理等操作。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实现
多人协作开发。

● ：服务产品资料文档入口。

● ：开发者可以切换应用设计器的模式为“亮色模式”或
“暗色模式”，也可以查看AppCube发给华为云帐号的系
统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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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说明

分类导航 在分类导航中，可切换各个视图进行开发，包括页面、数据对
象、业务逻辑、流程和集成开发视图等。

● 开始：开发一个应用的向导页，开发者通过开始视图可快
速创建常用工程元素，如页面、流程（工作流或定时任
务）、报表、数据对象等常用元素，可设置应用导航。

● 页面：存放该应用的标准页面与报表的目录，展开可新建
标准页面、高级页面和报表。

● 数据：存放该应用对象、视图对象和事件的目录，展开可
新建对象、视图对象、事件。单击下方设置中的“选项列
表”，可展示该应用的选项列表项。

● 逻辑：存放该应用服务编排、脚本和触发器的目录，展开
可新建服务编排、脚本和触发器。单击下方设置中的“系
统参数”可新建或导入系统参数；单击“自定义错误
码”，可自定义错误码。

● 流程：存放该应用工作流和定时任务的目录，展开可新建
工作流和定时任务。

● 集成

– 公共接口：存放该应用的自定义公共接口。

– 消息接入：存放该应用的数据接入。

– 连接器：存放该应用涉及的连接器，用于对接第三方服
务。

● 设置：应用设置入口，提供应用信息设置、外观设置和应
用主题管理等功能。

工具区 工具区集中呈现了搜索、调试、命令行、代码管理等辅助功
能，更加方便开发者使用。

● 搜索：提供资源搜索功能，以关键字搜索该租户下所有资
源的名称或者元数据内容。支持高级搜索，可按照资源类
型（例如脚本、高级页面等）进行搜索，搜索结果支持实
时刷新（需要先单击“更新搜索索引”，来更新索引库。
如果数据量大，更新索引库可能耗时较长，可以关键字搜
索来刷新搜索结果）。例如，需要查看关联A对象所有资
源，可以以该对象名称为关键字，选择按照内容进行搜
索，或者搜索包含某具体方法的所有脚本有哪些，可以用
方法名作为关键字搜索所有脚本，搜索结果中会展示包含
该方法的所有脚本，单击搜索结果中的具体某一脚本，可
显示该脚本的描述信息，以及包含该方法的关键脚本代
码，搜索结果 多展示300条。

● 调试：是否开启日志跟踪，详情请参见开启日志监控。

● 命令行：进入开发者控制台，可执行部分SQL命令收集信
息，便于定位问题，详情请参见使用控制台分析查询
SQL。

● 代码管理：该功能即将上线。

新手开始入口 以需求场景为开发起点，一路引导，让开发旅程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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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新版设计器具备哪些优势

极简、易用、高效

图 1-2 新老设计器对比

● 更合理的空间布局

新版设计器优化了功能入口布局，寻找功能更符合开发者思维习惯。

● 引导式开发体验

以需求场景为开发起点，一路引导，让开发旅程更顺畅。

● 降低门槛

持续降低开发门槛，功能更易用。

图形化建模（从设计开始）
● 改表格式为图形化，模型操作更简单。

● 模型关系一目了然，不用再为找关系发愁。

● 简化对象编辑步骤，选择模型即可编辑。

● 一键添加字段，交互体验更人性化。

设置出厂数据（让复杂场景简单化）

出厂数据支持多安装策略，解决传统开发中对实例化数据打包、管理和升级问题，让
复杂场景简单化。

● 一份数据一次配置多次复用灵活按需指定出厂数据。

● 出厂数据多安装策略，消除传统开发中对实例化数据打包、管理和升级问题。

应用团队协作更灵活

团队协作实现一个租户下有多个开发团队，不同开发团队所拥有的应用之间相互隔
离，做到我的应用“我做主”。

一键部署触手可及

部署操作化繁为简，降低部署门槛，提升部署体验，提供可视化的部署进度和部署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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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开发者为中心，化繁为简，降低门槛，屏蔽打包、发布、部署等环节。

● 打包发布部署一体化，部署进度/结果可视化，简化新手探索过程。

租户级自运维告警

图 1-3 租户级自运维告警

租户级自运维告警构建平台租户E2E运维能力，降低应用维护成本，提高租户应用的高
可维护性。

● 开发者可根据业务需要，自定义告警模板。

● 业务脚本灵活引用自定义告警。

● 运维人员可以查看和处理业务告警。

租户自定义域名

图 1-4 域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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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定义域名，提供安全可靠的内外网访问机制，实现一个运行环境多个域名（该
特性仅对专享版运行环境灰度开放）。

● 自定义域名支持SSL证书认证和应用访问控制，保护应用访问安全。

● 提供安全可靠的内外网访问机制，不同用户不同登录认证。

1.1.3 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使用说明

新版应用设计器优化了功能入口布局，寻找功能更符合开发者思维习惯。 同时，以需
求场景为开发起点，一路引导，让开发旅程更顺畅。

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AppCube新版应用开发页面。

图 1-5 应用开发页面

表 1-2 AppCube 新版应用开发页面介绍

功能 功能介绍

主页
在主页中，可快速构建多种类型的应用，并直接在线发布使用。

● “低码应用”中呈现当前用户 近创建、访问和收藏的应用。

● “学习中心”提供了该平台功能的操作和介绍视频，方便您更
直观地了解AppCube。

● “模板中心”放置AppCube提供的零代码和低码应用模板，您
可以直接使用这些预置的应用模板快速创建应用。

● “产品动态”呈现AppCube通知公告/升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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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功能介绍

应用
在应用中，可以开发、管理所有低代码应用。

资产
在资产中，可以管理环境中的所有组件资产，包括可复用的BO资
产和传统语言开发的原生服务。

业务大屏
业务大屏（DMAX）是应用魔方 AppCube提供的可视化页面构建
服务，提供了丰富的可视化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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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的实时可视化应用。更多介绍，请参见用户指南（DMAX大
屏）。

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提供了一些AppCube平台功能的操作和介绍视频，方便
您更直观地了解AppCube。

模板中心
AppCube内置了丰富的零代码和低码应用模板，您可以直接使用
这些预置的应用模板快速创建应用。

微信扫一扫，可关注AppCube公众号。

单击可切换系统语言。

华为云消息中心入口。消息中心是华为云为更好的建立与客户的
联系而建设的服务平台，可以为用户提供各类通知消息的接收和
管理，用户可以及时快捷的接收消息，从而避免信息遗漏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AppCube帮助文档入口。

用户名 显示当前登录帐号的名称，单击帐号名称，选择不同的弹出菜
单，可以查看系统版本信息、退出系统等。

 

步骤3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应用”，进入低代码应用管理页面。

图 1-6 低代码应用管理页面

步骤4 在低代码应用列表中，单击已创建低代码应用后的“编辑 > 体验新版设计器”，即可
进入新版应用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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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环境中还没有低代码应用，可单击“新建空白应用”或 ，输入应用标签和名
称，单击“新建”，即可进入新版应用设计器。

图 1-7 编辑低代码应用

图 1-8 创建低代码应用

----结束

1.1.4 应用开发入门指引
新版应用设计器是应用魔方 AppCube打造的新一代“极简，易用，高效” 的开发者平
台，新版首页清晰简洁，功能内聚更易用。

1、快速了解新版设计器

通过入门必读，快速了解AppCube提供的低代码应用新版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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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低代码应用

在低代码平台中，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开发各个场景的应用，以满足千行百业的各
种需求。

● 新建空白应用：从零开始新建应用，更多介绍请参见新建空白应用。

● 使用模板新建：当业务与应用模板中的场景相似度较高时，可以尝试使用应用模
板创建，并在模板应用的基础上继续改造应用。更多介绍。请参见使用模板创建
应用。

● 新建扩展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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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创建扩展类型应用。更多介绍，请参
见创建扩展应用。

● 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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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基于BO，如魔方一样创建功能各异的应用。更多介绍，请
参见服务组件（BO）。

● 新建原生服务：租户在低代码平台外开发了一些服务，服务运行在Docker容器
中。若希望将这些服务集成到AppCube中，供AppCube内部应用或其他第三方系
统调用时，可选择创建原生服务。更多介绍，请参见原生服务。

3、选择一个场景，开始您的开发之旅

以需求场景为开发起点，一路引导，让开发旅程更顺畅。

● 标准页面：标准页面是一种将一个或多个组件拖进画布，进行低代码甚至无代码
的配置，即可快速完成业务功能的前端页面。对于一般的业务应用系统，例如请
假电子流、出差报销、在线投票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其功能主要是针对业务数
据的增、删、改、查，且前端界面的样式相对简单的页面，可以使用AppCube提
供的标准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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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用户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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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流：工作流即业务流程管理，源自业界工作流N 2.0标准。

● 报表：AppCube对内部数据提供了一种汇总方式的视图，即报表。利用报表功
能，可以让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并进行分析与洞察，更好的了解业务现存的
问题与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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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放接口：通过定义服务的API，可快速定制所需的业务接口，并将该接口服务注
册到网关，供第三方使用。

● 定时任务：通过创建定时任务，让系统自动执行某脚本、服务编排完成业务功
能。例如，系统中存在一个定时任务，在每天凌晨3点，定时将到期的商品进行下
架处理。

● 消息接入：当需要从外部数据源获取数据，按照需求对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然
后转化成内部事件，输出给Kafka或者ROMA Connect时，可通过配置“数据接
入”来实现这整个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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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设置

除了定义应用包含的页面、对象、后台处理逻辑，还支持定义应用的页面布局、导航
等。

● 应用外观设置

● 主题管理

● 应用导航设置

5、编译发布低代码应用

应用开发完成后，支持将应用一键打包发布到运行环境或沙箱环境。

● 如何一键部署应用

● 如何导入导出源码包

● 如何下载安装包和补丁包

1.2 应用

1.2.1 什么是应用
应用即一个App，是一个实现了某种业务管理的可运行应用程序。创建应用是在低代
码中开发项目的第一步，也是端到端构建软件应用的入口。在开发项目工程前，请先
创建一个应用，再在应用中创建数据、后台逻辑和前台页面。

低代码应用开发平台支持通过拖拉拽创建前端页面，可视化排列、配置各种逻辑模块
化元素，创建功能各异的应用。

应用的生命周期

应用的开发阶段

应用是一个工程，可以创建对象模型，编辑标准页面和高级页面，开发服务编排和脚
本逻辑，开发商业应用业务流程等。在应用的开发环境里，可以快速实现底层逻辑。

应用的部署阶段

低代码新版设计器，提供了一键部署应用的功能，支持将应用一键打包发布到运行环
境或者沙箱环境。使部署操作化繁为简，降低部署门槛，提升部署体验，同时提供可
视化的部署进度和部署结果。

应用的运行阶段

应用是一个可预览的运行界面。

支持创建的应用类型

在低代码平台中，支持创建如下几种类型的应用：

● 新建空白应用：从零开始新建应用，更多介绍请参见新建空白应用。

● 使用模板新建：选择合适的模板新建应用，更多介绍请参见使用模板创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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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扩展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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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创建扩展类型应用。更多介绍，请参
见创建扩展应用。

● 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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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基于BO，如魔方一样创建功能各异的应用。更多介绍，请
参见服务组件（BO）。

● 新建原生服务：租户在低代码平台外开发了一些服务，服务运行在Docker容器
中。若希望将这些服务集成到AppCube中，供AppCube内部应用或其他第三方系
统调用时，可选择创建原生服务。更多介绍，请参见原生服务。

1.2.2 什么是应用模板
应用模板是一种快速创建应用的方式。低代码平台为了降低应用开发成本，提高应用
开发效率，内置了丰富的应用模板。您可以直接使用这些预置的应用模板，快速创建
应用。

图 1-9 应用模板

应用模板的分类

应用模板涵盖了疫情防控、人事管理、行政办公、问卷调查、项目管理、通用应用、
行业应用等领域，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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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代码平台典型的应用模板如下所示，其他模板介绍请以界面提供的为准。

说明

应用页面支持适配PC端和移动端，本手册中截图以PC端展示为例进行说明。

● 调查问卷

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问卷模板，用于收集资料或管理问题记录。该模板以对应用魔
方AppCube开发者展开调查问卷为例，您可基于该模板快速自定义调查问卷内
容。

● 智慧烟感

该应用模板提供了常见消防安全应用所涉及的设施管理应用、设备BO、告警BO
以及GIS BO等多种资产，使用该模板您可快速接入IOT设备，创建智能烟雾感应
用，完成设备数据的接入、处理分析以及告警监控功能。

● 健康打卡

助力企业或者组织管理者完成员工健康打卡管理，健康打卡包括每日健康打卡、
发烧情况跟进、健康打卡管理和发烧跟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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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

帮助企业快速创建出差申请及审批流程，提高出差审批效率。

● 财务报销

帮助企业用户快速处理财务报销流程及业务。

● 在线投票

快速创建在线投票轻应用。

如何使用应用模板

步骤1 在低代码平台页面，单击“使用模板新建”或单击 ，进入低代码模板中心。

您也可以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模板中心”，进入低代码模板专区。

图 1-10 选择使用模板

步骤2 单击待使用模板，进入模板详情页面。

步骤3 单击“安装模板”，即可基于模板创建应用。

图 1-11 基于模板创建应用

----结束

1.2.3 新建空白应用

使用说明

从前端到后端，从零开始，一步步完成应用的开发，其流程如图1-12所示。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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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创建应用流程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在“应用”中，单击“新建空白应用”或单击 ，进入新建空白页面。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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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首次创建应用时，需要先定义专有的命名空间。

在提示框中，单击“创建”，输入“命名空间”后（例如“CNAME”），单击“创
建”。

注意

● 由于租户间的数据可打包共享，为了避免数据（例如对象、应用、服务编排等）命
名的重复，租户在创建应用前需要定义一个命名空间（所有租户下的命名空间唯一
且每个租户只能创建一个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一旦创建，不能修改和删除，创建前请确认好相关信息。建议使用公司或
团队的缩写作为命名空间。

后续创建的应用、应用元素（例如对象、脚本、服务编排、页面等）的名称前，系统
会为其自动增加命名空间。例如，将命名空间定义为“CNAME”，后续创建的所有应
用、应用元素（对象、脚本、页面等）都将以“CNAME__”开头。

图 1-14 输入命名空间

步骤4 设置新建应用基本信息，单击“新建”。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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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新建空白应用

● 添加图标：新建空白应用的图标。

● 标签：应用在页面中展示的名称，创建后支持修改。

● 名称：应用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输入标签值后单击该参数
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生成应用的名称，同时自动在名称前，添加命名空间__。

● 分类：新建应用所属的分类。设置分类后，工程列表和库列表都可以根据应用或
BO的分类进行筛选。

● 描述：新建应用的附加描述信息。

● 高级设置 > 运行时版本：开发的资产包依赖所选择的运行时版本，若线下运行版
本不一致，可能会不兼容。

步骤5 选择所需的场景，开启您的应用开发之旅。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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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选择开发场景

● 标准页面：标准页面是一种将一个或多个组件拖进画布，进行低代码甚至无代码
的配置，即可快速完成业务功能的前端页面。对于一般的业务应用系统，例如请
假电子流、出差报销、在线投票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其功能主要是针对业务数
据的增、删、改、查，且前端界面的样式相对简单的页面，可以使用AppCube提
供的标准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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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用户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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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流：工作流即业务流程管理，源自业界工作流N 2.0标准。

● 报表：AppCube对内部数据提供了一种汇总方式的视图，即报表。利用报表功
能，可以让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并进行分析与洞察，更好的了解业务现存的
问题与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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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放接口：通过定义服务的API，可快速定制所需的业务接口，并将该接口服务注
册到网关，供第三方使用。

● 定时任务：通过创建定时任务，让系统自动执行某脚本、服务编排完成业务功
能。例如，系统中存在一个定时任务，在每天凌晨3点，定时将到期的商品进行下
架处理。

● 消息接入：当需要从外部数据源获取数据，按照需求对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然
后转化成内部事件，输出给Kafka或者ROMA Connect时，可通过配置“数据接
入”来实现这整个流程。

----结束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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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使用模板创建应用

使用说明

当业务与应用模板中的场景相似度较高时，可以尝试使用应用模板创建，并在模板应
用的基础上继续改造应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模板中心”，进入低代码模板专区。

步骤3 查找到所需的模板，单击该模板，进入模板页面。

步骤4 单击“安装模板”，即可安装应用。

步骤5 首次创建应用时，需要先定义专有的命名空间。

在提示框中，单击“创建”，输入“命名空间”后（例如“CNAME”），单击“创
建”。

注意

● 由于租户间的数据可打包共享，为了避免数据（例如对象、应用、服务编排等）命
名的重复，租户在创建应用前需要定义一个命名空间（所有租户下的命名空间唯一
且每个租户只能创建一个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一旦创建，不能修改和删除，创建前请确认好相关信息。建议使用公司或
团队的缩写作为命名空间。

后续创建的应用、应用元素（例如对象、脚本、服务编排、页面等）的名称前，系统
会为其自动增加命名空间。例如，将命名空间定义为“CNAME”，后续创建的所有应
用、应用元素（对象、脚本、页面等）都将以“CNAME__”开头。

图 1-17 输入命名空间

步骤6 命名空间创建完成后，系统会自动进入该应用的开发平台。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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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创建完成后的模板应用

步骤7 在主菜单中，单击“运行 > 立即运行”，即可预览该应用，进行体验。

说明

基于应用模板创建应用后，还可进行简单配置，快速定制和扩展应用，满足自身业务的个性化诉
求，更多操作请参见调查问卷轻应用开发。

步骤8 （可选）当需要基于已有的模板应用进行定制时，可选择所需的场景，开启您的应用
开发之旅。

图 1-19 选择开发场景

● 标准页面：标准页面是一种将一个或多个组件拖进画布，进行低代码甚至无代码
的配置，即可快速完成业务功能的前端页面。对于一般的业务应用系统，例如请
假电子流、出差报销、在线投票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其功能主要是针对业务数
据的增、删、改、查，且前端界面的样式相对简单的页面，可以使用AppCube提
供的标准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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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用户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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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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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流：工作流即业务流程管理，源自业界工作流N 2.0标准。

● 报表：AppCube对内部数据提供了一种汇总方式的视图，即报表。利用报表功
能，可以让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并进行分析与洞察，更好的了解业务现存的
问题与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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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放接口：通过定义服务的API，可快速定制所需的业务接口，并将该接口服务注
册到网关，供第三方使用。

● 定时任务：通过创建定时任务，让系统自动执行某脚本、服务编排完成业务功
能。例如，系统中存在一个定时任务，在每天凌晨3点，定时将到期的商品进行下
架处理。

● 消息接入：当需要从外部数据源获取数据，按照需求对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然
后转化成内部事件，输出给Kafka或者ROMA Connect时，可通过配置“数据接
入”来实现这整个流程。

----结束

1.2.5 创建扩展应用

什么是扩展应用

当需要基于已有资产包类型的应用或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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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创建扩展类型应用。

该方式创建的应用，会继承原有应用或者解决方案包里的应用设置，如站点设置、导
航条等，可将原有应用或者解决方案包里应用的组件资产添加到扩展应用里进行定
制，复用已有资产，满足业务需求，大大提高开发效率。

基于已有应用创建扩展应用

步骤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在“应用”中，单击“新建扩展应用”或单击 ，进入创建扩展应用页面。

步骤3 设置标签和名称，选择依赖的解决方案或者应用，单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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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创建扩展应用

● 添加图标：新建扩展应用的图标。

● 标签：扩展应用在页面中展示的名称，创建后支持修改。

● 名称：扩展应用在系统内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输入标签值后单击该
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生成扩展应用的名称，同时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
名空间__。

● 分类：新建扩展应用所属的分类。

● 描述：新建扩展应用的附加描述信息。

● 依赖：新建扩展应用所依赖的应用。依赖的应用必须为资产包类型，即依赖的应
用为低代码开发页面“资产 > 开发中的”中的资产包。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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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后，系统自动跳转到该应用的设计器界面，如图1-21所示。

图 1-21 选择开发场景

步骤4 开发定制内容，如基于依赖应用中的服务编排进行定制。

1.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单击编排后的 。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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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新建编排

2. 在添加服务编排页面，选择“使用已有的服务编排”，勾选需要依赖的服务编
排，单击“添加”。

添加完成后，系统自动进入该定制服务编排页面。

3. 在服务编排开发页面，根据业务需求定制所需功能。

4. 单击页面上方的 ，选择新版本或新服务编排保存。

说明

在后续将扩展应用打包时，只能将定制内容打包出去，依赖的内容不会随扩展应用打包发
布出去。

----结束

基于解决方案创建扩展应用

步骤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在“应用”中，单击“新建扩展应用”或单击 ，进入创建扩展应用页面。

步骤3 设置标签和名称，选择依赖的解决方案，单击“创建”。

● 添加图标：新建扩展应用的图标。

● 标签：扩展应用在页面中展示的名称，创建后支持修改。

● 名称：扩展应用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输入标签值后单击该
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生成扩展应用的名称，同时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
名空间__。

● 分类：新建扩展应用所属的分类。

● 描述：新建扩展应用的附加描述信息。

● 依赖：新建扩展应用所依赖的解决方案。依赖的解决方案必须为资产包类型，即
依赖的应用为低代码开发页面“资产 > 开发中的”中的资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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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后，自定进入该扩展应用的设计器界面，如图1-23所示。

图 1-23 选择开发场景

步骤4 在应用设计器中，根据业务需要开发定制内容。

----结束

1.2.6 设置应用

1.2.6.1 设置应用基本信息

使用说明

应用创建完成后，支持修改应用名称（创建应用时标签的值）、描述和使用说明。

修改标题与描述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应用名称后的下拉框，选择“修改应用图标和描述”。

您也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设置”，在应用信息中，单击“修改标题与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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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选择修改应用图标和描述

步骤3 设置应用名称、标题、图标等信息，单击“保存”。

● 应用名称：创建应用时设置的标签值，单击 ，可进行国际化设置。

● 应用描述：应用的附加描述信息，单击 ，可进行国际化设置。

● 应用图标：设置应用Logo，单击“上传”，可上传本地的图片作为应用的Logo图
标。

● 图标颜色：设置应用Logo中，图标的颜色。

● 选择图标：选择图标的样式。

----结束

设置应用说明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设置”，进入应用设置页面。

步骤3 在应用信息中，单击“编辑使用说明”。

步骤4 为应用添加使用说明，支持多语言，即不同语言下的应用说明。

● “用户访问时是否自动弹出”设置为“不弹出”，运行该应用后，用户访问时不
会弹出应用使用说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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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访问时是否自动弹出”设置为“可勾选下次不再弹出”，运行该应用后，
用户首次访问时会弹出应用说明页，且弹出页会显示参数“下次不再弹出”供用
户勾选。

图 1-25 编辑应用使用说明

配置完成后，用户访问应用时，可参考图1-26，查看应用说明。

图 1-26 查看说明

----结束

1.2.6.2 应用外观设置

使用说明

在外观设置中，可更改应用导航框架的布局、元素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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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设置”，进入应用设置页面。

步骤3 在外观设置中，设置应用布局样式。

● 桌面端：设置应用在PC端显示的样式。

● 移动端：设置应用在移动端显示的样式。

● 应用主题：系统预置的主题颜色，您也可以单击“管理应用主题”，自行设计应
用主题。

● 布局选项：提供了一些常见选项，用于设置应用布局。

– 启用页签栏：是否启用页签栏。勾选后，应用中将会隐藏页签栏。

– 禁止返回工作台：是否禁用应用返回工作台。勾选后，应用中将不会显示返
回工作台按钮。

– 隐藏菜单图标：是否隐藏菜单图标。勾选后，应用中菜单将不会显示图标。

● 应用工作栏：是否显示多语言按钮。勾选后，应用中将会显示语言切换按钮。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5 在主菜单中，单击“运行 > 立即运行”，可查看设置效果。

----结束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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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 主题管理

使用说明

在主题管理中，可以对标准页面的主题进行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设置”，进入应用设置页面。

步骤3 在主题管理中，管理标准页面的主题。

● 启用主题：在主题列表中，单击主题后的 ，启用该主题。

● 禁止主题：在主题列表中，单击主题后的 ，停止该主题。

● 编辑主题：主题禁用后，单击 ，可更改该主题。

● 删除主题：主题禁用后，单击 ，可删除该主题。

----结束

1.2.6.4 应用导航设置

使用说明

应用创建完成后，可根据用户需要配置导航栏菜单，一个应用中可以配置一到多个导
航菜单页签。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开始页面，单击“应用导航设置”，进入导航设置页面。

图 1-27 应用导航设置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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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主导航设置。

1. 在主导航设置页签，单击“新建”，选中“分组”，可以新建分组目录。

图 1-28 新建分组目录

– 分组名称：设置分组目录的名称。单击 ，可进行国际化设置。

– 唯一标识：分组目录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保存后不支持修改。

– 分组图标：单击“修改”，可设置分组Logo。在“选择图标”中，选择所需
的分组图标logo，也可以单击“上传”，使用本地的图片作为分组的Logo图
标。

2.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完成分组目录的创建。

3. 选中已创建分组的目录，单击“新建”，菜单属性选择“菜单项”，设置其他参
数后，单击“保存”。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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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创建菜单项

– 菜单名称：新建菜单项的名称。单击 ，可进行国际化设置。

– 唯一标识：菜单项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保存后不支持修改。

– 描述：菜单项的附加描述信息。单击 ，可进行国际化设置。

– 菜单图标：单击“修改”，可设置菜单Logo。支持在“选择图标”中，选择
系统预置的图标，也可以单击“上传”，使用本地的图片作为菜单图标。

– 外部链接：选择导航页签的类型，对应于菜单项所渲染的页面内容。

▪ 无：显示应用中的默认页面，用于展示个人任务相关的信息。

▪ 页面：用于关联并展示一个标准页面/高级页面，相应页面的创建可以参
考标准页面与高级页面。

▪ 流程：关联并展示已启用的工作流，工作流创建可以参考工作流。

▪ 外部链接：支持输入URL链接进行关联，将展示URL对应的网页或页面。

– 是否展现：创建的菜单项，是否在“桌面端”或“移动端”应用中显示。

– 可见权限：拥有哪些权限的用户，可以查看此菜单项（当前版本，该功能暂
未上线）。

4. 配置完应用的主页导航菜单后，单击页面上方的“运行 > 立即运行”，可预览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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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 预览设置效果

步骤4 系统菜单设置。

1. 在系统菜单设置页签，选择对应的菜单项（如个人设置）。

2. 在右侧页面，选中“是否隐藏该系统菜单？”，单击“确认”。

设置成功后，将隐藏“个人设置”菜单栏（应用自有的系统菜单栏只能选择隐
藏，无法删除）。

图 1-31 系统菜单设置

3. 设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上方的“运行”，可预览效果。

在预览页面，单击右上角的用户名，“个人设置”菜单栏将不再出现。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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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预览效果

----结束

1.2.6.5 应用依赖与开放

什么是应用依赖和开放

应用依赖是指当前应用中，引用了其他应用内的元素，如菜单、页面、对象等。当安
装该应用时，平台会校验依赖的应用是否已存在。

应用开放是指当前应用对外开放的部分元素，允许被其他应用引用或被定制。

在低代码平台，通过建立应用与应用之间的依赖关系，可模块化构建复杂的解决方
案，实现资产复用。

如何添加应用依赖关系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设置”，进入应用设置页面。

步骤3 选择“依赖与开放”，单击“添加依赖”，进入添加应用依赖关系页面。

图 1-33 添加应用依赖关系

步骤4 选择需要添加依赖关系的一个或多个应用，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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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选择需要添加依赖关系的应用

步骤5 （可选）在应用依赖页签，单击已添加应用后的 ，可查看依赖的应用。

步骤6 （可选）在应用依赖页签，单击已添加应用后的 ，可删除依赖的应用。

如果当前应用添加了与另一个应用的依赖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引用该应用内的任何
元素，则可以通过此按钮，一次性将这些虚假依赖关系删除掉。

----结束

如何添加允许被引用的元素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设置”，进入应用设置页面。

步骤3 选择“依赖与开放”，在“应用开放”页签，单击允许被引用元素后的“添加元
素”。

图 1-35 添加允许被引用的元素

步骤4 在添加元素页面，选择待添加的元素，单击“确认”。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2



图 1-36 选择允许被引用的元素

说明

已添加的引用元素，在其他应用工作中，支持再次被引用。

步骤5 （可选）在允许被引用的元素中，单击已添加元素后的 ，可查看已添加的引用元
素。

步骤6 （可选）在允许被引用的元素中，单击已添加元素后的 ，可删除已添加的引用元
素。

----结束

如何添加允许被定制的元素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设置”，进入应用设置页面。

步骤3 选择“依赖与开放”，在“应用开放”页签，单击允许被定制元素后的“添加元
素”。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



图 1-37 添加允许被定制的元素

步骤4 在添加元素页面，选择允许被定制的元素，单击“确认”。

图 1-38 选择允许被定制的元素

说明

允许被定制的元素可以在当前应用的扩展应用中被重载，可以通过创建扩展应用来使用。

步骤5 （可选）在允许被定制元素列表中，单击 ，可查看已添加的定制元素。

步骤6 （可选）在允许被定制元素列表中，单击 ，可删除已添加的定制元素。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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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如何一键部署应用

使用说明

应用开发完成后，支持将应用一键打包发布到运行环境或沙箱环境。新版应用设计器
中，导出的应用包为资产包。如何导出源码包，请参见如何导入导出源码包。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

步骤3 在低代码应用列表中，单击待部署应用后的“编辑 > 体验新版设计器”，进入应用设
计器页面。

图 1-39 选择体验新版设计器

步骤4 在主菜单中，单击“发布 > 打包 > 打包设置”，进入打包设置页面。

图 1-40 打包设置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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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版权设置中，设置版权信息、授权模式等信息，单击“下一步”。

图 1-41 版权设置

● 版权信息：设置应用包的版权信息。

● 版权描述：设置应用包的描述信息，建议设置为该应用提供的功能。

● 联系邮件：设置当前应用包的问题联系邮箱。

● 文档地址：设置当前应用包的文档链接。

● 授权模式：设置应用包的完整性和保密性，如加密保护应用包、应用安装后允许
查看代码。

步骤6 在出厂数据中，设置应用打包时一起发布的数据，单击“下一步”。

应用打包时，支持按照对象名称打包。单击“添加对象”，可设置数据导出条件。选
择对象后，在应用打包时，会将该对象中满足条件的数据都打包出来。

图 1-42 设置出厂数据

步骤7 在设置动作中，设置安装应用包时执行的脚本，单击“保存”。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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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设置动作

● 安装前置脚本：安装应用包时，在导入实例化配置数据之前执行的脚本，一般用
于预清理数据，避免数据冲突的情况。可以选择已有脚本，也可以单击“生成示
例脚本”新建脚本。

● 安装后置脚本：安装应用包时，在导入实例化配置数据之后执行的脚本，一般用
于删除、更新数据等。可以选择已有脚本，也可以单击“生成示例脚本”新建脚
本。

步骤8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主菜单中，选择“发布 > 一键部署”。

图 1-44 一键部署

步骤9 选择待部署的环境，单击“立即部署”。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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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选择环境

步骤10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立即部署”。

在页面左下角的进行中，可查看部署进度，如图1-46所示。

图 1-46 查看部署进入

部署成功后，显示如图1-47所示信息。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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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部署成功

● 单击“立即访问”，可直接访问运行环境中该应用，体验业务功能。

● 单击“查看状态”，进入运行环境管理中心的“管理看板 > 应用看板”中，查看
应用的基本信息、告警统计、页面访问统计和API统计。

● 单击“运行中”，进入任务列表后，单击 ，可删除该任务。

● 在“发布 > 应用包管理”下，可查看到发布的应用包。单击 ，选择“下载”，
可下载应用包。

----结束

1.2.8 如何导入导出源码包

使用说明

源码包中的所有组件，都不受保护和限制。在其他开发环境安装后，可编辑包中组
件，即在原有基础上可进行再开发。获取源码包后，在应用开发页面的“应用”中，
可通过“导入项目”，进行安装。

图 1-48 导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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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用源码包

AppCube中的安装包/补丁包主要用于租户之间或者环境之间的资产复用，避免重复开
发。而源码包主要用于同一租户内，在不同环境之间的资产迁移，以源环境的状态继
续开发（类似自己代码仓库），或者用于备份租户自己的代码，以便在需要恢复时使
用。

如何导出源码包

步骤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

步骤3 在低代码应用列表中，单击应用后的 ，选择“导出应用”，即可将该应用的源码
包下载到本地。

图 1-49 导出应用源码包

----结束

如何导入源码包

在低代码平台，您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导入源码包。

● 方式一：在应用开发页面，导入源码包。

a.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b.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

c. 在应用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导入项目”。

d. 上传已获取的源码包，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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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0 导入源码包

e. 导入成功后，在低代码应用列表中，单击应用后的“编辑 > 体验新版设计
器”，即可基于导入的应用进行二次开发。

● 方式二：在开发环境管理中心，安装源码包。

步骤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单击页面左上方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

步骤3 在管理中心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软件包管理 > 软件包安装”。

步骤4 单击“新建”，上传待安装的源码包，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单
击“检查并安装”。

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表示安装前会检查软件包中的对象属性变
更情况。对象属性变更可能引起环境中某些对象记录内容的变化，默认不勾选。

说明

运行环境和沙箱环境禁止安装源码包，因为源码包的多版本策略会破坏基线/资产包的多版本策
略，导致将来再装资产包时无法自动激活资产的版本组件。

步骤5 安装成功后，返回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6 在低代码应用列表中，单击应用后的“编辑 > 体验新版设计器”，即可基于导入的应
用进行二次开发。

----结束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1



1.2.9 如何下载安装包和补丁包

包类型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中，仅支持将应用发布为安装包或补丁包，支持设置包内容是否受
保护。包中内容可设置为安装后可读或不可读的两种模式，只有可读方式下，安装的
应用才能查看对象脚本等信息。将包安装到其他环境时，只能运行和预览，不可编辑
包中组件。若后续其他用户在其他开发环境安装资产包后，应用会显示在低代码应用
开发页面的“资产 > 已安装的”。

● 安装包：适用于初次和大的变更打包。

● 补丁包：适用于问题修复类打包变更小。

图 1-51 安装补丁包/安装包

如何将应用发布到本地

步骤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

步骤3 在低代码应用列表中，单击待部署应用后的“编辑 > 体验新版设计器”，进入新版应
用设计器。

步骤4 打包设置。

1. 在主菜单中，选择“发布 > 打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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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打包设置

2. 设置版权信息，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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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版权设置

– 版权信息：设置应用包的版权信息。

– 版权描述：设置应用包的描述信息，建议设置为该应用提供的功能。

– 联系邮件：设置当前应用包的问题联系邮箱。

– 文档地址：设置当前应用包的文档链接。

– 授权模式：设置应用包的完整性和保密性，如加密保护应用包、应用安装后
允许查看代码。

3. 在出厂数据中，设置应用打包时一起发布的数据，单击“下一步”。

应用打包时，支持按照对象名称打包。单击“添加对象”，可设置数据导出条
件。选择对象后，在应用打包时，会将该对象的满足条件的数据都打包出来。

图 1-54 设置出厂数据

4. 在设置动作中，设置安装应用包时执行的脚本，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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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 设置动作

– 安装前置脚本：安装应用包时，在导入实例化配置数据之前执行的脚本，一
般用于预清理数据，避免数据冲突的情况。可以选择已有脚本，也可以单击
“生成示例脚本”新建脚本。

– 安装后置脚本：安装应用包时，在导入实例化配置数据之后执行的脚本，一
般用于删除、更新数据等。可以选择已有脚本，也可以单击“生成示例脚
本”新建脚本。

步骤5 将应用发布成安装包或补丁包，并下载到本地。

1. 在主菜单中，选择“发布 > 安装包/补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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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 选择应用包类型

2. 在生成安装包/源码包页面，设置安装包描述信息，单击“立即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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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 生成安装包

图 1-58 生成补丁包

3. 在页面左下角的进行中，可查看安装包/补丁包部署进度。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7



图 1-59 查看软件包部署进度

步骤6 发布成功后，在提示信息中，单击“下载”，可下载安装包到本地。

图 1-60 部署成功后提示信息

步骤7 其他租户可以在开发环境、沙箱环境或运行环境中，安装软件包，以便于测试或者使
用该软件。

如何安装应用包，请参见如何安装安装包/补丁包。

----结束

1.2.10 如何安装安装包/补丁包

使用说明

其他租户可以在开发环境、沙箱环境或运行环境中，安装补丁包/安装包，以便于测试
或使用该应用。

前提条件

已获取如何下载安装包和补丁包中的安装包或补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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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环境安装应用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实例中的“管理运行环境”，进入运行环境管理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软件包管理 > 软件包安装”。

步骤4 单击“新建”，上传待安装的应用包，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单
击“检查并安装”。

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表示安装前会检查软件包中的对象属性变
更情况。对象属性变更可能引起环境中某些对象记录内容的变化，默认不勾选。

----结束

在开发环境安装应用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新版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资产”。

步骤4 在资产中，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资产安装”。

步骤5 在资产安装中，选择已获取到的安装包/补丁包，单击“确定”。

安装成功后，在“应用资产 > 已安装的”页签，可查看到已安装的补丁包/安装包。

----结束

在沙箱环境安装应用

步骤1 登录沙箱环境。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软件包管理 > 软件包安装”。

步骤3 单击“新建”，上传待安装的应用包，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单
击“检查并安装”。

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表示安装前会检查软件包中的对象属性变
更情况。对象属性变更可能引起环境中某些对象记录内容的变化，默认不勾选。

----结束

1.2.11 如何进行页面异常检查

使用说明

检测当前应用中，所有元素是否存在异常。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主菜单中，选择“检查”，进入立即检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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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选择检查

步骤3 检查完成后，在页面上方的“检查”，会显示问题个数。

图 1-62 查看问题个数

步骤4 单击下方立即检查后的 ，选择当前工程的内核版本，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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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选择内核版本

步骤5 查看异常信息，根据异常信息内容解决问题。

● 立即检查：执行应用检查，检测应用中的元素是否存在问题。

● 异常描述：给出异常问题的描述信息，指明错误原因。

● 资源类型：出现异常问题的元素类型。

● 来自应用：出现异常问题的应用。

● 资源：出现异常问题的具体元素，单击则可跳转至对应组件元素。

步骤6 检测完成后，若无异常信息，应用可以正常打包发布。

----结束

1.2.12 如何实现多人协作开发

使用说明

为了方便同一个开发团队成员之间，能够更好地配合项目开发工作。低代码平台支持
不同应用由不同团队开发，区分开发者对应用的不同权限，来控制开发者对应用的查
看、开发、管理等操作。支持一个租户同时有多个团队在开发，且不同项目的工程间
相互隔离，避免知识资产泄露和数据被误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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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进入协作页面。

步骤3 单击“开发者”，开启“开发者管理已开启”功能。

开启后，可以管理哪些用户，可以访问和编辑该应用，并设置权限。默认该开关关
闭，表示环境上所有开发者，都可以访问并编辑该应用。

● 只有拥有“应用管理”权限的用户，才能开启关闭此开关，有权添加用户、删除
用户及修改用户权限。

● 当用户新创建一个应用时（包括克隆、导入），该用户默认具备应用的所有权
限，因此该用户可以开启和关闭开关。

图 1-64 开发者

图 1-65 开启此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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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添加”，选择所需开发人员，单击“下一步”。

应用的管理者或应用的创建者，可以为当前应用添加开发者用户。被添加的开发者用
户，可以访问或编辑该应用，由权限控制。

图 1-66 选择用户

步骤5 为添加的用户设置权限，单击“确定”。

● 选择“是”，按需为开发人员分配对应权限。用户必须要有查看应用权限项，才
能通过应用设计器（包括新版和经典版）打开应用，否则进入应用设计器时会提
示“您没有访问该应用的权限”。

图 1-67 为用户设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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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否”，表示默认拥有原有的开发权限。被添加到应用中的标准用户，已在
环境中具备了某种角色，在该应用中，此用户默认按其系统角色包含的权限来操
作应用。

步骤6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完成用户的添加。

● 单击已添加用户后的 ，可修改用户权限。

● 单击已添加用户后的 ，可移除已添加的用户。开启“开发者管理”权限的用
户，无法修改其应用权限，也不可以删除该用户。

----结束

1.3 对象

1.3.1 什么是对象

低代码平台中的对象

低代码平台中的对象（也可以称为Object）相当于传统方式开发业务系统时，数据库
中创建的一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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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可以存储组织或业务特有的数据，您可以围绕对象这一核心，定义相关的字段、
字段校验规则、界面样式、字段变更时的触发事件等。如果把待开发的业务系统比作
一部电影，对象就是电影中的各个角色，需要勾勒角色的外貌、性格特点、人物关系
和所经历的剧情。

低代码平台预置了一部分标准对象（Standard Object），您可以为这些标准对象新增
字段，但不能修改、删除预置字段。租户开发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创建自
定义对象（Custom Object），支持增、删、改自定义对象及自定义对象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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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自定义对象后，系统会为自定义对象自动创建一些标准字段（Standard
Fields），如图1-68所示。

图 1-68 自定义对象的标准字段

对象模型功能介绍

在低代码平台中，支持创建如下类型的对象。

● 标准对象：低代码平台预置的对象，对象名称和对象字段均已定义好，可以满足
基本的业务需要。 标准对象只允许用户扩展新字段，禁止修改/删除基线字段。

● 自定义对象：租户自定义的对象，允许用户增/删/改对象和字段。

● 视图对象：与数据库中的View视图类似，用于对2个以上的对象进行关联查询，并
把结果集以对象的形式展现，这样的对象称之为视图对象。视图对象中的数据只
支持查询，不支持增/删/改。更多关于视图对象的介绍，请参见如何创建视图对
象。

除了上述三种，还有一种系统对象，即低代码平台各项系统功能模块所使用到的对
象，如服务编排、脚本等。一般无需关注，若需要定位问题，可在使用SQL查询数据
中，使用SQL语句进行查询，也可以在管理中心的“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
出”中，执行导出操作，导出系统对象。

图 1-69 系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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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 导出系统对象数据

图形化建模

图形化建模面向所有低代码应用开发者，提供简单易懂的数据库对象建模工具并复用
知识经验，降低开发者的学习难度和技能门槛。

图 1-71 初识对象设计器

● 映射工程目录

如何创建一个对象中介绍了对象及对象目录的创建，其中每个对象目录都可以映
射为一个设计图，单击目录即可切换设计图。设计图用于展示目录中，对象之间
的关系。

– 应用设计器数据视图的对象目录，本身就映射到一个设计图，设计图的名称
即目录名称。

– 对象中每创建一个目录，就映射为一个独立的设计图。

– 目录中再创建目录，也映射为独立的设计图。

– 设计图上方，通过面包屑显示映射的目录路径，通过面包屑可切换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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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 对象目录路径

– 选中左侧工程目录中的对象和目录，设计图面包屑及对象图元会同步被选
中。

● 对象和关系

设计图中，显示了当前目录下的所有对象图元。

– 对象图元上显示对象名称、字段名称和字段类型。

单击对象模型中的 ，可展开对象模型，查看对象的标准字段（Standard
Fields）。标准字段由系统自动创建，无需用户创建。单击对象模型中的

，可收起对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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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对象图元

– 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显示为关系连线。关系连线上显示关系名称，具体可
参考关联对象。

● 属性面板

选中对象图元时，设计图右侧会显示该对象的属性面板。

图 1-74 对象属性面板

属性面板的主要用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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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对象基本信息，如名称、唯一标识和描述。单击“更多信息”，会展示
创建人、创建时间等信息。

– 设置该对象是否对外公开，是否可被其他应用访问。

– 修改属性后，单击“保存”，可保存修改的内容。

– 单击“删除”，可删除该对象。

● 自动排版

在设计器上方，单击“自动排列”，可自动排版设计图上的对象位置，以获取较
好的视觉呈现。

图 1-75 自动排版

1.3.2 如何创建一个对象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支持租户开发者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创建自定义对象（Custom
Object）。自定义对象创建完成后，系统默认预置了一些标准字段，为了满足业务需
求，往往还需修改标准字段或新建自定义字段，字段就是对象的属性描述。

例如，以新建一个班级Class对象，在对象中添加一个自定义字段班级编号number，
并给name（标准字段）和number赋值为例，让您快速熟悉创建对象的过程。

表 1-3 对象的字段

对象 字段来源 字段名称 字段数据类型

Class 标准字段，不需要创建 name 文本

自定义字段，手动创建 number 数字

 

创建自定义数据对象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例如，进入班级管理系统应用设计器，如何创建应用请参见应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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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可选）单击对象后的 ，为对象添加目录。

对象默认存放在根目录下，在创建对象前，您可以先创建对象存放的目录，也可以在
对象创建后将其拖拽到指定目录。本章节以在默认目录创建对象为例，进行介绍。

图 1-76 新建目录

图 1-77 设置目录名称

步骤4 单击对象后的 ，进入创建新对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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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8 新建对象

步骤5 设置对象基本信息，单击“确定”。

图 1-79 设置对象基本信息

● 对象名称：新建对象的名称，用于在界面展示。本示例配置为Class。

● 唯一标识：对象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

----结束

定义自定义对象的字段（Fields）

自定义对象创建完成后，系统默认预置了一些标准字段。为了满足业务需求，往往还
需修改标准字段或新建自定义字段，字段就是对象的属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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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创建班级Class对象中的“班级编号number”字段为例，介绍如何创建一个自
定义字段。低代码平台还支持批量创建自定义字段，详细操作请参见如何批量创建字
段。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数据 > 对象”中，单击创建自定义数据对象中创建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

图 1-80 选择编辑

步骤3 在“字段”页签，单击“添加”，进入添加字段页面。

步骤4 设置“班级编号”字段的信息，单击“确认”。

自定义字段创建完成后，系统会自动为自定义字段添加“__CST”后 和命名空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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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 设置字段信息

步骤5 在字段列表中，单击已创建的字段，设置数据长度为“18”，单击“保存”。

图 1-82 设置字段长度

步骤6 在“数据”页签，单击“添加”，为对象添加数据。

为了便于描述，本示例添加图1-83中三条数据。数据添加后，可通过脚本、服务编排
和控制台查询，详细介绍请参见使用SQL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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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3 为对象添加数据

步骤7 （可选）为对象添加索引。

1. 在“索引”页签，单击“添加”。

2. 设置索引信息，单击“保存”。

图 1-84 添加自定义索引

– 显示名称：新建索引的名称，用于在页面显示。

– 唯一标识：新建索引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保存后不支持修改。

– 索引类型：新建索引所属的类型。

▪ 普通：允许被索引的数据列包含重复的值，可按需选择绑定的字段数。

▪ 唯一：被索引的数据列不包含重复值，保证数据记录的唯一性，必须绑
定两个字段。

– 字段：选择已创建的自定义字段，作为索引字段。默认 多只能创建一个索
引，每个索引中 多创建两个索引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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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可选）为对象字段增加校验规则。

1. 在“验证”页签，单击“添加”。

2. 设置显示名称和唯一标识为checkNumber，单击“保存”。

图 1-85 添加校验规则 checkNumber

3. 选中已添加的验证规则，在右侧属性中设置验证公式、错误信息，并启用该验证
规则，单击“保存”。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5



图 1-86 设置验证公式和错误信息

– 验证公式：配置验证公式时，配置的是错误条件。例如，班级编号>200，配
置的验证公式如下：
CNAME__number__CS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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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信息：错误提示信息，可手动输入。例如，班级编号小于等于200时，提
示如下错误。
The class number must be greater than 200

须知

设置此验证规则后，在步骤6中设置number的值时，若输入小于等于200的数
字，界面会提示此处设置的错误信息。

----结束

1.3.3 对象管理

1.3.3.1 对象字段

使用说明

对象创建完成后，支持为对象添加字段、批量添加字段、编辑字段和删除字段等。

添加字段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图 1-87 进入对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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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直接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后，单击对象中的 或单击 ，
为对象添加字段。

图 1-88 为对象添加字段

步骤4 在对象详情页面，单击“添加”，为对象添加字段。

图 1-89 对象详情页

步骤5 设置字段的基本信息，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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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0 添加字段

● 显示名称：新建字段的名称，用于在页面显示。

● 唯一标识：字段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

● 字段类型：单击 ，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字段类型。

● 描述：新建字段的描述信息，建议设置为字段功能。

----结束

编辑字段

只支持修改自定义字段，预置的标准字段，仅支持修改显示名称。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4 在字段页签中，单击已添加的字段。

步骤5 在右侧字段属性中，修改字段属性。

图 1-91 字段属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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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名称：字段在页面显示的名称。

● 唯一标识：字段在系统中存储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

● 字段类型：字段的格式与内容规则，创建后不支持修改。

● 字段帮助：字段提示的帮助信息。

● 描述：字段的描述信息。

● 更多信息：显示自定义字段的创建人、创建时间、 近修改人和 近修改时间，
由系统自动生成，不支持修改。

● 字段设置

– 是否唯一：勾选，表示该字段唯一。

– 是否必填：勾选，表示该字段为必填字段。

– 是否可搜：是否能在前端开发者控制台或脚本中，使用search语句搜索该字
段。search语句可以理解为sql语句的子集，系统支持大部分常用的sql查询语
句。只需把sql查询语句开头的select关键词，修改为search即可。search语句
特点和限制如下：

▪ search语句当前对分组、通配符、去重distinct等功能暂不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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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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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不支持列表别名后“.*”全部查询，例如不支持“search T.*
from table as T whe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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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小写敏感：大小写是否敏感，例如，“ABC”和“abc”为相同值，表示大
小写不敏感，“ABC”和“abc”为不同值，则表示大小写敏感。

● 数据长度：字段的字符长度。

● 默认值：字段默认取值，默认值长度需小于等于数据长度。

步骤6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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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字段

只支持删除自定义字段，系统预置字段不支持删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4 在字段页签中，选择待删除的字段。

步骤5 在右侧字段属性设置中，单击“删除”。

步骤6 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删除”，即可删除该字段。

字段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隐藏系统字段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4 在字段页签中，单击右上角的 ，可选择隐藏系统预置的标准字段，默认不隐藏。

图 1-92 隐藏系统字段

----结束

1.3.3.2 关联对象

使用说明

关联对象是指在多个对象间添加关系。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步骤4 单击对象后的 ，进入添加关联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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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 创建对象关系

步骤5 设置关联关系，单击“下一步”。

图 1-94 选择关系类型

● 查找关系：引用目标对象的记录，通过关联当前字段与另一对象的ID字段，创建
本对象与另一对象的引用关系。定义了查找关系后，本字段的取值只能来源于关
联对象。当本对象的记录被删除时，被引用记录不受影响。例如，学生对象到班
级对象的关联关系。

● 主从关系类型：目标对象为当前对象的子表，通过关联当前字段与另一对象的ID
字段，创建本对象与另一对象的主从关系。定义了主从关系后，本字段的取值只
能来源于关联主对象。当本对象的记录被删除时，子表记录会被一起删除。例
如，订单对象和订单明细对象的关联关系。

步骤6 设置关系类型的基本信息，单击“确定”。

● 显示名称：关联关系在界面的展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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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标识：关联关系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

● 关联对象：选择关联目标，下拉框展示当前应用内所有对象的显示名称。

对象与目标对象创建关系后，会产生关系连线， 如图1-95所示。

图 1-95 关联对象

● 关联关系两端显示 和 ，表示1对多关系。目前查找关系和主从关系都是1对
多关系，低代码平台暂无1对1的关系设置。

● 箭头从有关系字段的对象，指向被关联的对象。

● 关系连线被选中时，右侧显示关系字段的属性面板。在右侧属性面板中，可以修
改关联字段的属性信息或删除关联字段。

----结束

1.3.3.3 对象索引

使用说明

对象创建完成后，支持为对象添加索引。一个实体上 多允许定义10个自定义索引。

添加索引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步骤4 单击对象中的 ，进入对象详情页面。

步骤5 在“索引”页签，单击“添加”。

步骤6 设置索引信息，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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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6 设置索引信息

● 显示名称：索引在界面的展示名称，创建后可修改

● 唯一标识：索引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

● 索引类型：选择新建索引的类型，支持普通索引和唯一索引。

– 普通索引：允许被索引的数据列包含重复的值，可按需选择绑定的字段数。

– 唯一索引：被索引的数据列不包含重复值，保证数据记录的唯一性，必须绑
定两个字段。

● 字段：索引关联的数据字段。

– 文本、密文、文本区、复选框、选项列表（多项选择）、公式、多语言和附
件字段类型不支持创建索引。

– 使用关联字段（查找关系与主从关系）创建索引时，必须绑定两个及以上字
段。

----结束

编辑索引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步骤4 单击对象中的 ，进入对象详情页面。

步骤5 在“索引”页签，单击索引列表中的索引。

步骤6 在右侧的索引属性面板中，可修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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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7 索引属性面板

步骤7 修改完成后，单击“保存”。

----结束

删除索引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步骤4 单击对象中的 ，进入对象详情页面。

步骤5 在“索引”页签，单击索引列表中的索引。

步骤6 在右侧的索引属性面板中，单击“删除”。

步骤7 在弹出的删除确认框中，单击“删除”，即可删除该索引。

索引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图 1-98 删除索引

----结束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5



1.3.3.4 对象验证

使用说明

对象创建完成后，支持为对象添加验证规则。

添加验证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步骤4 单击对象中的 ，进入对象详情页面。

步骤5 在“验证”页签，单击“添加”，进入添加验证页面。

步骤6 设置验证的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图 1-99 添加验证

● 显示名称：验证在界面的展示名称，创建后可修改。

● 唯一标识：验证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

----结束

编辑验证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步骤4 单击对象中的 ，进入对象详情页面。

步骤5 在“验证”页签，单击验证列表中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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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在右侧的验证属性面板中，可修改验证。

图 1-100 修改验证信息

● 显示名称：修改验证在界面的展示名称。

● 唯一标识：验证规则的唯一标识，不支持修改。

● 描述：验证规则的描述信息。

● 是否启用：是否使用该验证规则。

● 验证公式：设置验证规则的公式。在输入框中，可下拉选择元素，选择后自动插
入到当前光标位置。

● 错误信息：设置错误信息，提示验证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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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修改完成后，单击“保存”。

----结束

删除验证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步骤4 单击对象中的 ，进入对象详情页面。

步骤5 在“验证”页签，单击验证列表中的验证。

步骤6 在右侧的验证属性面板中，单击“删除”。

图 1-101 删除验证

步骤7 在弹出的删除确认框中，单击“删除”，即可删除该验证。

验证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1.3.3.5 查看对象详情

使用说明

对象创建完成后，可进入对象详情页面，对字段、索引、验证、清理和数据进行管
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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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2 选择详情

步骤4 在对象详情页面，可对字段、索引、验证、清理和数据进行管理。

----结束

1.3.3.6 编辑对象

使用说明

对象创建完成后，支持再次编辑对象。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编辑”，进入对象的编辑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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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3 选择编辑

步骤4 在对象的编辑视图中，可以添加新对象、为对象添加字段、添加关联等。

----结束

1.3.3.7 移动对象

使用说明

对象创建完成后，支持将对象移动到拥有开发权限的应用中。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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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4 选择移动

步骤4 选择需要移动的对象（支持同时选择多个元素），单击“下一步”。

图 1-105 选择需要移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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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选择目标应用，单击“确认”。

图 1-106 选择目标应用

----结束

1.3.3.8 克隆对象

使用说明

对象创建完成后，支持将对象克隆到当前应用中。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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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7 选择克隆

步骤4 设置克隆对象的名称和唯一标识，单击“确认”。

克隆完成后，在对象目录下可查看到克隆的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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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8 克隆对象

----结束

1.3.3.9 删除对象

使用说明

对象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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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9 选择删除

步骤4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删除”，即可删除该对象。

对象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1.3.3.10 对象清理

使用说明

为对象预置初始的清理规则，来自动删除已过期的数据记录。该配置会包含在应用包
中，被安装到目标运行环境。

设置任务清单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4 在“清理”页签中，单击“启动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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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 启用任务清单

步骤5 在任务清单中，指定根据哪个日期字段来进行清理。

仅支持选择当前对象的，所有日期类型的字段。

图 1-111 指定字段

步骤6 指定待存留时间。

当该记录的指定字段值超过了该期限后，清理任务自动处理该记录。

步骤7 单击“新增”，指定记录匹配条件，仅清除符合条件的记录。

图 1-112 指定匹配条件

● 匹配条件可设置“且”、“或”组合关系。

● 输入条件的值，要匹配字段类型。例如，日期类型则用日期输入框。

步骤8 设置清理动作，单击“保存”。

选择动作为删除任务，即清理任务直接删除符合条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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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3 清理动作

----结束

1.3.3.11 设置出厂数据

使用说明

通过设置出厂数据，可帮助开发团队简单易用的准备实例化数据，缩短应用交付的端
到端时间。设置对象的出厂数据，设置后，这些数据将在应用打包时被包含，在应用
安装时被预置到目标环境中。

设置出厂数据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4 在“数据”页签，单击“设置出厂数据”。

步骤5 在右侧设置出厂数据页面，设置出厂数据，单击“保存”。

● 请选择要包含的出厂数据：应用包中， 多允许总共包含1万条出厂数据。

– 全部选择：当前对象里的所有数据，都包含在应用包中。选择全部后，打包
时会包含对象当前所有的记录。

– 手工选择：逐条勾选对象里的数据，打包时会包含这些已选择的记录。

● 请选择出厂数据的安装策略

– 增量数据：对象里包含的出厂数据，会增量添加到环境中，仅添加新记录，
环境上已有重复记录则跳过。例如，设备管理应用中，增加了几种设备规
格，需要添加到环境中。

▪ 如果环境中已存在相同ID的数据，则看是否是出厂数据。如果是，则看
是否被更新过。只有未更新过的出厂数据会被覆盖。

▪ 如果环境中不存在此数据，则作为增量的新数据写入到环境中。

– 固定数据：对象里包含的出厂数据是应用本身的一部分，载入环境后这些数
据不可被更改、删除。每次应用升级时，会用应用包里新的出厂数据直接覆
盖环境上的数据。例如，客户管理应用中预置了个人客户、组织客户两种客
户类型数据。

▪ 环境中固定数据任何方式都不可更改、删除（不能通过页面、接口、编
排和脚本等进行变更）。

▪ 环境中该对象仍然可以插入其他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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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升级时，固定数据会全部替换成新的出厂数据。例如，环境上已有
A、B、C三条固定数据，新版本应用包中包含A、B、D三条固定数据。
升级后，C会被删除，D会被新增。

– 样例数据：对象里包含的出厂数据，仅在应用首次安装到环境时载入，后续
应用升级时不再更新。该策略用来支撑应用在各种演示环境上的安装，如调
查问卷应用首次安装时，携带了样例问卷。

字段设置为出厂数据后，在编辑修改出厂数据时，界面会提示：“该记录为出厂数
据，请谨慎修改”。

图 1-114 修改出厂数据提示

步骤6 （可选）如果需要修改出厂数据，再次单击“设置出厂数据”，在右侧属性面板中进
行修改即可。

● 通过“手动选择”，取消部分数据的勾选。

● 修改“安装策略”，重新选定策略即可。

● 单击属性面板中的“清除”，表示取消全部数据的出厂设置。

步骤7 应用打包。

● 导出的安装包，默认包含出厂数据。

图 1-115 导出安装包

● 导出的补丁包，出厂数据在打包过程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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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6 导出补丁包

图 1-117 添加出厂数据

----结束

1.3.4 如何导入导出对象结构

为什么要导入导出对象结构

导入和导出对象结构的功能，主要是实现数据的迁移和数据的备份，如迁移老的数据
模型去新的环境，保持对象的一致和兼容。

如何导出对象结构

导入导出对象结构即为元数据导入导出，是导出表的定义信息。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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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入低代码管理中心。

步骤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元数据导出”。

步骤5 单击“新建”，设置基本信息和元数据，单击“导出”。

图 1-118 元数据导出

如图1-118，单击导出后，等待1分钟左右，就会有邮件提醒或直接在界面下载结果。
这种方式允许您从低代码平台中，导出元数据的副本。也可以手动启动导出过程，或
按预定时间自动启动导出过程。Class对象结构的结果如下：

{
    "allowActivities": false, 
    "allowBulkApiAccess": false, 
    "allowChatter": false, 
    "allowReports": false, 
    "allowSearch": false, 
    "allowSharing": false, 
    "allowStreamingApiAccess": false, 
    "contextSetup": 0, 
    "description": "", 
    "fields": [
        {
            "caseSensitive": true, 
            "dataType": "Name", 
            "description": "", 
            "id": "XXX", 
            "inlineHelpText": "", 
            "installedPackage": "", 
            "isRequired": false, 
            "isSearchable": false, 
            "isUnique": false, 
            "label": "名称", 
            "name": "name", 
            "protectMode": 0, 
            "visibleLines": 3
        }, 
        {
            "caseSensitive": true, 
            "dataLength": 18, 
            "dataType": "Number", 
            "defaultValue": null, 
            "description": "", 
            "id": "XXX", 
            "inlineHelp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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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lledPackage": "", 
            "isRequired": false, 
            "isSearchable": false, 
            "isUnique": false, 
            "label": "number", 
            "name": "CNAME__number__CST", 
            "protectMode": 0, 
            "scale": 0, 
            "visibleLines": 3
        }
    ], 
    "id": "XXX", 
    "installedPackage": "", 
    "keyPrefix": "cfBY", 
    "label": "Class", 
    "name": "CNAME__Class__CST", 
    "pluralLabel": "Classs", 
    "protectMode": 0, 
    "trackFieldHistory": false
}

----结束

如何导入对象结构

导入对象结构是为了继续使用这个对象的结构。导入前，需要提前准备好导入的目标
对象zip包。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入低代码管理中心。

步骤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元数据导入”。

步骤5 单击“新建”，选择待导入的目标对象zip包，单击“导入”。

对象导入成功后，在新版应用设计器的“数据 > 对象”中，可查看到导入的对象。在
对象详情页，可查看到对象导入的自定义字段。

图 1-119 导入对象结构

说明

如果原来没有Class对象，那么导入元数据象将新增Class对象，完成对象结构的迁移。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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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如何创建视图对象

什么场景下需要使用视图对象

通过可视化的方法，来实现多个对象之间关联数据查询功能，获取您需要的对象视
图，而不用手动编写SQL语句。

例如，对象DepartmentInfo存储了部门信息，包括部门ID、部门经理姓名。对象
EmployeeInfo存储了员工信息，包括员工姓名、部门ID。通过名为QueryInfo的视图对
象，展示员工及其对应的部门经理信息。

前提条件
● 对象DepartmentInfo已创建完成，如图1-120。

图 1-120 部门信息

● 对象EmployeeInfo已创建完成，如图1-121。

图 1-121 员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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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视图后的 ，进入新建视图对象页面。

图 1-122 进入新建视图对象页面

步骤4 单击“新建”，设置视图对象的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

图 1-123 设置基本信息

● 标签：新建视图对象的标签，用于在页面显示。

● 名称：视图对象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支持修改。输入标签后单击该参
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生成视图对象的名称。同时会自动增加
“__VIEW__CST”后 和命名空间前 ，作为对象的唯一标识。

● 描述：新建视图对象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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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设置对象联结，单击“下一步”。

在A中选择主对象，单击“点击以关联另一个对象”后，在B中选择另一个对象，设置
关联关系，单击加号设置“关联条件”。

如图1-124，表示当部门ID相同时，取两个对象表数据中的交集。对象联结 多支持三
个Object连接，两个Object之间的连接条件由各自的字段及操作符所组成，连接条件
可以有多条。

图 1-124 配置关联关系

● 每个“A”对象的记录至少关联一条“B”的记录：表示结果取满足对象之间设定
条件的“且”合集。

● “A”对象的记录可以关联或不关联“B”的记录：表示结果取满足对象之间设定
条件的“或”合集。

● 关联条件：表示对象之间的关联条件。

步骤6 在映射信息页面，单击“字段映射”中“添加”，选择所需的字段（选择的字段将作
为视图对象展示的字段），设置标签。

支持增加记录筛选条件，只有满足该条件，才会展示在视图中。本示例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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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5 映射信息配置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预览视图对象对应的SQL语句。

图 1-126 预览

步骤8 核对信息无误后，单击“保存”，进入视图对象的详情页面。

● “自定义字段”页签中，显示了配置的展示字段。

● 在“关联对象”页签中，单击 ，可查看视图对象对应的SQL语句。

----结束

1.3.6 使用 SQL 查询数据
低代码平台支持使用SQL语句，查询数据。使用SQL查询数据，可以简洁直观的查看数
据表。本节主要为您介绍如何使用控制台、脚本以及服务编排查询数据。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5



前提条件

查询数据一般是基于对象的查询，本章节以查询Class对象（实际创建的对象名为
CNAME__Class__CST）为例进行介绍。进行查询操作前，需要先在Class对象中，新建
自定义字段，并添加数据。

如果还没有Class对象，请先按照如何创建一个对象中操作，创建自定义对象Class及字
段，并按照管理对象数据中操作，为对象添加数据。

如何使用控制台查询数据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命令行”，进入命令行控制台。

步骤3 在“对象管理”的命令行输入区，输入SQL语句，例如“select
CNAME__number__CST from CNAME__Class__CST”。

步骤4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执行”，即可显示查询的字段列，如图1-127中③所示。

图 1-127 执行 SQL 查询对象“CNAME__Class__CST”数据

----结束

如何使用脚本查询数据

新建一个脚本，使用脚本查询自定义对象Class（CNAME__Class__CST）。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逻辑”。

步骤3 单击脚本后的 ，进入新建脚本页面。

步骤4 设置脚本名称为“search_data”，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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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8 新增 search_data 脚本

步骤5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以下代码，单击 。

脚本是使用execute接口执行的sql语句，脚本执行后，可以在脚本底部“日志”页签
中，查看查询结果。示例脚本中，“CNAME”为命名空间名称，请根据实际环境进行
替换。

import * as db from 'db';
import * as es from 'es';
 
@useObject(['CNAME__Class__CST'])
 
@action.object({ type: "param" })
export class Input { }
@action.object({ type: "param" })
export class Output { }
 
@action.object({ type: 'method' })
export class SearchScript {
    @action.method({ input: 'ParamsInput', output: 'ParamsOutput' })
    public run(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 = new Output()
        this.doSearchScript();
        return out;
    }
    private doSearchScript() {
        let sql = db.sql();
        let sqlTest = "select name,CNAME__number__CST from CNAME__Class__CST "
            + "where CNAME__number__CST > ?"
        let result = db.sql().exec(sqlTest, { params: [0] })
        console.log("result", result)
    }
}

步骤6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后，单击页面右下方的 ，执行脚本，并在“日志”页签，查看执
行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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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9 脚本执行 SQL 查询对象“CNAME__Class__CST”数据

----结束

如何使用服务编排查询数据

使用服务编排中“记录查询”图元，查询自定义对象Class（CNAME__Class__CST），
实现“select name,CNAME__number__CST from CNAME__Class__CST”。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编排后的 ，进入新建服务编排页面。

步骤4 设置服务编排的标签和名称为“flowSearchData”，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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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0 设置服务编排信息

步骤5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中，单击 ，在全局上下文中创建变量“name”、
“number”，类型分别为“文本”、“数字”。

图 1-131 创建变量

步骤6 在服务编排的“基本”图元目录下，拖拽一个“记录查询”到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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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2 拖拽记录查询到画布中

步骤7 参考图1-133，配置对象和输出。

图 1-133 配置“记录查询”

步骤8 连接开始图元和记录查询图元，配置服务编排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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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4 正确配置“输出”

步骤9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10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1 本服务编排中不需要输出参数，直接单击“运行”，查看输出的json格式结果。

图 1-135 服务编排实现查询自定义对象的字段

----结束

1.3.7 管理对象数据

1.3.7.1 管理数据

添加数据

添加数据前，需要创建自定义字段，此处以创建年龄（age）、性别（sex）字段为例
（系统已预置name字段），添加一条简单的数据记录。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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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数据”页签，单击“添加”。

图 1-136 添加数据

步骤5 在下方表格中，按要求录入所需数据，录入完成后数据自动保存。

图 1-137 录入数据后效果

----结束

删除数据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4 在“数据”页签，选中待删除的数据，单击“删除”。

数据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显示系统字段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4 在“数据”页签，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可显示系统字段。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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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 如何批量创建字段

场景描述

当需要创建对象的自定义字段较多时，手动逐个创建这些字段比较耗时。您可以从对
象详情页下载自定义字段模板，在本地输入字段信息后，以导入字段模板方式，批量
创建自定义字段。

本章节以对象“visitorlnfo”，批量创建自定义字段为例，向您介绍如何使用字段模板
批量创建自定义字段。

批量创建字段

开发者可下载批量创建字段的EXCEL模板文件，按要求填写多个字段，再通过批量导入
来创建一批字段。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设置对象名称和唯一标识为visitorlnfo，单击“确定”。

图 1-138 新建对象 visitorlnfo

步骤4 单击对象中的 ，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5 单击批量创建后的 ，选择“下载模板”，将模板下载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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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9 下载模板

步骤6 打开本地已下载的模板，单击左上角“启用内容”，启用宏。

图 1-140 启用宏

说明

● 打开字段模板后，需要先单击“启用内容”，启用字段模板中的宏。如果不启用宏，字段模
板将不校验字段属性，影响使用。

● 初次使用字段模板，请在“Note”页签阅读字段模板说明，包含命名空间配置。同时
“Example”页签，提供了字段批量定义示例。

步骤7 使用字段模板，创建字段。

请按照如下步骤设置导入字段，也可以单击下载链接，下载一个对象字段模板直接使
用。

1. 在“Data”页签，按照要求设置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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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1 进入 Data 表

说明

创建字段即在“Data”表中，填写各字段属性值，包括字段类型、标签、名称、数据长度
以及默认值等，其中必填项单元格表头会有“*”号，背景置灰的单元格无法填写。

2. 选中C列表头，显示当前列为“数据类型”。

C列用于设置字段类型，设置字段类型后，不是当前字段类型的其他属性将会置
灰。

图 1-142 查看 C 列标题中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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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C列第一行，在下拉选项中，选中第一字段“CNAME__matter__CST”的字段
类型为“Text Area”。

图 1-143 设置字段类型

4. 分别在A列设置字段的标签、在B列设置字段的名称。

其中，B列值需要唯一，即字段名不能重复。A列可以为中文，B列为字段名称不
能是中文。

图 1-144 设置字段标签及名称

A列、B列分别对应对象中自定义字段的标签、名称。

5. 单击必填列的列名，查看该列属性值的中文描述，依次设置当前字段的其他属性
值。

图 1-145 设置字段属性值

6. 设置完成后，保存表格。

步骤8 返回对象详情页面，在字段页签，选择“批量创建 > 批量导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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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6 批量导入字段

步骤9 选择步骤7中已创建的字段模板，单击“确定”。

图 1-147 选择模板导入字段

导入完成后，在字段列表中，可查看到导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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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8 查看导入数据

----结束

1.3.7.3 导入导出数据

批量导入

低代码平台提供了通过导入文件，一次性批量导入数据的功能。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4 在“数据”页签，单击“导入”，进入数据导入页面。

步骤5 单击“标准表单模板”，下载导入模板。

图 1-149 下载导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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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打开下载的“标准表单模板”文件，查看“导入规格说明及示例”。

图 1-150 查看导入规格说明及示例

步骤7 切换到对象表中，按要求填写导入数据的字段内容，保存文件。

文件中第一行作为列名，列名需要与字段的唯一标识一致，否则导入时会被丢弃。

步骤8 返回数据导入页面，拖入本地已填写好的模板文件，单击“导入”。

图 1-151 批量导入数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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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导出

将对象中的数据批量导出，导出后，可在其他对象中导入使用。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对象详情页。

步骤4 在“数据”页签，选中待导出的数据，单击“导出”。

导出的文件类型为xlsx，文件名为命名空间__对象名__CST。

步骤5 导出后，可参考批量导入中操作，在其他对象中导入数据。

----结束

1.3.8 从对象生成页面

1.3.8.1 生成列表页

使用说明

基于当前对象直接生成一个列表页，用来维护管理对象里的记录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步骤4 选中对象图元，在右侧属性面板中，单击“生成页面”。

图 1-152 生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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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生成页面中，选中“生成新页面 > 列表页”（默认同时创建导航菜单，如不需要可
取消勾选），单击“确定”。

图 1-153 生成列表页

步骤6 生成列表页后，单击页面上方提示信息中的“立即打开”，即可跳转到生成的列表页
面。

返回应用开发工作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在页面中，查看生成的列表
页面。

图 1-154 页面生成提示

----结束

1.3.8.2 生成表单页

使用说明

基于当前对象直接生成一个表单页，用来编辑对象里的记录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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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选中对象图元，在右侧属性面板中，单击“生成页面”。

图 1-155 生成页面

步骤5 在生成页面中，选择“生成新页面 > 表单页”（不支持“同时创建导航菜单”），单
击“确定”。

图 1-156 生成表单页

步骤6 生成列表页后，单击页面上方提示信息中的“立即打开”，即可跳转到生成的表单页
面。

返回应用开发工作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在页面中，查看生成的表单
页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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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 更新已有页面

使用说明

勾选已存在的页面，进行增量更新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已创建的对象，进入对象设计器页面。

步骤4 选中对象图元，在右侧属性面板中，单击“生成页面”。

图 1-157 生成页面

步骤5 在生成页面中，选中“更新已有页面”。

步骤6 在显示的页面列表中，选择对应的页面，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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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8 更新已有页面

● 该列表显示的是由该对象直接生成的页面，不包括开发者通过创建新页面生成的
页面（即使也绑定了该对象模型）。

● 页面的显示名称和唯一标识以及内容可能已被更改，但仍然归属此对象的生成页
面。

----结束

1.4 标准页面

1.4.1 什么是标准页面
低代码平台提供了标准页面和高级页面两种类型的前端页面。本章节主要带您了解、
学习并使用标准页面。

什么是标准页面

标准页面是一种将一个或多个组件拖进画布，进行低代码甚至无代码的配置，即可快
速完成业务功能的前端页面。对于一般的业务应用系统，例如请假电子流、出差报
销、在线投票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其功能主要是针对业务数据的增、删、改、查，
且前端界面的样式相对简单的页面，可以使用AppCube提供的标准页面。

标准页面提供了丰富的组件，组件包含了预置的样式，并封装了基础事件代码，实现
了开箱即用，避免重复写样式和事件代码，陷入代码细节，使开发人员更好的专注于
业务场景的挖掘。

初识标准页面开发界面

进入新版应用设计器的“页面”，单击页面后的“+”，即可新建一个空白标准页面或
基于模板创建一个标准页面。页面创建后，自动进入标准页面开发界面，您可以阅读
以下内容初步了解标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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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9 标准页面开发界面

标准页面开发界面由左侧组件区域、上方按钮区域、中间工作区域和右侧可配置页面
元素区域四部分组成。各区域功能介绍，请参见表1-4。

表 1-4 标准页面区域功能说明

分类 功能说明

按钮区域 页面的功能按钮区域，包括获取锁、释放锁、保存、另存为、预览
页面、修订记录、操作回退、撤销回退和页面性能分析等。

组件区域 页面的组件区域。设计页面时，需要从组件区域拖拉拽各种组件
（按住鼠标拖动）到工作区域中以丰富页面功能。

● 基本组件：低代码平台预置的组件，将鼠标悬浮在基本组件

上，组件右上方会出现问号图标 ，单击该图标会出现该基本
组件的使用说明。

● 扩展组件：用户自定义的组件，自定义组件由用户在线下开发
完成并上传到低代码平台，用于丰富页面组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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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功能说明

工作区域 编辑页面内容及页面视图区域，在页面布局设计操作区域，完成对
页面具体布局、组件放置等操作。

● 设计视图：页面默认视图，在此视图下通过拖拉拽的方式对需
要在页面布局中展示的组件元素进行编排。所有组件视图化，
所见即所得，让您快速构建所需的页面布局。单击页面右上角
的“外层容器”开关，可快速呈现外层容器和范围。

● 模型视图：显示页面所涉及的模型视图。

● 事件视图：在该视图下，页面布局中各事件以代码形式展示在
工作区。

● 样式代码：页面自定义的样式代码。

● 更多 > 组件代码：页面布局中，各组件以代码形式展示在工作
区。

● 更多 > 模型代码：页面布局中，各模型以代码形式展示在工作
区。

● 更多 > 第三方库：展示页面加载的第三方库代码。

可配置页面元
素区域

页面和组件属性设置区域，在该区域可以对组件属性、事件进行设
置，也可以加载第三方库。

● 属性：组件的属性展示区域，通过修改组件的属性，使页面达
到预期效果。

● 事件：事件编排器的入口，通过系统预置的事件编排器，或者
直接定义JS代码，来实现页面组件与后台接口之间的交互。

● 库：加载当前页面所依赖库的入口。页面设计的某些功能需要
依赖特定的库来完成，用户可以在该页签下新增或删除某些
库。低代码平台提供了一些默认的库，若默认的库不满足现有
需求，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加载新的库。

 

标准页面组件分类说明

标准页面组件包括系统预置的基本组件和用户自定义的扩展组件，基本组件具体说明
如表1-5所示。若需要了解每个基本组件的详细使用说明，请将鼠标悬浮在基本组件

上，基本组件右上方会出现问号图标 ，单击该图标会出现该基本组件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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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基本组件分类说明

分
类

说明

布
局

用于控制页面的布局，即将页面划分为几行几列。例如，先拖入一个栅格容
器，将栅格容器用行列划分成小区域后，再向单元格中拖入其他组件。容器本
身可以包含容器，也可以包含其他组件。

● 表单：具有数据收集、校验和提交功能的表单，通常用于制作带数据的交易
类页面。

● 表格/表格(新)：主要用于展示大量结构化的数据，使用时需要通过数据绑
定数据模型。适用于通过一个表格，完成数据对象的增、删、改、查的操作
场景。

● 容器：基本的布局容器，支持拖拽放置任何组件进去，按照流式布局模式布
局（非独占整行组件如按钮组件，从左往右排列，占满整行即换行；独占整
行组件如标题组件，则默认独占一行）。

● 分栏：容器组件，相当于行，内部支持分为多栏（列）。通过该组件，可将
页面划分为两栏或多栏，每一栏都可以拖入其他组件。

● 折叠面板：用于对页面的某些区域进行折叠和展开。

● 页签：选项卡切换组件，通常用于平级区域大块内容的收纳和展示。

● 列表视图：用于灵活组合列表项的内容，并且根据实例化数据动态展示。

● 模态框：模态对话框，在保留当前页面状态的情况下，在浮层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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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说明

表
单

● 输入框：文本输入框，关联对象文本（text）类型，可编辑一行的文本控
件，包含标签。适用于普通文本输入。

● 多行输入框：多行文本输入区域，关联对象文本区（Text Area）类型，多
行可编辑的文本控件。适用于多行文本输入。

● 日期选择框：用于选择或输入日期，关联对象日期（Date）类型、日期/时
间（Date/Time）类型，可以选择或输入日期，支持年、月、日期等类型。

● 数字输入框：数字（Number）类型的输入框，关联对象数字类型。

● 金额：用于金额的输入及展示。

● 复选按钮：该控件允许用户从多个选项中进行多种选择。

● 单选按钮：用于一组可选项的单项选择，或者切换某个选项的选中状态，以
实现从一组互斥的选项组中选择一项。

● 下拉框：使用下拉菜单，展示并选择内容。

● 级联选择框：从一组相关的数据集合中进行选择，和下拉框相比，可一次性
完成选择，体验更好。

● 开关：在两种状态间切换时用到的开关选择器。

● 上传：文件选择上传和拖拽上传控件，可以通过绑定数据模型，上传文件列
表会保存在绑定的模型中。

● 自动完成：带有提示的文本输入框。

● 关联选择框：一个搜索的选择框，关联对象的查找关系（lookup）或主从
关系（masterdetail）类型，可以通过搜索来匹配下拉的选项，匹配成功的
选项会展开在下拉列表中。

● 弹出对话框：弹出对象选择框，可弹出自定义页面。

● 多语言选择框：多语言切换组件，根据系统设置的多语言信息，展示配置
项。

● 评分：评分、评价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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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说明

基
本

● 按钮：通过编排事件实现Button，触发业务逻辑使用。

● 按钮卡：包含多个按钮（两个或更多）的整体面板。该组件可用于构建多项
菜单，用于在视图之间导航。

● 标签：用于显示页面信息的静态文本。

● 图标：用于辅助相关文字进行展示，也可当做按钮单击使用，通常需要配合
其他组件一起使用。

● 标题：用于添加具有标题意义的文字，可以通过选择属性“标题类型”的
值，来控制添加标题的文字大小。

● 链接：链接地址，用于链接、跳转，一般常用来打开新页面或作为文字性按
钮使用。

● 图片：用于上传图片，可以从OBS或者SFTP选择或上传图片。

● 面包屑：显示网站的层级结构，告知用户当前所在的位置，如“首页/菜单
1/菜单2/菜单3”。

● 滑块：滑块是一个可以利用鼠标在其上面进行滑动的条状组件，一般使用在
进度条，区域划分等组件中。当鼠标在轨道上单击时，滚动球会移动到当前
鼠标单击的位置，单击过的地方会以蓝色显示，未单击的地方是灰色。

● 分页：当数据量较多时，使用分页可快速进行数据切换。

● 二维码：二维码生成组件。

高
级

● 选项树：数据为树形结构时，可使用该组件，以完整展示树形结构数据的层
级关系，并具有展示收起选择等交互功能。

● 步骤条：引导用户按照流程完成任务的分步导航条，可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设
定步骤。

● 时间轴：一般绑定数据服务使用，动态的展示时间轴的内容。

● 走马灯：常用于一组图片或卡片轮播，当内容空间不足时，可以用走马灯的
形式进行收纳，进行轮播展现。

● 可收缩面板：弹性伸缩布局，用于将内容区域收缩/展开。

● 滚动容器：当页面内容已超出屏幕的范围时，需要拉动滚动条，在有限的屏
幕中浏览更多内容。

● 选择卡：用于将多个项目，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

● 栅格容器：用于控制页面的布局，即将页面设计几行几列，先设置元素在页
面中纵向排列，然后在每一行中又可设置元素横向排列。

● 代码块：用于代码块展示。

● 富文本：富文本编辑器。

● 视频播放：视频播放组件，用于播放视频。

流
程

● 流程-动作：流程中使用的动作组件。

● 流程-流程历史：流程中使用的历史记录组件。

● 流程-附件：流程中使用的附件组件。

● 流程图：流程中使用的流程图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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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页面常用操作入门

在进行标准页面设计前，建议您先对开发界面的常用操作进行简单的了解。

●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的“页面”中，单击页面后的“+”，设置页面标签和名称，单
击“添加”，即可创建一个标准页面（空白页面或基于模板创建）。

● 标准页面中预置了多种组件，可以直接从左侧“组件”区域，将这些组件拖拽到
中间“设计视图”。

图 1-160 拖拽组件到设计视图

● 在配置使用组件前，可以将光标放在每个组件上，单击组件右上角的 图标，可
查看组件的详细介绍。若需了解更多预置组件的使用及配置方法，请参见标准页
面组件介绍。

图 1-161 组件的帮助图标

● 在“设计视图”中，选中某个组件，在右侧“属性”页签，可设置该组件的绑定
数据、样式等属性，如图1-1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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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2 组件属性面板

● 在“设计视图”中，选中某个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可设置组件的关联事
件。例如，选择一个“按钮”，在按钮的“点击”事件中，添加相应的事件代
码，实现在单击按钮后将界面输入保存到数据库中。

图 1-163 编辑组件的关联事件

● 利用组件导航，快速选中组件。

当选中某个组件时，页面上方会在组件导航上显示组件的html标签层级。当组件
数量比较多，位置较为紧密时，可以直接单击标签层级，快速选择组件，也可以
快速切换组件。例如，单击图1-163组件导航中的“页面”，可直接选中页面上的

外层页面组件。

● 利用组件树，快速选中组件。

在组件数量比较多，位置较为紧密时，也可以单击页面右下角的“组件树”，展
开组件树。在组件树中，直接单击标签层级，快速选择组件，也可以快速切换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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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4 利用组件树快速选中组件

标准页面与高级页面的区别
● 标准页面提供了流式布局（Flow Layout）和弹性布局（Flex Layout），高级页面

提供了流式布局与绝对布局，适用于对样式个性化布局需求更高的业务场景。

● 标准页面提供了基础组件，高级页面具有更复杂的展示组件，如水滴图、折线图
等。

● 在沙箱环境、运行环境中，标准页面均不支持匿名访问，“高级页面”则支持匿
名访问。

更多关于高级页面的介绍，请参见5.1 什么是高级页面。

1.4.2 标准页面布局

使用说明

标准页面的布局，包括如下三种：

● 基础布局：适合对CSS与HTML不是非常了解的用户，通过在“基本属性”面板简
单配置属性实现基本的布局。

● 自适应布局：适合使用标准页面在不同大小屏幕（PC、平板、手机等）下，呈现
出开发者想要的显示效果场景。

● 高级布局：针对有丰富前端开发经验的用户，通过“样式”面板对页面进行更深
度的个性化布局定制。

基础布局设置

标准页面提了流式布局（Flow Layout）和弹性布局（Flex Layout），标准页面的基础
布局主要是通过“容器”组件实现的。

容器组件就是基础的布局容器，可以将其理解为CSS中DIV的概念。DIV是层叠样式表
中的定位技术，全称Division，即为划分，有时可以称其为图层。 DIV是HTML中的一
个标签元素，用来为HTML文档内大块的内容提供结构和背景的元素，可以将“容器”
简单理解为画布，通过设置外层画布的属性达到控制内容布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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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式布局

容器组件默认弹性布局未开启，处于流式布局的状态，如图1-165所示。

图 1-165 流式布局

在流式布局中，组件默认为块级（Block）元素，即不论组件宽度是多少，默认占
据全部父级元素的宽度。如图1-166所示，向画布中拖拽一个“容器”组件，再向
“容器”组件中拖入两个“标题”组件，“标题”组件为块级元素，默认占据全
部父级元素宽度，即外层“容器”的宽度，第二个“标题”组件会在第一个“标
题”组件的下方。

图 1-166 流式布局中组件为块级元素

流式布局中，组件由上至下依次排布，可以通过“水平对齐方式”对容器内组件
进行水平位置调整，如图1-167、图1-168所示。

图 1-167 居中水平对齐

图 1-168 靠右水平对齐

● 弹性布局

将“容器”组件属性面板中的“弹性布局”开启后，布局由流式布局切换到弹性
布局，弹性布局的相关配置属性在下方出现如“排列方向”、“水平对齐方式”
和“垂直对齐方式”，如图1-16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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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9 弹性布局

为了方便说明弹性布局，向画布中拖拽一个“容器”组件，再向“容器”组件中
拖入五个“容器”组件，将每个“容器”组件的宽度和高度设置为100px，并为每
个“容器”组件设置不同的背景颜色，在每个“容器”中加入一个“标题”组
件，分别显示A、B、C、D、E。

默认弹性布局下，排列方向为“行”，水平对齐方式为“起点对齐”，垂直对齐
方式为“起点对齐”，如图1-170所示。

图 1-170 弹性布局默认效果

排列方向属性决定了容器内组件的排列方向。当排列方向为“行”时，容器内组
件从左到右排布。排列方向为“列”时，容器内组件从上到下排布，如图1-171。

图 1-171 排列方向“列”

水平排列方式属性，决定了容器主轴方向排列方式。当容器排列方向为“行”
时，水平排列方式属性作用于水平方向。当容器排列方向为“列”时，水平排列
方式属性作用于垂直方向。排列方向为行时起点为左，水平对齐方式选择“中间
对齐”和“终点对齐”时，如图1-172、图1-17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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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2 水平对齐方式选择“中间对齐”

图 1-173 水平对齐方式选择“终点对齐”

垂直排列方式属性决定了容器交叉轴方向排列方式。当容器排列方向为“行”
时，垂直排列方式属性作用于垂直方向。容器排列方向为“列”时，垂直排列方
式属性作用于水平方向。当容器排列方向为行时起点为上，垂直对齐方式选择
“中间对齐”和“终点对齐”时，如图1-174、图1-175所示。

图 1-174 垂直对齐方式选择“中间对齐”

图 1-175 垂直对齐方式选择“终点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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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弹性布局属性的不同组合配置，实现用户想要实现的布局效果。例如，将
排列方向设置为“行”，水平对齐方式和垂直对齐方式设置成“中间对齐”，实
现居中布局的效果，如图1-176所示。

图 1-176 弹性布局实现居中

自适应布局

自适应布局的特点是分别为不同的屏幕分辨率定义布局，即创建多个静态布局，每个
静态布局对应一个屏幕分辨率范围。改变屏幕分辨率可以切换不同的静态布局，确保
一个页面在所有终端上（各种尺寸的PC、平板、手机、智能手表等）都能显示出令人
满意的效果。利用流式布局加弹性布局，分别为不同的屏幕分辨率定义布局。

标准页面的自适应布局主要是通过“分栏”组件实现的。“分栏”组件中包含一个或
多个“栏”组件，“栏”组件可以简单理解为上一小节介绍的“容器”组件，用来提
供某一部分的布局，多个“栏”组件组成“分栏”组件。通过配置不同分辨率屏幕
中，“栏”组件的呈现形式，实现不同大小屏幕下不同的显示方案，如图1-177。

图 1-177 分栏组件

“分栏”组件右侧属性配置面板的“行布局”中，可以选择“分栏”组件在PC端和移
动端下“栏”的布局形式。“PC”属性中可以依据图示选择“分栏”组件，在PC端包
含多少个“栏”。

为了方便说明，如何使用“分栏”组件实现自适应布局，向画布中拖拽一个“分栏”
组件，在“PC”下选择从左到右三个“栏”的布局形式。向每个“栏”中拖拽一个
“标签”组件和一个“输入框”组件用来模拟录入员工信息的场景，如图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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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8 分栏组件模拟录入员工信息

“phone”属性中，可以依据图示，选择“分栏”组件中“栏”，在移动端的布局形
式，如图1-176所示。当在“PC”选择左到右三个“栏”的布局形式时，移动端的屏
幕较小，仍然选择从左到右布局可能导致页面元素显示不全或变形，这时可以在
“phone”中选择在移动端下“栏”转换为从上到下排列，此时单击页面上方的“全
屏”，手机图标就可以模拟在移动端展示的效果，如图1-179。

图 1-179 移动端展示效果“竖排”

如果在“phone”中，依旧选择从左到右的布局方式，则展示效果如图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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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0 移动端展示效果“横排”

布局模式：可以调整“分栏”组件为流式布局或弹性布局，用来控制“分栏”组件中
多个“栏”组件或其他组件的布局，更多流式布局和弹性布局的介绍请参见基础布局
设置。

录入分隔比例：在“PC”属性的选项中，单击 后的齿轮按钮，可以设置“录入分隔
比例”。这个比例指的是将整个屏幕宽度划分为24份，每个“栏”组件所占宽度比
例，通过设置“录入分隔比例”，在不同大小的屏幕下“分栏”组件获得屏幕的宽
度，决定每个“栏”的宽度，即使在不同大小的屏幕下显示的比例是不变的，从而实
现自适应布局。设置“分栏”选择从左到右三个“栏”均分，显示“录入分隔比例”
为“8:8:8”，如图1-181所示。

图 1-181 “录入分隔比例”为“8:8:8”

调整“录入分隔比例”为“6:12:6”时，中间的“栏”的宽度就会按比例放大，两侧
“栏”的宽度按比例缩小，如图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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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2 “录入分隔比例”为“6:12:6”

高级设置

对于有丰富页面开发经验的用户，在“样式 > 布局”面板中可以实现对页面CSS属性
直接配置。甚至在“高级设置”中，直接编写CSS代码进行更深度的个性化布局定制，
如图1-183。

● 展开“样式”下的“布局”面板，单击“显示”属性后的按钮，可以快速指定当
前元素布局为“block”、“inline-block”、“inline”和“flex”。

● “显示”属性下方展示了当前元素的盒模型示意图，在对应的数字位置单击并改
变值，即可快速改变元素上下左右位置上的内外边距属性。

● 当前元素盒模型示意图下方，展示了当前元素的宽和高，默认是根据当前布局自
适应后的宽高，可以在这里手动输入值配置当前元素的宽和高。

● 盒模型和宽高配置时，支持“px”、“em”、“%”、“auto”等多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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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3 样式属性配置面板

在“样式 > 高级设置”面板中，可以直接编写CSS代码作用于当前元素。如图1-184所
示，可以直接在“容器”组件的“高级设置”中，编写样式代码实现与图1-176相同的
布局效果。

图 1-184 自定义 CSS 代码实现图 12 组件居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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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同一个组件如果在“基本属性”和“样式”中，同时对布局属性进行了设置， 终生效是“样
式”栏中的设置。例如，对一个“容器”组件在“基本属性”中勾选了弹性布局，又在“样式 >
布局”中选择了Block， 终这个“容器”组件中的布局为Block。

1.4.3 如何实现页面组件间的交互

组件之间的交互主要依托数据的变化和传输实现，将组件的属性与对应的数据进行绑
定。当其他组件的事件、服务编排、事件等使属性绑定值发生变化时，绑定的属性也
随即发生变化，实现了组件之间的交互。

数据绑定方式

步骤1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下侧，切换到“设计视图”。

步骤2 在“设计视图”中选中任意组件，可以在右侧“属性”页签进行数据绑定。

步骤3 数据绑定分为值绑定和属性绑定，如图1-186所示，绑定会在指定组件上，创建双向数
据绑定。

● 值绑定：表单、表格、列表视图对应的数据绑定，以及输入框、下拉框等基础组
件对应的value绑定，类似Vue的v-model。

● 属性绑定：将组件的某个属性，如只读、禁用、必填等与具体的模型字段相绑
定，绑定后组件的属性随模型字段的值变化而变化，类似Vue的v-bind。

图 1-185 数据绑定配置面板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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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绑定

值绑定类似vue中的v-model语法，组件上创建双向数据绑定。值绑定会根据组件类
型，自动选取正确的方法来更新元素。同时，负责监视各类引起绑定数据变化的事件
以更新数据。

为了方便演示说明，新建一个标准页面，向页面中拖动一个“按钮”组件和一个“模
态框”组件。将模态框绑定在一个数据模型上，当按钮被单击时模态框弹出，实现组
件间通过数据模型交互的效果，如图1-186。

图 1-186 “值绑定”示例页面

选中“模态框”组件，在右侧属性配置面板配置值绑定，选择一个数据模型进行绑
定，此处新建一个自定义模型“modalShow”，如图1-187，单击“下一步”，再次
单击“下一步”，单击“确定”，选中该模型。

图 1-187 新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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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8 选择模型

图 1-189 完成值绑定后页面展示效果

说明

支持选择任意类型的模型，进行值绑定，更多标准页面模型内容请参见4.6 如何获取后台数据。

选中“按钮”组件，在按钮组件的事件配置面板，为按钮组件添加“点击”事件。

图 1-190 为“按钮”组件添加“点击”事件

在弹出的编辑面板，单击左侧“设置模型实例数据”，将代码粘贴到编辑面板。将模
型名称替换为待修改的模型“modalShow”，值设置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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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1 编辑点击事件

单击 ，保存页面后，单击 ，进入预览页面。在预览界面，单击“弹出模态框”
按钮，“模态框”组件弹出。

以上示例简单说明了，如何通过“值绑定”实现组件间的交互。将组件的值（value）
绑定在一个模型上，通过其他组件触发事件，改变绑定数据模型的值。例如，此例中
“模态框”组件的值，绑定在“modalShow”模型上，“按钮”组件的点击事件将
“modalShow”改变为true，模态框即显示，单击“模态框”关闭按钮
“modalShow”模型的值变为false。

属性绑定

除了值绑定外，不同组件还拥有不同的属性，例如禁用、只读、隐藏和必填等。这些
属性也可以绑定到数据模型或模型中的某个字段上，类似vue中的v-bind语法。

“模态框”组件默认弹出是不可拖动的，在上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按钮，当单击该按
钮让模态框变为可拖动的，以此来演示“属性绑定”，如图1-192所示。

图 1-192 新增一个按钮用来控制模态框“可拖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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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一个自定义模型“modalDrag”并将该模型与“模态框”组件的“可拖动”属性
绑定，如下图所示。

图 1-193 模态框组件属性绑定

与上一个例子类似，在新增的“模态框拖动”按钮的点击事件中，将“modalDrag”
设置为true。

图 1-194 设置事件

图 1-195 编辑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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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保存页面后，单击 ，进入预览页面。在预览界面即可看到模态框第一次
弹出时默认不可拖动，关闭模态框单击“模态框拖动”按钮后，模态框再次弹出即为
可拖动效果。

1.4.4 如何实现页面转跳

使用说明

常用的业务页面与页面之间经常为了实现某种业务逻辑，需要在页面间进行转跳与传
参。当应用需要在页面间进行转跳并传递参数时，例如图1-196中，在“调查问卷”页
面单击“提交”按钮，由填写页面转跳到提交成功页面，并向提交成功页面传递此次
“调查问卷”的记录id和页面名称时，可以通过编排“提交”按钮的点击事件行为，
实现页面间转跳和传参。

图 1-196 调查问卷页面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使用应用模板快速创建调查问卷中操作，创建调查问卷应用。

步骤2 在调查问卷标准页面，单击“提交”。

图 1-197 单击提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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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点击”后的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步骤4 在自定义动作页签，选择“页面类 > 页面跳转”。

步骤5 配置需要跳转的页面。

例如，转跳到“调查问卷”提交成功页面，页面类型选择“标准页面”，并在页面列
表下选择之前编辑好的提交成功页面“Questionnaires_submitPage”。

图 1-198 选择跳转页面

● 页面类型：待跳转的目标页面的类型，支持“标准页面”、“高级页面”和“自
定义页面地址”。

● 页面列表

– “页面类型”选择“标准页面”或“高级页面”时，需要在页面列表中选择
需要跳转的已创建的“标准页面”或“高级页面”。

– “页面类型”选择“自定义页面地址”时，请直接输入需要跳转的页面地
址。

● 打开新页面：是否在新页面，打开目标页面。

步骤6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将自动生成转跳代码至剪切板，只需要粘贴到面板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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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9 页面转跳代码示例

说明

您也可以不使用平台内置的快捷代码生成功能，在需要的位置调用平台内置“api：context.
$page”下的loadStdPage()函数，实现页面转跳功能。该函数接受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为目
标页面名称或url（必填），第二个参数为向目标页面传递的参数（可选），传递的参数可用
context.$page.param获取，如图1-199所示。

----结束

1.4.5 如何获取后台数据

使用说明

标准页面是通过数据模型驱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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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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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后台逻辑绑定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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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页面数据模型

步骤1 打开一个标准页面，在标准页面的左下方，单击“模型视图”。

步骤2 在“模型视图”中，单击“新增模型”。

步骤3 添加模型，定义模型名称与来源，单击“下一步”，如图1-20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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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 定义模型

低代码平台支持四类模型（如图1-200），每类模型都包含参数定义和方法定义。方法
是在模型上定义的API，通常会在前台组件关联的事件脚本（例如页面加载事件、鼠标
单击事件）中调用这些API，以实现某些功能。

表 1-6 模型来源说明

分类 模型说明 模型参数的定
义

模型方法的定
义

API调用方法

自定义 开发者自行定义的模
型。

由开发者自定
义，可以添加
子节点。

开发者自定义
方法。

$model.ref("
modelName")
.actionName(
);

对象 由Object对象表映射
生成，关于对象模型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什么是对象。

系统自动获取
Object所有的
字段，开发者
可以从中选择
部分字段作为
参数。

系统自动生成
查询、保存、
删除和统计四
个方法。

$model.ref("
modelName")
.query(param
);
$model.ref("
modelName")
.save();
$model.ref("
modelName")
.delete();
$model.ref("
modelName")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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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模型说明 模型参数的定
义

模型方法的定
义

API调用方法

服务 服务模型由后台服务
映射生成，当前支持
与服务编排或脚本映
射。关于服务模型的
详细介绍，请参见
7.1 什么是服务编排
和8.1 什么是脚
本？。

参数根据后台
服务的入参、
出参，映射生
成为
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
节点。

系统自动生成
run方法 ，用
于执行模型关
联的服务编排
或脚本。

$model.ref("
modelName")
.run();

事件 事件模型由后台事件
的字段映射生成，并
且支持websocket刷
新模型数据。

参数根据后台
事件的字段映
射生成。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除了在模型中定义的方法，低代码平台还提供了如下标准API，适用于所有的模型。

● 获取模型数据：$model.ref("modelName").getData();
● 设置模型数据：$model.ref("modelName").setData();
● 设置模型字段值：$model.ref("modelName").setValue(key,value);

步骤4 在新建模型“设置”页面，执行如下操作。

● 若上一步来源选择“自定义”，需要添加子节点自定义参数及类型。

● 若上一步来源选择“对象”，需要配置模型关联的对象以及字段。

● 若上一步来源选择“服务”，需要配置模型关联的后台服务，可以是脚本、服务
编排或者公共接口。

● 若上一步来源选择“事件”，需要配置模型关联的事件以及事件字段。

步骤5 单击“下一步”，设置方法。

方法一般无需添加，如需添加或修改，可参考对象和服务默认生成的方法。

步骤6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结束

1.4.6 如何执行后台逻辑

什么是执行后台逻辑

在标准页面执行后台逻辑，即在标准页面组件的事件中，调用其他服务补充和实现当
前事件的行为。

例如，在员工信息录入页面中，在信息“提交”按钮的“点击”事件中，调用API，将
表单中的员工信息发送到数据库进行保存。或者调用在标准页面中的服务编排或脚
本，并对需要保存的信息进行预处理。

标准页面执行后台逻辑一般是通过调用标准页面服务和调用第三方接口两种方式实
现。本章节主要介绍调用标准页面服务，关于标准页面调用第三方接口的内容请参见
如何调用第三方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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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页面的服务主要分为服务编排（Flow）、脚本（Script）和公共接口（API）三
种，对应的页面模型为“服务”。

图 1-201 页面模型（服务）

方式一：将服务封装成页面模型执行后台逻辑

将服务（服务编排、脚本或API）映射为页面模型，在组件事件JS代码中，操作对应的
页面模型实现执行后台逻辑。

说明

如何将标准页面需要使用的服务，映射为页面服务模型，请参见4.6 如何获取后台数据。

在创建页面服务模型，并将服务与页面模型绑定时，对应服务的入参和出参会成为页
面服务模型的子节点。之后在标准页面组件的事件JS代码中，将入参数据封装好，调
用标准页面提供的run()方法即可调用该服务，并在回调函数中获取出参。

本章节以设备查询为例，详细介绍如何将服务封装成页面模型执行后台逻辑。设备查
询实现原理是通过输入设备id，单击“搜索”按钮，查询设备的详细信息，如图1-202
所示。

图 1-202 设备查询样例

设备查询是在设备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的，此处假设已创建了一个设备对象且对象中有
足够的数据，另外还需要提前创建一个可以进行查询的服务编排或脚本
“queryEquipment”，并启用。下面向您讲解在标准页面中，创建页面模型、绑定服
务，并在组件事件中调用服务的过程。

步骤1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底部的“模型视图”。

步骤2 在模型视图页面，单击“新增模型”，设置模型名为“queryEquipment”，类型为
“服务”，如图1-20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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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3 创建服务类型模型

步骤3 单击“下一步”，选择服务类型。

此处的服务类型，需要根据步骤2中创建的服务类型进行选择。系统会根据选择的服
务，自动将该服务的入参和出参在当前页面模型下生成子节点。如图1-204中，入参为
equipmentId，出参为equipment，单击“下一步”后，系统自动生成run方法，用于
在组件事件代码中调用服务编排或脚本，如图1-205。

图 1-204 生成出参入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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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5 自动生成 run 方法

步骤4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底部，单击“设计视图”，切换到页面内容编辑状态。

步骤5 选中页面中的“提交”按钮，在右侧属性区域，选择“事件”。

步骤6 单击“点击”后的“+”，在“添加动作”弹窗中，输入以下自定义JS代码。

图 1-206 点击事件

     // 获取输入框中输入的id     
     let id = $model.ref("input").getData(); 
     // 获取由服务编排或脚本创建的模型
     let _model = $model.ref("queryEquipment");
     // 向模型中设置入参
     _model.setValue("inputParam", {"equipmentId": id});
     // 调用run方法执行服务编排或脚本
     _model.run().then(()=>{
        //获取queryEquipment的出参后赋值给页面表单模型equipmentForm
        var data = _model.getData();
        if(data.outputParam && data.outputParam.equi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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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equip = data.outputParam.equipment;
            $model.ref("equipmentForm").setData(equip);
        }
     }).catch((e) => {
         this.$dialog.error({ title: '错误', content: e.resMsg });) 

步骤7 设置完成后，单击“创建”。

----结束

方式二：在组件的事件代码中，直接调用服务

除了将服务编排、脚本和API封装成模型调用外，还可以在组件的事件代码中，直接调
用服务。

● 在代码编辑页面左侧，单击“服务类”下的“服务编排”按钮，获取调用服务编
排的代码。通过简单的修改，如服务编排的名称，版本号，即可初始化并得到服
务编排对象。

系统提供了多种内置API，用来操作服务编排对象。例如，run方法用来一次性执
行完服务编排，也可以调用statrt、next、back、finish、resume、terminate等方
法，实现在服务编排特定阶段执行回调方法。

图 1-207 服务编排快捷代码

● 在代码编辑界面左侧，单击“服务类”下的“脚本编排”按钮，获取调用脚本编
排的代码。通过简单的修改，如脚本编排的名称，即可初始化并得到脚本编排对
象。调用平台内置run方法，来执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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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8 脚本编排快捷代码

● 在代码编辑界面左侧，单击“服务类”下的“服务请求”按钮，获取调用API请求
的代码。通过将样例代码中的url替换成真实业务url，配置请求参数，请求方法和
请求头信息，调用平台内置run方法即可请求API。

图 1-209 服务请求快捷代码

说明

对象、服务编排和脚本编排也可以配置成API，通过API的方式进行调用，更多内容请参见10
API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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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如何调测标准页面

使用说明

标准页面开发完成后，需要预览调测，验证页面是否实现了预期效果。标准页面的调
测分为调试事件和调试DOM及样式两类。

调试事件

步骤1 打开一个标准页面。

图 1-210 标准页面实例

步骤2 选择一个组件，例如“上传”组件，在右侧区域切换到“事件”页签，单击“文件上
传”事件后的“+”，进入“上传”事件的编排页面。

图 1-211 单击文件上传后的加号

步骤3 在代码编辑区域，使用“debugger” 语句设置断点，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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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 使用“debugger”设置断点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 ，保存标准页面后，单击 ，预览标准页面。

步骤5 在弹出的预览页面，按“F12”或者“Ctrl + Shift + I”，开启浏览器调试工具。

在“Console”页签，查看日志相关信息。在“Network”页签，查看网络请求信息。

图 1-213 “Console”页签查看日志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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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4 在“Network”页签查看网络请求信息

步骤6 单击上传按钮上传文件，由于之前在上传事件的自定义JS代码中使用“debugger” 语
句设置断点，因此事件代码在执行到debugger语句时会停止执行。

步骤7 按“F8”可跳转下一个断点，按“F10”可跳转下一行，根据相关数据判断页面逻辑是
否正确执行。

图 1-215 调试 js 代码

----结束

调试 DOM 及样式

步骤1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 ，预览标准页面。

步骤2 在弹出的预览页面，按“F12”或者“Ctrl + Shift + I”，开启浏览器调试工具。

步骤3 在“Elements”页签，单击左边选择器。

步骤4 在预览的页面中，选中组件，在右下“Styles”中调试样式，如改变“Upload File”
的字体颜色或改变DOM结构。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8



图 1-216 调试 DOM 及样式

----结束

1.4.8 如何查看页面性能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支持检查标准页面性能，生成性能报告页供开发者查看。

查看页面性能

步骤1 打开一个标准页面。

步骤2 在标准页面右上方，单击“性能分析”，系统会检查页面性能，并打开“页面性能分
析”页面。

图 1-217 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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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8 页面性能分析

步骤3 查看页面性能报告。

● 单击图1-218中各指标后的“展开”，可查看性能指标详情。

图 1-219 页面性能报告

● 当指标值超过建议值时，会标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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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1.4.9 事件说明

1.4.9.1 事件编排器说明

使用说明

通过系统预置的事件编排器，或者直接通过定义JS代码，来实现页面组件与后台接口
之间的交互。

编排事件入口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选中对应的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单击 ，即可进入事

件编排器页面。单击已有事件后的 ，可编辑已有事件。

在事件编排器页面，可以通过内置动作编排事件或通过自定义JS代码编排事件两种方
式，编排事件逻辑。

图 1-220 新建或编辑已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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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事件编排器

事件编排是页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承载页面中的逻辑，完成事件响应，以帮助用
户快速高效地实现页面所需要呈现的功能效果。

● 事件行为区：集中存放事件编排过程中使用的行为节点，包括系统内置的动作
（例如打开页面、弹出页面、显示或隐藏控件、定时任务、提交表单、重置表单
等）和自定义动作（例如获取当前组件、获取页面模型等）。

● 事件定义区：事件编排的操作区域，完成对事件逻辑的编排。

通过内置动作编排事件

系统预置了多种常用的事件交互动作，您可以根据需要直接使用，来实现页面或组件
之间的交互。

下面以编排一个重置功能的按钮为例，介绍如何通过内置动作编排事件。本示例主要
是通过内置动作“重置表单”实现该功能，即重置表单数据。“提交表单”是指将页
面数据提交到表单中，和重置表单配置类似，不再单独介绍。

步骤1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选中按钮组件。

步骤2 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点击”后的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步骤3 在“内置动作”中，单击“重置表单”，选择需要重置的表单，单击“创建”。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2



图 1-222 添加动作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并单击 ，预览页面。

步骤5 在表单中输入数据，单击“重置”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结束

通过自定义 JS 代码编排事件

通过手动编写JS代码，实现按钮的事件逻辑。系统支持在手动编写JS代码时，进行代码
联想提示。同时，系统还封装了一些常用功能的接口，并将其中典型接口做成模板，
可以从左侧拖动相关模板至右侧事件定义区域，直接使用。

步骤1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选中按钮组件。

步骤2 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点击”后的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步骤3 选择“自定义动作”，在右侧事件定义区域，输入实现事件逻辑的JS代码，也可从左
侧拖动相关模板至右侧事件定义区域，单击“创建”。

内置JS事件说明及使用方法，请参见如何通过JS代码，实现页面与后台接口间的交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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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3 自定义 JS 代码

自定义JS代码示例如下：

//获取当前组件
var _component = context.$component.current;
//获取当前表单
var  _form = context.$component.form;
// 重置表单
_form.resetFields();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结束

事件执行顺序

在低代码平台的标准页面中，支持给单个组件的事件添加多个动作，上下拖动可对动
作进行排序。如下图所示，给按钮组件设置了“重置表单”和“自定义JS代码”两个
动作。在预览页面时，单击该按钮时，会顺序执行“重置表单”和“自定义JS代码”
两个动作定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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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 如何通过 JS 代码，实现页面与后台接口间的交互

使用说明

如果您擅长编写JS代码，可以不使用事件编排器中的内置动作，直接通过手动编写JS代
码实现事件的逻辑功能。低代码平台支持在手动编写JS代码时，进行代码联想提示，
并封装了一些常用功能的接口，并将其中典型接口做成模板，供您直接使用。

● 内置的模板代码，主要包括组件、消息&弹窗、页面、表单、表格、服务等。在编
写JS代码时，可直接使用系统预置的API，相关API说明，请参见标准页面中预置
的API。

图 1-224 使用内置的模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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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5 内置模板代码

● 当代码较多时，可以单击代码编辑区域右上侧的 ， 大化代码编辑页面。

● 单击具体模板代码事件左侧的 ，可复制该模板代码。复制后，可在右侧代码编
辑区域中进行粘贴。

● 单击具体模板代码事件右侧的 ，可打开该模板代码进行编辑，编辑后支持拷
贝。关闭模板代码后，模板代码还是初始代码，不会将您在模板代码中编辑后的
内容，保存到该事件的模板代码中。

AI 代码补全功能

功能描述：开发者在JS代码编写过程中，键入特定的字符，界面会进行提示，从而自
动构建智能代码补全服务，增强IDE代码补全能力。

使用方法：开发者在JS代码编辑器中，编写代码过程中敲击字符时，会自动触发代码
推荐，选中后按Enter补全。

● 事件内置API补全：输入“context”后，提示事件代码内可调用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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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名称补全：输入“context.$model.ref”后，提示当前页面中的模型。

● 服务编排名称补全：输入“context.flow”后，提示当前租户下的服务编排。

● 脚本名称补全：输入“context.script”后，提示当前租户下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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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名称补全：输入“context.service”后，提示当前租户下的API服务，选择API
服务名称后自动补全服务地址。

● 华为OneMobile API补全：输入“xm”后，提示华为OneMobile小程序中的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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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ink API补全：输入“HWH5”后提示WeLink小程序中的API。

1.4.9.3 页面级常见操作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预置了多种常用的事件交互动作，例如打开页面、弹出页面以及关闭弹出
页面。在设计页面时，可以直接使用预置动作，完成页面相关的常见操作。

打开页面

以单击“立即体验”按钮，打开新的产品体验入口页面为例，进行介绍。

步骤1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选中按钮组件。

步骤2 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步骤3 在“内置动作”中，单击“打开页面”，配置目标页面、打开方式等参数，单击“创
建”。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9



图 1-226 打开页面

● 目标页面：设置待打开的目标页面。

– 当前应用页面：当前应用中，已创建好的页面。

– URL：某个页面的URL。

– 重新加载当前页面：加载刷新当前的页面。

● 打开方式：设置目标页面的打开方式，如在新标签页中打开或在当前窗口打开。

● 参数绑定：当打开的页面URL中，有参数时，可单击“添加”，设置页面URL路径
中的参数。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立即体验”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结束

弹出页面

以单击“提交”按钮，弹出“提交成功”的提示页面为例，进行介绍。

步骤1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选中按钮组件。

步骤2 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步骤3 在“内置动作”中，单击“弹出页面”，配置目标页面、窗口选项，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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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7 弹出页面

● 目标页面：设置弹出的目标页面类型。

– 当前应用页面：当前应用中，已创建好的页面。

– URL：某个页面的URL。

● 窗口可拖拽：窗口是否可来回拖拽。

● 窗口标题：弹出窗口的标题内容。

● 窗口位置：弹出窗口在屏幕的位置，如屏幕中央或屏幕顶部居中。

● 窗口宽度：窗口的宽度，单位像素。

● 窗口高度：窗口的高度，单位像素。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提交”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结束

关闭弹出页面

以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弹出页面为例，进行介绍。

步骤1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选中按钮组件。

步骤2 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步骤3 在“内置动作”，单击“关闭弹出页面”，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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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8 关闭弹出页面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确定”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结束

弹出消息对话框

该预置动作，用于弹出消息对话框。以单击“确定”按钮，弹出“创建实例成功”的
消息对话框为例，进行介绍。

步骤1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选中按钮组件。

步骤2 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步骤3 在“内置动作”，单击“弹出消息对话框”，设置相关参数，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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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9 关闭弹出页面

● 消息类型：弹出的消息类型，如成功、错误、警告和提示。

● 标题：消息对话框左上角，显示的标题。

● 消息内容：消息对话框中，显示的消息内容。

● 内容作为HTML渲染：内容是否作为HTML渲染。动态渲染HTML容易导致XSS攻
击，开启此属性时，请确保传入的内容是可信的。

● 按钮：消息对话框中，显示的按钮名称。

● 弹出后延时自动关闭：弹出后，是否支持延时自动关闭。勾选后，需要设置延时
秒数。

例如：勾选该参数，并设置延时3秒。效果为弹出消息对话框后，3秒后自动关闭
该弹框。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确定”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结束

1.4.9.4 控制组件是否可见可用可编辑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预置了多种常用的事件交互动作，例如内置动作“显示/隐藏控件”、“启
用/禁用控件”、“只读/编辑控件”等，可控制页面上的全部或部分组件是否可见可用
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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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以用户填写调查问卷单击“提交”按钮后，调查问卷项只可读，不可编辑为
例，向您介绍。设置组件是否可见可用的配置方法相似，这里以配置是否可编辑为例
进行说明。

控制组件只可读不可编辑

步骤1 在用户填写调查问卷页面，选中“提交”按钮组件。

步骤2 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步骤3 在“内置动作”中，单击“只读/编辑控件”。

步骤4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添加控件”，选择需要设置的组件，单击“确定”。

图 1-230 选择组件

步骤5 设置组件是否可编辑，单击“创建”。

图 1-231 设置是否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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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7 单击 ，预览页面，填写问卷项后，单击“提交”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结束

1.4.9.5 工作流相关预置事件说明

在工作流中经常使用到“用户任务”图元，表示在业务流程中由用户参与完成某些工
作，如填写表单提交数据、进行审批等。“用户任务”会关联一些页面呈现给用户进
行处理。标准页面预置了几种与工作流流程相关的事件，供工作流关联标准页面时使
用。

BPM-提交实例

该预置动作用于将数据提交到工作流，与预置的API“context.$工作流.submitInstance
(variables:object)”效果相同。

步骤1 选中相关组件（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点击”后的 ，进入添加
动作页面。

步骤2 在“内置动作 > BPM”中，单击“BPM-提交实例”。

步骤3 在右侧页面，设置相关参数，单击“创建”。

图 1-232 选择动作

● BPM名称：工作流的名称，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b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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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提交的变量赋值：给待提交的变量赋值。

● 返回值绑定模型：返回值绑定到页面模型中。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按钮，可预览事件效果。

----结束

BPM-提交任务

该预置动作用于将数据提交到工作流，与预置的API“context.$工作流.submitTask
(variables:object)”效果相同。

步骤1 选中相关组件（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点击”后的 ，进入添加
动作页面。

步骤2 在“内置动作 > BPM”中，单击“BPM-提交实例”。

步骤3 在右侧页面，设置相关参数，单击“创建”。

图 1-233 选择动作

● BPM实例ID：工作流的实例ID，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interviewID”。

● 待提交的变量赋值：给待提交的变量赋值。

● 返回值绑定模型：返回值绑定到页面模型中。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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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 ，预览页面，填写问卷项后，单击“提交”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结束

BPM-转派任务

该预置动作用于转派工作流中的用户任务。

步骤1 选中相关组件（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点击”后的 ，进入添加
动作页面。

步骤2 在“内置动作 > BPM”中，选择“BPM-转派任务”。

步骤3 在右侧页面，设置相关参数，单击“创建”。

图 1-234 选择动作

● BPM实例ID：工作流的实例ID，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interviewID”。

● 类型：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转移”或“委托”。

● 返回值绑定模型：返回值绑定到页面模型中。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按钮，可预览事件效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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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M-更改变量

该预置动作用于设置工作流中的变量值，与预置的API“context.$工作流.putVariables
(variables:object, instId: string)”效果相同。

步骤1 选中相关组件（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点击”后的 ，进入添加
动作页面。

步骤2 在“内置动作 > BPM”中，选择“BPM-更改变量”。

步骤3 在右侧页面，设置相关参数，单击“创建”。

图 1-235 选择动作

● BPM实例ID：工作流的实例ID，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interviewID”。

● 待提交的变量赋值：给待提交的变量赋值。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按钮，可预览事件效果。

----结束

BPM-加载变量

该预置动作用于获取工作流中的参数变量，与预置的API“context.$工作
流.loadVariables()”效果相同。

步骤1 选中相关组件（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中，单击“点击”后的 ，进入添加
动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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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内置动作 > BPM”中，选择“BPM-加载变量”。

步骤3 在右侧页面，设置相关参数，单击“创建”。

图 1-236 选择动作

● BPM实例ID：工作流的实例ID，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interviewID”。

● 返回值绑定模型：返回值绑定到页面模型中。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按钮，可预览事件效果。

----结束

1.4.10 标准页面组件介绍

1.4.10.1 标准页面组件入门

标准页面创建后，用户可以拖拽各种组件到页面中，并通过组件的属性面板，以设置
属性方式，配置组件的功能、名称、宽/高/颜色等样式，丰富页面功能。部分属性支持
国际化配置，在支持国际化多语言的属性配置中，可选择已有多语言、创建或更新多
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将组件从页面左侧的组件元素区域拖动到页面后，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
的属性配置面板。在属性配置面板中，可以对该组件在页面显示属性风格进行配置，
使页面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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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7 配置组件属性

若需要了解每个基本组件的详细使用说明，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左侧组件区域，将鼠

标悬浮在基本组件上。基本组件右上会出现问号图标 ，单击该图标可查看该基本组
件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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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8 查看组件说明

1.4.10.2 页面

新创建的页面，默认是一个空白的页面框架，可以通过设置页面属性，优化页面效
果，支持设置页面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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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选择“组件导航 > 页面”后，即可选中“页面”页签。在右侧
的属性页签中，可设置整个页面的属性。

图 1-239 页面属性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移动端配置：页面在移动端的配置，如当页面下拉时，是否刷新页面。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保持会话：开启后将会与服务端维持心跳连接，若用户长时间未操作，当监
听到用户的鼠标或键盘事件时，会向后台发送请求刷新访问凭证。

– ElementUI样式：低代码平台默认加载了ElementUI，开启后即可使用。

– 背景图片：单击 ，设置页面的背景图片。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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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 水印

– 启用水印：页面是否启用水印。

– 水印内容：启用水印后，支持设置水印内容。

– 当前用户：当需要设置水印内容为当前用户名时，可开启该项。开启后，
“水印内容”中的文本不生效。

– 水印长度：设置水印矩形框的长度。

– 水印宽度：设置水印矩形框的宽度。

– 重复渲染：当需要设置满页面水印时，可开启该项。

– 水平起始位置：关闭“重复渲染”时，才可设置，表示单个水印在页面的水
平起始位置。

– 垂直起始位置：关闭“重复渲染”时，才可设置，表示单个水印在页面的垂
直起始位置。

– 字体颜色：设置水印字体的颜色。

– 字体大小：设置水印字体的大小。

– 旋转角度：水印的旋转角度，取值范围-180~180，即逆时针或者顺时针旋转
180度。

– 透明度：水印的透明度设置。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3 表单

表单是一个组合组件，即可以直接绑定对象模型，构建基础表单能力，如保存、重
置、查询（通过事件编排调用“getFormData”方法）。也可以在空表单中，添加其
他可以绑定模型字段的组件，如输入框，下拉框等，以完成数据交互功能。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中，拖拽“表单”组件至页面工作区域，如图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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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0 表单

向页面中拖入一个表单组件，即可弹出元数据表单配置向导页面。您可以在此时绑定
一个对象模型（如如何绑定对象模型），或者单击“取消”，再在“数据绑定”下绑
定一个模型，还可以在空表单中，设计好表单后，在表单中的某组件（如输入框、下
拉框等）上绑定模型字段。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41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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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

– 弹性布局：是否开启弹性布局。开启后，可以简便、完整、响应式的实现各
种页面布局。

– 列数：设置表单的列数。

– 标签对齐方式：设置标签对齐方式，如左对齐、右对齐和上侧对齐。

– 动态表单数据：请输入SON格式的选项内容。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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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用：是否禁用该组件。

– 只读：值是否只读。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 可见权限：设置组件的可见权限，即当用户拥有什么权限，才能看到该组件。

如何绑定对象模型

绑定对象模型后，选择对象的字段，即可自动生成具有保存、重置、查询功能的基础
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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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配置数据源，在“请选择数据对象”中选择已创建的数据模型，并勾选需要展示的该
对象字段，单击“下一步”。

图 1-242 选择数据源

说明

表单及其表单中的子组件绑定的模型字段须是父子关系，中间不能跨级。

步骤2 勾选表单需要显示的按钮，单击“完成”。

图 1-243 选择操作列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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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4 表单属性页面

----结束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4 表格

表格是一个组合组件，与模型绑定之后，可以提供快速构建基本表单能力，包括查
询、保存、重置能力。同时，支持用户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进行二次修改编排。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中，拖拽“表格”组件至页面工作区域，如图
1-245。

图 1-245 表格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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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6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表格列 > 已添加列

– 合并：在已添加列中，选择了某几列，再单击“合并”，即可合并为一
个大列，选中的列将作为大列的子列显示。

– 分解：在已添加列中，选中某个包含多个子列的大列，再单击“分
解”，即可分解此大列。

– 添加字段：表格的列，当表格组件绑定了数据模型后，可选择绑定的模型
中的字段成为表格的列，以及表格的查询条件。

– 添加操作列：表格的列，在表格中添加可操作列，即在操作列中通过添加
图标，并为图标添加onclick事件代码，实现某些功能，如删除、编辑等。

– 添加空白列：表格的列，可添加表格空白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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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分区 > 工具栏：扩展表格能力，为表格添加工具栏，提供增删改查以及保存
的功能按钮。

● 扩展属性

– 自动加载数据：仅当模型为对象模型时有效，启用后，预览或加载页面时，
将自动加载数据，不需要通过事件触发。

– 可编辑：启用后，表格中每行的内容知否能进行编辑操作，不启用则内容为
只读。

– 单选：启用后，显示单选按钮。

– 多选：启用后，显示多选按钮。

– 行号：启用后，表格首列显示当前行号。分页时行号重新从1依次开始，不累
加。

– 累加行号：和“行号”只能启用其中一个，启用后，表格首列显示当前行
号，分页时行号累加上前一页依次显示。

– 小列宽：设置 小列宽值。

– 加载中状态：是否显示表格加载中状态。

– 空数据提示：数据为空时显示的提示内容。

– 筛选为空提示：筛选数据为空时显示的提示内容，仅当列筛选时生效。

– 树形数据：当表格中的数据有父子关系，可开启树形数据，并指定关联字段
后，可展示出树形结构。

▪ 默认展开：开启树形数据时，子数据是否默认展开。

▪ 可选择：开启树形数据时，是否启用父子关联选择。

▪ 单行选择：开启树形数据时，是否单行可选择，父子不关联选择。

▪ 图标显示字段：开启树形数据时，图标所在位置显示的字段。不配置，
就是第一列的字段。

▪ 父节点字段：开启树形数据时，关联的父节点字段。

▪ 子节点字段：开启树形数据时，关联的子节点字段。

▪ 根节点字段值：开启树形数据时，根节点的字段值。不配置默认为空。

▪ 子节点缩进：子节点缩进，单位px。

▪ 行拖拽：开启树形数据时，是否启用行拖拽，拖拽行可改变数据的父子
结构。

– 风格

▪ 尺寸：设置表格的尺寸。

▪ 显示表头：启用后，表格显示标题行。

▪ 斑马纹：启用后，表格会间隔显示不同颜色，用于区分不同行数据。

▪ 纵向边框 ： 启用后，显示一个纵向的选择框。

▪ 高度跟随内容：表格行高度是否跟随内容多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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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I风格：是否开启AUI风格。

▪ 表头样式类：表头固定的class类名。

▪ 数据行样式类：表数据行class类名的回调方法，支持自定义各行数据不
同的class类名。

▪ 合并行或列：合并行或列的计算方法，支持自定义设置行或列的，单元
格合并规则。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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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样式

– 表格宽高：设置表格的宽度和高度。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 样式透传：启用后，可以将设置好的样式透传给组件的子节点。

绑定数据模型、增加查询条件、工具栏

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有自定义对象、对象、服务和事件四种，本章节以绑定模
型为例进行介绍。

步骤1 在表格的“属性 > 数据绑定”中，单击 ，进入选择模型页面。

步骤2 在选择模型页面，单击“新增模型”。

步骤3 设置表格的元数据模型，模型名称设置“equipmentInstance”，来源选择“对象”，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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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7 创建对象数据模型

步骤4 在选择对象页面，选择一个提前创建好的对象，例如“HW__Equipment__CST”，
“选择字段”中选择表单中需要展示的字段，单击“下一步”，单击“确定”。

步骤5 返回选择模型页面，勾选创建好的元数据模型，单击“确定”。

绑定对象模型后，显示如下图所示。如果需要在每行添加行序号，可在表格的“扩展
属性”中打开“行号”。

图 1-248 绑定数据模型后的结果列

步骤6 选中上图中“已添加列”中的任意一项，单击 ，调整列的显示顺序。

步骤7 单击上图中每个字段后的 ，修改列标题、是否隐藏、是否可编辑等字段属性。

以“设备编码”为例，其属性配置如下图所示。在配置列标题时，可选择已有多语
言、创建或更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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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9 设置“设备编码”列的属性

步骤8 为表格增加操作列。

1. 在左侧“设计视图”中选中“表格”，单击右侧“属性 > 表格列”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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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新建表格列，即Operation1后的 。

图 1-250 新建列

3. 在“属性配置”页面，修改“列标题”为“操作”。

4. 在“操作按钮”中，单击“添加操作按钮”，设置“编辑”按钮的样式，如下图
所示。

图 1-251 为操作列增加修改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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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上图中单击 事件图标，单击“动作列表”后的“+”号，在弹出的事件编排器
右侧代码编辑区，添加如下事件代码，单击“创建”。
//获取当前组件（即table）
let _component = context.$component.current;
//获取当前行row，取对象的id属性
let rowId = _component.$attrs.row.id;
//带着id跳转到设备详情页面
context.$page.load('/besBaas/page#/HW__editEquipment?id='+rowId);

6.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7. 按照上述操作，再次单击“添加操作按钮”，添加“删除”按钮。

参照图1-251，设置按钮的“类型”为“主要按钮” 、“图标”为“android-
delete”。

8. 单击 事件图标，在弹出的事件编排器右侧代码编辑区，添加如下事件代码，单
击“创建”。
//获取当前组件（即table）
let _component = context.$component.current;
//获取当前行
let row = _component.$attrs.row;
// 表格组件
let _table = this.$component.table;
// 删除当前行数据
this.$dialog.confirm({
    title: '确认框',
    content: '确认是否删除？',
    okText: "确定",
    cancelText: "取消",
    onOk: () => {
        _table.doDelete([row]).then(()=>{_table.doQuery();})
    }
})

9.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9 设置工具栏区域。

1. 在左侧“设计视图”中，选中“表格”，单击右侧“属性 > 表格区块 > 工具栏”
后的“添加”。

2. 删除上图工具栏中多余的按钮，只保留“新增行”、“保存”和“删除”按钮。

3.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结束

树形数据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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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低代码平台中存在如图1-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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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所示，明确层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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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2 数据源

图 1-253 树形数据

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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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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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所示的数据。

步骤2 在标准页面中，选中表格组件，新增模型，设置为对象模型，选中步骤1中的对象，设
置表格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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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4 设置数据绑定

图 1-255 新增模型

图 1-256 设置对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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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7 设置关联字段

图 1-258 选中模型

步骤3 在标准页面中选中表格组件，开启“树形数据”开关，参考属性设置如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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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单击 ，预览该页面，可查看到如图1-259所示层级关系。

图 1-259 树形数据

----结束

引申说明

表格组件需要以树形展示有个前提条件，即表格绑定的模型中存在取值上有父子关系
的两个字段。

图 1-260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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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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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1 配置父子节点字段

图 1-262 设置后效果

1.4.10.5 分栏

分栏是一种高级的容器组件，分栏相当于行，内部可分多栏（列）。使用该组件，可
将页面划分为两栏或多栏，每一栏都可以拖入其它组件。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中，拖拽“分栏”组件至页面工作区域，如图
1-263。

图 1-263 分栏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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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4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扩展 ：单击“新增行”后的 或者 ，可在当前“分栏”上方或者下方新增分
栏（即新增行）。

● 行布局

– 在“行布局”中，系统支持设置PC或者Phone手机端布局，并默认提供了一
些常见的行布局，如单栏、二等分栏等。单击在“行布局”中的某一个模

式，例如单击 ，当前分栏将被分割成3栏，如图1-26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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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5 默认行布局

您也可以通过单击 ，手工输入的方式自行设置列的分隔比例，比例相加份
数总和必须为24，例如12:12、6:18、3:21、8:8:8等。自定义比例以英文冒号
分隔。

须知

分栏组件会根据分辨率大小自适应，当画布宽度小于992像素，PC会展示为
单列模式，此时可以通过调整左侧菜单收缩或者画布分辨率来查看不同的效
果。

图 1-266 自定义行布局

– 布局模式：设置PC或Phone屏幕，每一个分栏的栏布局模式。

▪ 流式布局：页面元素的宽度，按照屏幕分辨率进行适配调整，但整体布
局不变。

▪ 弹性布局：可以简便、完整、响应式的实现各种页面布局，选择“弹性
布局”时还可以设置垂直对齐方式、水平排列方式以及分栏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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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6 栅格容器

栅格容器用于对页面区域按照行列布局划分，先分为多个分栏，每个分栏再分为多
栏。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高级”中，拖拽“栅格容器”组件至页面工作
区域，如图1-267。

图 1-267 栅格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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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68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扩展 ：单击“新增行”后的 或者 ，可在当前“分栏”上方或者下方新增分
栏（即新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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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7 列表视图

列表视图是一个组合组件，可以灵活组合列表项的内容，并且根据实例化数据进行动
态展示。

列表视图由上方列表区和下方的页码区组成。使用时，需要在“列表视图（List
View）”上绑定数据模型，且数据类型必须为数组，如果要使用分页功能，分页组件
需放在 外层“列表视图（List View Container）”内。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布局”中，拖拽“列表视图”组件至页面工作
区域，如图1-269。

图 1-269 列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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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70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移动端设置：

列表视图在移动端的配置。

– 下拉刷新：下拉是否刷新列表。

– 默认数据条数：设置移动端列表视图，默认展示的数据数量。

– 显示加载文字：是否显示上拉加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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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步加载：和事件（on-load-data）配合使用，上拉加载时异步获取数据。

●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移动端配置：列表视图在移动端的设置。

– 下拉刷新：下拉是否刷新列表。

– 默认数据条数：设置移动端列表视图，默认展示数据的数量。

– 显示加载文字：是否显示上拉加载文字。

– 异步加载：和事件（on-load-data）配合使用，上拉加载时，异步获取数
据。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属性值绑定

步骤1 在列表视图的“属性”页签，单击“数据绑定”中的 ，绑定数据模型。

模型实例化必须为数组，详情请参见绑定数据模型、增加查询条件、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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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1 绑定数据模型

步骤2 向列表视图中拖入栅格容器，将栅格容器设置为6行2列，再向前5行中拖入标签组件，
并设置标签属性。

步骤3 属性值绑定。

1. 选择第一行、第二列中的标签，单击右侧“属性值绑定”的“+”，新增属性值绑
定。

其中，“属性”设置为“文本内容”，再单击 ，添加模型字段，将模型字段绑
定到当前标签上。

2. 重复上一步，为其他行的标签组件进行属性值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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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第6行拖入一个按钮，设置为“Handle”。

步骤5 在页面上方，单击 ，保存页面。

步骤6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进入预览页面，预期效果如图1-272。

进行属性值绑定的标签组件，显示绑定的模型字段内容。

图 1-272 通过属性值绑定获取模型中的数据

----结束

1.4.10.8 表格（新）

表格（新）为数据表格组件，主要用于展示大量的结构化数据，支持电脑端和移动
端。使用时，需要先通过数据绑定来绑定数据模型，再设置表格属性。

表格（新）相对于表格中的表格组件来说，更适用于移动端，但是不支持展示树形结
构。当表格中的数据有父子关系，需要展示出树形结构时，还是需要选用表格中介绍
的表格组件。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布局”中，拖拽“表格（新）”组件至页面工
作区域，如图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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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3 表格（新）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74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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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设置

– 表头：是否显示表头。

– 序号：是否显示序号列，序号累加显示。

– 单选：启用后，显示单选按钮。

– 多选：启用后，显示多选按钮。与属性“单选”互斥，只能勾选“单选”或
“多选”的一种。

– 斑马纹：是否显示间隔斑马纹。勾选后，表格会间隔显示不同颜色，用于区
分不同行数据。

– 自动加载：预览或加载页面时，是否自动加载数据。仅当模型为对象模型时
有效，启用后，预览或加载页面时，将调用后台的对象查询接口自动加载数
据，不需要通过事件触发。

– 表格边框：设置表格的边框样式，支持显示完整边框、显示默认边框、显示
外边框等。

– 文字对齐方式：表格中，文字整体的对齐方式。

– 使用模式：设置表格的使用模式，如管理模式、只读模式和勾选模式。

– 数据操作页面：编辑表格中数据的方式，可以设置“链接到页面”编辑数
据。设置“链接到页面”时需要配置关联的页面名称，例如配置“详情
页”、“添加页”、“修改页”的页面名称。若在当前页面编辑数据，则清
空“编辑数据的方式”值。

● 高级设置：设置项，只在PC端生效。

– 调整列宽：是否支持拖拽调整列宽。

– 表头溢出省略：当每列的表头内容超过表格当前列宽后，是否设置超过的部
分为省略号。

– 内容溢出省略：当每列的内容超过表格当前列宽后，是否设置超过的部分为
省略号。

● 大小设置：设置项，只在PC端生效。

– 尺寸：表格整体尺寸。

– 表格 大高度：表格的 大高度，单位为px。

– 表格固定宽度：表格的固定宽度，单位为px，为0表示不限制。

– 表格固定高度：表格的固定高度，单位为px，为0表示不限制。设置后，如果
表数据内容超出该高度，会自动固定表头。

● 查询条件：是否在表格上方，添加查询条件，快速查询数据。勾选后， 单击“新
建”，可按需设置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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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栏：设置按钮栏显示方式，如图标、文字。

● 分页栏

– 启用分页：是否启用分页。

– 风格：设置分页风格，如简洁版或完整版。

– 默认分页大小：设置默认分页的大小。

– 每页大小选项列表：每页显示的条数选项列表，例如[10,20,40]。
– 分页显示位置：分页的显示位置。

● 操作列：单击“新建”，可在表格列配置单独的操作列，系统预置了详情、修
改、删除，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 表格列：表格列生成后，单击“设置”，可以进行列的配置调整。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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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定数据模型

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有自定义对象、对象、服务和事件四种。

步骤1 向页面中拖入一个表格（新）组件，单击“表格”页签，在表格属性“数据绑定”中

单击 ，绑定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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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5 数据绑定

步骤2 在弹出页面中，单击“新增模型”。

步骤3 设置表格的数据模型，添加对象模型，模型名称“equipmentInstance”，单击“下一
步”。

图 1-276 创建数据模型

步骤4 “选择对象”选择一个提前创建好的对象，例如“HW__Equipment__CST”，“选择
字段”中选择表单中需要展示的字段，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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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7 选择展示字段

步骤5 在方法页面，单击“确定”，返回选择模型页面。

步骤6 勾选刚建好的数据模型，单击“确定”。

绑定对象模型后，显示如图1-278所示。系统默认添加了斑马纹，如果不需要，可在表
格属性的“基本设置”中关闭“斑马纹”。

图 1-278 绑定数据模型后的结果列

----结束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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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9 图片

图片作为一个基本组件，用于展示图片，用户可以通过“图片地址”属性，来选择图
片。图片可以从本地上传，也可以来自服务器上的图片库。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基本”中，拖拽“图片”组件至页面工作区
域，如图1-279。

图 1-279 图片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80 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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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

– 链接地址：输入自定义图片的图片地址。

– 图片地址：选择或上传图片，支持上传JPG、JPEG、PNG和GIF格式的图片，
图片不超过1MB。

图片库有如下几种类型：

▪ OBS/MINIO/OBJECTSTORAGEPROXY：通过连接器获取OBS或MINIO桶
中的图片，需要提前配置OBS/MINIO/OBJECTSTORAGEPROXY类型连接
器，选择具体的存储桶、连接器实现获取图片功能。

▪ 连接器：OBS/MINIO/OBJECTSTORAGEPROXY类型的连接器。

▪ 桶：OBS/MINIO类型连接器的存储桶。

▪ SFTP：选择SFTP后，图片将加密上传至nginx服务器的本地文件系统
中。

OBS/MINIO/OBJECTSTORAGEPROXY图片库，支持按目录管理图片：

▪ 单击目录后的 和 ，新增根图片目录和子图片目录。

▪ 单击“上传图片”，可上传图片。

▪ 选中图片时，单击 ，可以在图片库中删除此图片。

– 预览：预览时，是否支持单击放大图片。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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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用：是否禁用该组件。

– 只读：值是否只读。

●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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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10 二维码

二维码用于根据文本内容或链接地址生成二维码，用户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
码，可查看到文本内容或者跳转到相应的链接。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基本”中，拖拽“二维码”组件至页面工作区
域，如图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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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1 二维码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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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2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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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或链接：设置扫描二维码后，要展示的文本内容或者跳转的链接地址。

– 宽度：二维码的宽度，单位像素。默认值为150。

– 容错级别：二维码被遮挡或残破时依然能被识别的几率，容错级别越高抗残
破或遮挡的能力就越强。

– 空白间距：四周空白间距，单位像素。

– 前景色：二维码的颜色。

– 背景色：背景颜色。

– 中间Logo：二维码中间Logo图片，可不用设置。设置Logo后，如果扫描二维
码识别失败，可以调高容错级别或调大二维码。

– Logo大小：设置Logo的大小，单位像素。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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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11 分页

当数据量较多时，可以使用分页组件，快速进行数据切换。分页组件一般与表格组合
使用时，分页组件可以对表格数据进行分页显示、数据切换，系统内置的表格组件中
已包含了分页组件。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基本”中，拖拽“分页”组件至页面工作区
域，如图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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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3 分页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84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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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默认分页大小：设置默认每页条数（分页大小）。

– 每页条数切换的配置：每页条数切换的配置。

– 大小：分页显示大小，可选值为small（迷你版）或不填（默认）。

– 简洁版：是否简洁版显示分页样式。

– AUI风格：是否展示AUI风格。

– 显示跳转：是否显示跳转，显示后可设置快速跳转到某一页。

– 显示分页：是否显示分页，显示后可设置具体的分页大小。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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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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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5 事件

● 数据改变：单击 、 或切换每页数据显示量（ ），以及输入跳转页后，
触发事件的相关业务。

● 每页条数改变：在切换每页数据显示量（ ）后触发。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12 模态框

模态框作为一个模态对话框的容器，支持向模态框中拖入各种组件，用于在模态框弹
出时，用户必须先响应模态框后，才能对其他对象进行操作的场景。

模态对话框功能：当一个模态对话框弹出时，用户想要对模态框以外的应用程序进行
操作时，必须先对该对话框进行响应，例如单击“确定”或“取消”按钮等将该对话
框关闭。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布局”中，拖拽“模态框”组件至页面工作区
域，如图1-286。

图 1-286 模态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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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87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标题：模态框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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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按钮文字：模态框的“确定”按钮上的文字。

– 取消按钮文字：模态框的“取消”按钮上的文字。

– 显示Loading：开启后，确定按钮显示loading状态。

– 显示遮罩层：开启后，显示遮罩层。

– 点击遮罩层关闭：开启后，允许单击模态框外的遮罩层关闭模态框。关闭
后，必须先对该模态框进行响应，才能将该模态框关闭，例如单击模态框中

的按钮（“确定”、“取消”）以及 图标。

– 可拖动：开启后，该容器可拖动。

– 不显示底部：开启后，隐藏“确认”和“取消”按钮区域。

– 显示取消按钮：开启后，显示取消按钮。

– 确定按钮在前：开启后，确认按钮在前。

– 确定按钮禁用：开启后，确认按钮被禁用。

– 懒加载：开启后，弹框不打开不渲染，以提高性能。

● 移动端设置

– 弹出位置：模态框在移动端的显示位置。

– 关闭按钮：是否显示关闭按钮。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样式

– 模态框高度：设置模态框的宽度、高度等。

如果模态框高度太大，无法正常显示，可在页面的“样式代码”里添加以下
样式代码，即先在样式代码里设置滚动条，然后再将高度改小，如图1-288所
示。
.ivu-modal-body {
overflow:auto;
}

图 1-288 模态框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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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设置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
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13 输入框

输入框是基础输入组件，输入框中的内容可以通过鼠标或键盘输入。输入框一般在有
需要输入内容、提供组合型条件查询或有其他资料需要提交时使用。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表单”中，拖拽“输入框”组件至页面工作区
域，如图1-289。

图 1-289 输入框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90 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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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文本类型：设置文本类型，如输入框、密码。

– 标签：输入框在界面的展示标签名，必须是输入框存在于某个表单组件中，
该标签设置才生效。

– 占位符：设置占位符，可辅助元素对齐，让页面更整齐。

– 可清空：是否可清空输入值。

– 默认值：输入框默认值。

– 图标：输入框图标，仅在输入框类型下有效。

– 图标位置：输入框中的图标位置。

– 大字符长度：输入框取值 大字符长度。

– 大宽度：输入框 大的宽度。

● 表单校验：当组件在表单中时，可对组件进行一些校验配置。当且仅当组件在表
单中时，校验才生效。

– 必填：开启必填时，该输入框为必填字段。输入框界面展示会有 提示必
填，此校验功能必须是输入框存在于某个表单组件中。

– 必填错误信息：当必填输入框没有进行输入取值时，界面提示的报错信息。

– 正则表达式：当输入框字段类型为“Text”或“TextArea”类型，支持进行
正则表达式校验。

– 错误信息：正则表达式校验失败时，提示的错误信息。

– 自定义校验：是否进行自定义校验，打开后需要设置校验JS代码。当输入框
在表单组件中，该设置才会生效。

– 校验方法：输入JS代码定义校验规则，代码的返回值必须为布尔类型或者对
象类型。

▪ 布尔类型：返回为“false”表示未通过校验，即校验失败，若需要配置
错误提示信息，则直接设置界面上“校验错误信息”参数；返回值为
“true”，表示通过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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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类型：返回为“{result:false, message:'对应错误提示信息'}”，表
示未通过校验，message值为错误提示信息；返回为“{result:true}”，
表示校验通过，一般不用带提示信息。

示例如下：

▪ 示例1：校验输入文字内容长度不能超过10个字符。
return value.length <= 10

其中，“value”变量为系统已定义好的，表示输入内容变量，可直接使
用该变量。

▪ 示例2：校验输入文字内容只能输入大写的A-Z，或者小写的a-z。

返回值类型为布尔：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return reg.test(value);

返回值类型为对象：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if (reg.test(value))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result: false, message:'输入内容不符合规则，只能输入大写的A-Z，或者小写的a-z'};
}

▪ 示例3：校验输入文字内容是否是邮箱，该示例可能不覆盖全部邮箱类型
场景，仅举例使用。示例JS代码如下：
var reg = new RegExp("^[a-z0-9A-Z]+[- | a-z0-9A-Z . _]+@([a-z0-9A-Z]+(-[a-z0-9A-Z]+)?\
\.)+[a-z]{2,}$");
return reg.test(value);

– 校验错误信息：当“自定义校验”中，JS代码返回值类型为布尔类型时，会
取该参数的值为错误提示信息。当“自定义校验”中JS代码返回值类型为对
象类型时，直接取返回值中的message值为错误提示信息。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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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用：是否禁用该组件。

– 只读：值是否只读。

● 样式 > 高级设置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 样式透传：启用后，可以将设置好的样式透传给组件的子节点。

– 预设样式：预置的组件样式。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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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 下拉框

下拉框通过配置绑定选项内容，提供给用户进行下拉选择的操作，支持单选、多选、
搜索，以及键盘快捷操作。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表单”中，拖拽“下拉框”组件至页面工作区
域，如图1-291。

图 1-291 下拉框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92 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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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标签：下拉框的显示标签名称，只有下拉框放在表单form中才生效。

– 占位符：下拉框未选择时，展示给用户的提示信息。

– 选项：下拉框单击后，可选择的选项内容。若“属性值绑定”中，设置了
“选项”与模型字段绑定。预览页面时，优先以“属性值绑定”为准，显示
选项内容。
输入的数据必须为json格式，如：
[{"value": "1","display": "男"},{"value": "0","display": "女"}]

– 选项列表：单击 ，选择系统中配置的选项列表。选项和选项列表，只能配
置其中一种。

若“属性值绑定”中，设置了“选项”与模型字段绑定。预览页面时，优先
以“属性值绑定”为准，显示选项内容。

– 选项值是否唯一：选项值是唯一标识，开启后提升渲染性能。

– 是否多选：配置下拉框是否提供多选的能力。

– 可清空：是否在选择下拉框，显示一个删除图标，来删除选择框的内容。

– 弹层独立：选项值区域展示不全，部分内容隐藏时，开启后，可显示完整选
项值。

– 可过滤：下拉框是否提供过滤能力。

– 远程搜索：是否根据输入的关键字，调用自定义的接口查询数据，和事件
“on-remote-search”配合使用。

– 是否初始加载：拉框是否初始加载。

– AUI风格：启用后，下拉框的下拉图标风格会所有不同。

– 大宽度：组件的 大宽度。

● 表单校验：当组件在表单中时，可对组件进行一些校验配置。当且仅当组件在表
单中时，校验才生效。

– 必填：是否设置为必须填入值。

– 必填错误信息：在绑定了对象模型且下拉框放置于表单组件中，当设置必填
时，输入值为空的情况下，提示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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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则表达式：输入正则表达式。

– 错误信息：正则表达式校验失败时，提示的错误信息。

– 自定义校验：是否进行自定义校验，打开后需要设置校验JS代码。当输入框
在表单组件中，该设置才会生效。

– 校验方法：输入JS代码定义校验规则，代码的返回值必须为布尔类型或者对
象类型。

▪ 布尔类型：返回为“false”表示未通过校验，即校验失败，若需要配置
错误提示信息，则直接设置界面上“校验错误信息”参数；返回值为
“true”，表示通过校验。

▪ 对象类型：返回为“{result:false, message:'对应错误提示信息'}”，表
示未通过校验，message值为错误提示信息；返回为“{result:true}”，
表示校验通过，一般不用带提示信息。

示例如下：

▪ 示例1：校验输入下拉框选项内容长度不能超过10个字符。
return value.length <= 10

其中，“value”变量为系统已定义好的，表示输入内容变量，可直接使
用该变量。

▪ 示例2：校验下拉框选项内容只能是大写的A-Z，或者小写的a-z。

返回值类型为布尔：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return reg.test(value);

返回值类型为对象：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if (reg.test(value))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result: false, message:'内容不符合规则，只能是大写的A-Z，或者小写的a-z'};
}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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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用：是否禁用该组件。

– 只读：值是否只读。

● 样式 > 高级设置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
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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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3 事件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15 按钮

按钮一般在用户单击触发业务逻辑时使用，按钮组件提供单击触发事件能力。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基本”中，拖拽“按钮”组件至页面工作区
域，如图1-294。

图 1-294 按钮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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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5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显示名称：按钮展示的名称。

– 类型：设置按钮的类型。

– 大小：设置按钮的大小。

– 鼠标悬停时展示：鼠标悬停时，展示的文字。

– 形状：设置按钮的形状。

– 选择图标：系统预置的按钮图标。

– 图标位置：按钮图标展示的位置。

– 加载中状态：按钮是否显示为加载中状态。

● 移动端配置 > 无背景色风格：移动端是否启用无背景色风格。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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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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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是否禁用该组件。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16 上传

上传组件用于上传文件。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表单”中，拖拽“上传”组件至页面工作区
域，如图1-296。

图 1-296 上传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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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7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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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标签：设置组件的标签名，用于在界面展示。

– 文本：上传按钮上，显示的文本。

– 默认已上传的文件列表：默认已上传的文件列表。

– 存储：上传文件的存储类型，单击该参数后的 ，可进行配置。

▪ 存储：存储器类型。

○ OBS：通过OBS类型连接器，存储到华为OBS（Object-based
Storage Service）上。

○ MINIO：通过MINIO类型连接器，存储到MINIO上。

○ OBJECTSTORAGEPROXY：通过OBJECTSTORAGEPROXY类型连接
器，存储到相应服务器上。

○ CUSTOMAPI：通过自定义接口，来上传和展示文件。

▪ 连接器：当存储配置为OBS、MINIO或OBJECTSTORAGEPROXY时，该
参数才会显示，表示具体的连接器。

▪ 桶：当存储配置为OBS、MINIO或者OBJECTSTORAGEPROXY时，该参
数才会显示，表示具体的存储桶。

▪ 上传服务：当存储配置为CUSTOMAPI时，该参数才会显示，选择自定义
接口实现上传文件的功能。

▪ 展示服务：当存储配置为CUSTOMAPI时，该参数才会显示，选择自定义
接口实现展示文件的功能。

– 过滤文件类型：接受上传的文件类型，为文件原生的属性，会在选择文件时
按照文件类型过滤，多个类型格式间以“,”符号隔开，如“image/
jpeg,application/msword,text/plain”。

– 支持文件类型：支持的文件类型，与“过滤文件类型”不同的是，该参数是
识别文件的后 名，“过滤文件类型”为原生的属性，会在选择文件时过
滤，可以两者结合使用。

– 支持多文件：是否支持多选文件。

– 自定义文件名：上传的单个文件时，可自定义上传的文件名。

– 同名处理：防止同名文件覆盖，同名文件名后自动增加随机数，也可在“on-
before-upload”事件中自定义处理文件名。

– 上传路径：自定义服务器端上传路径，默认为uistudio/upload，上传路径不
能是以“./”或“../”等开头的相对路径。

– 文件数量：多文件上传时， 大文件数量限制，即允许上传的文件数量，超
过此数量后，将不允许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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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大小：单个文件大小限制，单位kb。

– 文件大小错误描述：当文件超过限制大小时，提示的错误描述。

– 预览：是否开启预览，只在图片时生效。

– 公开读：文件的访问控制权限，默认为“private”（私有），否则为
“public-read”（公共读）。

– 可选择：文件列表是否可以选择，仅为图片时有效。

– 是否多选：文件列表是否支持多选。当“可选择”开关打开时，该参数才会
显示。

– 选择类型：选择时，展示的样式，包含“遮罩层选择”或“选择框选择”两
种类型。当“可选择”开关打开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选择框内容：设置选择框的内容。当“选择类型”设置为“选择框选择”
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选中时显示内容：选中时，选择框显示的内容。当“选择类型”设置为“选
择框选择”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九宫格：九宫格形态展示图片列表，仅当上传全部为图片时开启效果较好，
移动端每行展示4个并且大小自适应。

– 列表展示位置：相对于上传按钮，上传列表的展示位置，移动端仅下方展
示。

– 列表只能显示进度条：上传列表的展示内容仅展示进度条，且文件上传完后
进度条消失，目前适用于文档和压缩包。

– 展示方向：上传列表中多张图片时，控制图片展示排列方向，移动端仅支持
纵向展示。

– 图片宽高：上传列表中单个图片的宽高，单位像素，移动端不生效。

– 大宽度：限制 大的宽度。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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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用：是否禁用该组件。

– 只读：组件是否只读。

● 样式 > 高级设置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
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

表 1-7 事件编排

事件名 说明 返回值

数据改变 已上传文件列表改变时触
发。

当前已上传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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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 说明 返回值

文件上传 开始上传文件时触发。 ● 当前开始上传的文件。

● 当前已上传文件列表。

操作成功 上传成功后触发。 上传成功文件的地址。

选中文件 文件列表选中时或取消选
中时触发。

● 当前文件。

● 已选中的文件。

文件上传前 文件上传前触发。

在“文件上传前”事件
后，单击齿轮图标，在
“自定义JS代码”中增加
“$current.showUploadLis
t = false”语句，可取消上
传预览。

● 当前文件。

● 文件名。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系统为上传组件预置了clearFiles()方法，该方法用于清除上传文件列表。在上传组件
的事件编排JS代码中，可使用该方法，示例JS代码如下：

var _component = context.$component.get('upload_0');_component.clearFiles();

1.4.10.17 面包屑

面包屑组件用于显示网站的层级结构，告知用户当前所在位置以及在需要向上级导航
时显示。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基本”中，拖拽“面包屑”组件至页面工作区
域，如图1-298。

图 1-298 面包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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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图 1-299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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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配置菜单：单击“设置”，可设置菜单。

▪ 图标：配置菜单的图标。

▪ 文本内容：配置菜单的显示名称。

▪ RUL类型：菜单跳转页面的URL类型，如“常量”、“选择页面”。

▪ 地址：当“URL类型”为“常量”时，需要配置跳转页面的具体URL地
址。当“URL类型”为“选择页面”时，需要选择系统中创建的具体跳
转页面。

▪ 链接目标：跳转后页面显示形式。

○ 新窗口：在新窗口页，显示跳转页面。

○ 当前框架：在当前框架，显示跳转页面。

○ 父框架：在父框架区域，显示跳转页面。

○ 整个窗口：在当前整个窗口，显示跳转页面。

– 分隔符：菜单名之间的分隔符。

– 跳转：单击面包屑组件的菜单标签，是否开启自动跳转，默认为开启。若不
开启跳转，可在“事件”页签定义跳转的实现方法，即进行事件编排。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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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字体样式、颜色等。

– 背景：设置背景颜色、透明度。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宽度等，单位为px。

– 阴影：设置阴影颜色、模糊、扩散等，单位为px。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动显示
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自
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用。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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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0.18 视频播放

视频播放组件用于播放视频，支持MP4、OGV和WebM格式。

在标准页面设计界面，从“基本组件 > 高级”中，拖拽“视频播放”组件至页面工作
区域，如图1-300。

图 1-300 视频播放

查看组件帮助

将鼠标放在对应的组件上，单击 ，可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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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1 查看组件说明

属性
● 数据绑定：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者属

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

– 值绑定：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更多介绍，
请参见值绑定。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义字
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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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值绑定，用于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更多介绍，请参见属性绑定。

●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自定义视频地址：输入自定义视频的视频地址。

– 封面：选择或上传图片作为视频封面。

– 控制条：是否显示控制条。

– 静音：是否静音。

– 自动播放：是否自动播放。

– 倍速播放：是否支持倍速播放。打开该开关后，打开页面播放视频时，可设
置0.5、1、1.5、2倍速播放视频。

– 循环播放：是否循环播放。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此方式为静态配置该组件的隐藏。还可以将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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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样式

– 布局：设置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高级设置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
动显示在“样式源码”中，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行详细配置，
自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事件

在事件中，显示了组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常用事件，供用户实现，来扩展组件的交互。
整个页面有加载（on-load）事件，该事件在页面渲染完成后执行，可进行数据初始化
操作。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事件说明。

库

在库中，可配置页面需要的依赖库，扩展页面功能。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两
种，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1.4.11 创建标准页面模板

使用说明

为了降低应用开发成本，让用户通过拖拽的方式，快速完成应用的搭建，低代码平台
提供了丰富的应用模板。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应用模板快速创建应用，也可以使用标准
页面模板创建页面。页面模板包括预置模板（通用模板）和自定义模板两大类。

● 预置模板（通用模板）

– 基础表单：基本的表单页面。

– 多区域表单：有间隔区域的多区域表单页面。

– 基础表格：单张表生成表格模板，包含增、删、改、查。

– 基础详情页面：基础的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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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模板（我的模板）

用户自定义的页面模板，开发好页面后，单击上方的 另存为，即可创建自定义
页面模板。创建后，该开发者用户、注册AppCube的华为云帐号、华为云帐号下
其他AppCube用户都可直接使用该页面模板来创建标准页面。

自定义模板

步骤1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进入另存为页面。

步骤2 设置模板标签和名称，打开“另存为模板”开关，单击“创建”。

打开“另存为模板”后，模板可在“标准页面 > 页面模板”中查看到。

图 1-302 另存为模板

步骤3 另存为完成后，当前用户或同一华为云帐号下的其他用户，创建类似应用时，可以直
接使用该模板来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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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3 选择基于模板

图 1-304 我的模板

----结束

1.4.12 如何自定义主题样式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预置了很多默认样式，供您选择使用，同时也支持对标准页面的主题样式
进行自定义修改。

自定义主题时，可以自定义修改标准页面的样式。设置完成并启用主题后，该应用中
标准页面相同组件的展示，将以主题中配置为准。

例如，在标准页面中添加一个“表单”组件，并绑定数据对象为“Alarm”，选择前三
个字段，添加“保存”和“重置”按钮，单击“完成”。单击“保存”按钮，再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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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按钮，效果如图1启用前效果图所示。在主题中配置该输入框的背景色为红
色，启用主题使得标准页面表单中输入框的背景色为红色，效果如图2启用后效果图所
示。

图 1-305 启用前效果图

图 1-306 启用后效果图

须知

自定义主题样式需要您熟悉CSS的Less代码编写规范，关于Less介绍，请参见Less介
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单击左侧导航栏中“设置”，进入应用设置页面。

图 1-307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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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应用设置页面，单击“主题管理”。

图 1-308 选择主题配置

步骤3 在主题列表中，单击对应主题后的 ，进入创建主题页面。

图 1-309 创建主题

步骤4 修改相关的组件样式代码。

例如，在输入框组件添加一个背景色，设置为红色，如图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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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0 添加背景色

步骤5 修改样式后，输入“主题名称”，单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进行编译保存。

图 1-311 编译保存

说明

若编译不成功，请先禁用该主题，再进行编辑。

步骤6 返回“应用设置 > 主题管理”页面，打开对应主题后的“OFF”，启用该主题。

图 1-312 开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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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在预览页面可查看到自定义样式后的效
果，如图1-313。

图 1-313 定义样式后的效果

----结束

1.4.13 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如果您希望使用第三方库文件，而当前系统中不存在该库，您可以通过上传，新增该
JS/CSS库，并在页面中设计并使用该库，实现引入第三方库的功能。本节将介绍如何
引入并使用第三方库的具体操作步骤。

什么是库

库是指在页面的设计中需要的依赖库，若缺少相应的依赖库，则页面中无法实现某些
功能。例如页面需要具有地图选址功能，则系统需要先加载百度地图库，才能实现相
应的功能。低代码平台中的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

系统预置库

系统预置库是系统已定义好的库，可在页面设计中直接进行加载并使用。

表 1-8 系统预置库

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GISMap global_GISMap 地图组件依赖库：GISMap库是将百度地图、谷歌地
图和高德地图中一些常用JS API封装，生成的组件
库，为地图组件提供应用编程接口。更多说明请参
考GISMap库说明文档.zip。

EchartsG
ISMap

global_EchartsGI
SMap

地图组件依赖库：EchartsGISMap库是echarts库的
插件，功能是将百度echarts散点图在百度、谷歌、
高德地图上应用。

需要先加载echarts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说明请
参考EchartsGISMap库说明文档.zip。

echartsli
quidfill

global_echartsliq
uidfill

水位图组件依赖库。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ECharts Liquid Fill Chart官
网中2.0.5版本使用说明。

codeMirr
or

global_codeMirr
or

代码编辑器组件。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codeMirror相关资料中5.49.2
版本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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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echarts global_echarts 百度开源图表控件。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echarts相关资料中4.1.1版本
使用说明。

Element global_Element 基于Vue的一个组件库，CC管理员界面开发。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用
说明请参考Element相关资料中2.6.2版本使用说
明。

Sortable global_Sortable 基于Vue开发的可拖拽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用
说明请参考Sortable相关资料中1.9.0版本使用说
明。

Vue global_Vue Vue是一套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与其
它大型框架不同的是，Vue被设计为可以自底向上
逐层应用。Vue的核心库只关注视图层，不仅易于
上手，还便于与第三方库或既有项目整合。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Vue相关资料中2.6.11版本使用
说明。

VueAwes
omeSwip
er

global_VueAwes
omeSwiper

基于Vue的轮播图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用
说明请参考VueAwesomeSwiper相关资料中4.1.1
版本使用说明。

VueColor global_VueColor 基于Vue的颜色选择器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用
说明请参考VueColor相关资料中2.4.0版本使用说
明。

VueDrag
gable

global_VueDragg
able

基于Vue的拖拽事件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用
说明请参考VueDraggable相关资料中2.16.0版本使
用说明。

VueI18n global_VueI18n 基于Vue的多语言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用
说明请参考VueI18n相关资料中8.8.2版本使用说
明。

VueLazyl
oad

global_VueLazyl
oad

基于Vue的Vue图片懒加载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用
说明请参考VueLazyload相关资料中1.2.4版本使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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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VueQuill
Editor

global_VueQuillE
ditor

基于Vue的Vue富文本编辑器。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用
说明请参考VueQuillEditor相关资料中3.0.6版本使
用说明。

xlsx global_xlsx 支持excel导入导出功能。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
SheetJS相关资料中0.14.3版本使用说明。

xss global_xss 对用户输入的内容进行过滤，防止xss攻击。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xss相关资料中1.0.6版本使用说明。

ImageM
anageme
nt

global_ImageMa
nagement

图片上传组件，用来连接公有云实现图片上传。

需要先依次加载Vue和VueI18n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
件。

Runtime
Framewo
rk

global_RuntimeF
ramework

支持在高级页面运行由标准页面发布的Widget。

polyfill global_polyfill 提供JavaScript Pollfill。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
polyfill相关资料中0.1.42版本使用说明。

FilePrevi
ew

global_FilePrevie
w

支持文件的在线预览，包括word、excel、ppt、
pdf。

VueRout
er

global_VueRoute
r

Vue Router是Vue.js官方的路由管理器。更多使用
说明请参考VueRouter相关资料中3.0.5版本使用说
明。

MobileA
ppRunti
meFram
ework

global_MobileAp
pRuntimeFrame
work

是AppCube应用发布到手机端运行时依赖的库。

WidgetD
ataTrans

global_WidgetDa
taTrans

组件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库，用于转换几种常见输入
数据格式为平台预置组件需要的格式。

 

说明

平台的global库的版本号是在资源上传或者更新时平台赋予的版本管理号，和实际官网版本不存
在对应关系。

自定义库

当系统预置的库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时，用户可以上传自定义库包，并加载到页面中进
行使用。

下面以在标准页面中，通过单击按钮来获取并打印请求的参数，需要引入并使用fetch
（第三方库）为例，向您介绍上传第三方库以及如何在组件中管理并使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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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制作第三方库文件压缩包。

单击fetch.zip，下载示例库文件包，示例文件中包含需要引入的JS文件和一个元数据
描述文件，如图1示例库文件所示。

图 1-314 示例库文件

其中，packageinfo.json是元数据描述文件，上传的第三放库文件中都必须包含此文
件，文件内的结构如下图2元数据文件所示。

图 1-315 元数据文件

步骤2 租户级别下，上传第三方库。

1. 在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单击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
进入低代码应用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库”。

3. 单击“提交新库”，输入库的基本信息，单击“上传”选择刚创建的zip压缩包，
单击“提交”。

表 1-9 上传新库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字 自定义库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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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上传图标 库的显示图标。

上传源文件 单击“上传”，选择步骤1中的库文件包。

库ID 上传库的ID，由字母及数字组成，且必须以字母开头。

分类 库所属分类。

库类型 上传库所属的类型。

发行说明 发布描述信息。

 

返回库页面，在“租户”页签，可查看到已上传的库文件。“全局”页签中的，
为系统预置库，不可编辑和禁用系统预置库，只可下载。

步骤3 在标准页面组件中，引用库。

1. 新建一个标准页面，页面标签和名称为“page01”，如图1-316。

图 1-316 新建标准页面

2. 在“基本组件 > 基本”中，拖拽“按钮”组件到页面的设计视图中，并修改按钮
属性，如图1-317所示。

图 1-317 配置按钮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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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右侧面板的“库”中，新增库，如图1-318所示。

图 1-318 新增库

4. 在弹出的新增库页面中，搜索刚上传的库文件“fetch”，选择该库文件，单击
“确定”，如图1-319所示。

图 1-319 选择库

5. 在组件的右侧面板中，可以看到已新增成功的库文件，如图1-320所示。

图 1-320 查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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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标准页面加载并使用库。

1. 选中“按钮”组件，在“事件”页签，单击“点击”后面的“+”号，进入添加动
作页面。

2. 输入自定义JS代码，调用库中的方法获取git仓库的地址，单击“创建”。

关于fetch的使用方法及介绍，请参考链接。

图 1-321 自定义 JS 代码

fetch('https://api.github.com/users/chriscoyier/repos')
.then(function(response){
return response.json();
})
.then(function(data){
//data是请求的repos
//console.log（data）；
for(var key in data){
            console.log(data[key].archive_url)
}
});

3. 返回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4. 保存成功后，单击 ，预览页面。

5. 单击获取参数按钮，在页面中按F12，打开浏览器的调试界面。

6. 在Console页签下，可以查看到打印的参数，也就是请求的结果，如图1-32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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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2 预览效果

----结束

1.5 高级页面

1.5.1 什么是高级页面

什么是高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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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页面主要用于开发应用中较复杂的前端页面，例如包含图片、图表、视频、地图
等元素的页面。您可以将高级页面应用于开发网站、电商平台等，通过拖拽、布局组
件，并进行相关属性配置即可快速搭建应用。低代码平台中的高级页面，提供了常用
组件，组件包含了预置的样式，并封装了基础事件代码，实现了开箱即用，避免重复
写样式和事件代码，陷入代码细节，使开发人员更好的专注于业务场景的挖掘。

初识高级页面开发界面

进入新版应用设计器的“页面 > 高级页面”，单击页面后的“+”，即可新建一个空白
高级页面或基于模板创建一个高级页面。页面创建后，自动进入高级页面开发界面，
您可以阅读以下内容初步了解高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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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3 高级页面开发界面

高级页面开发工作台，功能模块布局说明如下：

● 高级页面工具栏（序号1）

展示页面开发过程中的常用工具，如获取、释放锁，电脑端或者移动端页面设置
等。

– 组件列表：用于展开、收起高级组件列表。

– 获取锁\释放锁：低代码平台提供了多人协同开发保护机制，即页面锁机制。
在应用开发过程中除了新建页面，其它页面相关操作都必须先锁定页面，包
括编辑页面、删除页面、下载页面、发布页面模板、复制页面、保存发布页
面。同时，在进行页面设置前，必须先锁定页面设置。

多人协同操作页面，锁定规则如下：

▪ 锁定高级页面的前提：该页面未被他人锁定，且页面设置未被他人锁
定。

▪ 锁定页面设置的前提：所有页面包括页面设置，未被他人锁定。

▪ 每个用户只允许锁定一个页面或页面设置。

– 电脑端\移动端：为了让同一页面能够完美呈现于电脑端和移动端，低代码平
台提供了高级页面的电脑端和移动端两种终端视图，用户可分别对高级页面
的电脑端和移动端进行定制开发。开发完成后发布生成的高级页面为同一
URL，当电脑端或移动端加载这一URL时，平台会自动检测用户所用的设备类
型并加载相应视图页面。多终端适配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如何适配多终端。

– 保存：保存当前开发页面的修改。

– 发布：发布当前开发的页面，页面发布后可以预览该页面的运行态效果。

页面修改、保存后，需再次执行发布操作，才能在应用和预览页面中体现修
改内容。

– 预览：页面发布后，可以预览该页面运行态效果。

– 撤销\复原：页面开发过程中若出现误操作，可执行撤销、复原操作。

– 性能分析：低代码平台支持检查高级页面性能，生成性能报告页供开发者查
看。

– 高级页面缩放比例：用于调节页面画布在开发工作台中的大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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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适应大小：自动适应页面画布在开发工作台中的大小比例。

– 网格线：开启画布网格线功能，用于标定组件在画布中的位置。

– 页面视图设置：设置高级页面的分辨率、网格大小、背景颜色和背景图片。

– 页面状态设置：设置页面的状态。

● 组件分类列表（序号2）

包含高级组件的功能分类，用于在开发高级页面时对组件进行筛选，方便组件查
找与管理。组件列表分类默认包含图表、媒体、地图、文本、装饰等，可选择相
应的分类来筛选高级组件。

● 高级组件展示、选择区域（序号2、3）

选定组件分类后，属于该功能分类的组件将显示在该区域。在该区域中，还包含
了搜索框、应用场景、预置和自定义多种筛选条件。

– 搜索框：通过组件名称，可快速查询归属于当前选定组件分类中的高级组
件。

– 应用场景筛选：可快速筛选不同应用场景的高级组件，当前应用场景包含通
用、智慧园区、5G消息和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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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置和自定义筛选：用于筛选当前选定组件分类中，包括预置组件和用户自
定义组件。

预置组件是低代码平台提供的全局高级组件，详情请参见全局高级组件。自
定义组件为用户自主开发的高级组件，详情请参见开发高级组件。

● 画布

编辑页面内容及页面视图区域，可将组件从高级组件展示选择区域拖入该区域，
快速搭建高级页面。此处以绝对布局方式的高级页面为例，流式布局相关操作方
法请参见流式布局高级页面。

– 定位到所需组件后，便可以将其拖动到画布中，用于构建所需的高级页面。

– 在画布中，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调整组件的位置、大小。低代码平台还提供
了组件对齐提示线，帮助布局组件。

如上图中所示，在执行操作前请确保已获取当前页面的页面锁，未获取页面
锁的状态下执行的所有操作都不能保存。当页面处于锁定状态下时，当前应
用中其他页面均无法获取页面锁，若需要进行页面开发，请先释放页面锁。

– 组件的右键设置：在画布中选中组件，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删除、复制、粘
贴（若已复制组件）、格式刷、置于顶层、置于底层、高级设置选项。

▪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的高级组件，也可通过键盘中BackSpace键（退格
键）和Delete键（删除键）实现。

▪ 复制：复制当前选中的高级组件，也可通过快捷键Ctrl+C实现。

▪ 粘贴：用于粘贴已复制的高级组件，也可通过快捷键Ctrl+V实现。

▪ 格式刷：用于复制当前选中组件的属性，应用于其他组件。可选的属性
包含样式（边框、背景）、位置（距左、距上、高度、宽度）和其他属
性。选定所需格式刷内容后，光标会变成刷子样式，单击所需格式刷组
件即可。

图 1-324 格式刷操作示例

▪ 置于底层/顶层：用于设置当前选中高级组件的堆叠顺序，即CSS中的z-
index属性。仅绝对布局类型的高级页面，存在该设置选项。

▪ 高级设置：用于设置当前组件的样式属性，全局高级组件详情介绍，请
参见全局高级组件。

● 组件属性设置区域

未选中画布中任何组件时，此模块显示内容为“当前视图组件列表”即当前页面
中所布局的组件列表。您可以通过选择画布中或列表中的组件，切换到该组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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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属性设置”栏，进行当前选中组件的属性设置、数据设置、事件绑定和路
由设置。

– 属性设置：组件基本属性设置，支持在自定义组件中添加自定义属性，详细
介绍请参见开发高级组件。

表 1-10 组件属性设置说明

类别 设置项 详细说明

基础 组件标题 设置该组件在“当前视图组件列表”中
的组件标题。

组件名称 设置该组件在运行态时，DOM结构中
widgetname属性。

位置（仅在绝对
布局类型的高级
页面中存在此设
置）

距离左端 设置组件在画布中，距离画布左边的距
离，单位为px。

距离顶端 设置组件在画布中，距离画布顶端的距
离，单位为px。

宽度 设置组件宽度，单位为px。

高度 设置组件高度，单位为px。

堆叠顺序 设置组件堆叠顺序，即CSS中的z-index
属性，单位为px。当存在多个组件堆叠
的情况时，可通过该设置项设置堆叠顺
序，设置值较大的显示在上方。

边框 全边框 设置组件全边框，包含边框样式、宽
度、颜色和弧度。

角边框 设置组件角边框，包含边框宽度、长
度、颜色、弧度和边距。

背景 样式 设置组件背景图片的展示模式，包含普
通、居中、拉伸和平铺。

图片链接 设置背景图片。

颜色 设置组件背景颜色。

 

– 数据设置：设置组件绑定的桥接器，以实现通过桥接器调用后台接口，获取
后台数据，详情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 事件绑定：设置在运行态，对该组件相关操作的事件触发的具体动作，详情
请参见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 路由设置：当前该功能主要用于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中的“路由导航”组
件。

高级页面开发框架

在开发高级页面过程中，主要涉及组件、库、桥接器、事件和动作等相关内容。组
件、库、桥接器、事件和动作之间的关系，可概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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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件为高级页面的元素，组件的可复用性可以大幅提高开发效率。

● 组件的事件-动作机制提升页面的灵活度，使得组件与组件、组件与页面之间可以
交互。

● 库作为组件的依赖，便捷的引用机制，降低了组件开发的复杂度且丰富了组件的
功能。

● 组件可以通过桥接器调用后台接口，获取数据。

低代码平台通过组件、库、桥接器三类资产以及“事件-动作”机制，构建了高级页面
的基本框架。

图 1-325 组件、库、桥接器关系图

● 组件

组件是可复用的高级页面组成元素，一个高级页面由一个或多个组件搭建而成，
可以通过拖拽组件快速搭建高级页面。如果将一个高级页面看成拼图游戏的完整
图案，那么组件相当于拼图的每一小块。高级页面与组件的关系，如图1-325所
示，其中Page为高级页面，Widget为高级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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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6 高级页面与组件的关系

高级页面中的组件，包括如下两类：

– 全局高级组件

全局高级组件是低代码平台为开发者提供的常用组件，主要包含图表、媒体
（图片、视频）和文本等。更多关于全局高级组件的介绍，请参见全局高级
组件。

– 自定义组件

若全局高级组件不能满足开发需求，低代码平台支持用户自定义组件。自定
义组件开发方式，主要包含以下三类：

▪ 对全局高级组件的二次开发

低代码平台支持开发者下载全局组件，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如
修改组件样式、逻辑等），完成后上传为自定义组件。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大幅度降低组件开发的工作量，详情请参见开发高级组件。

▪ 通过组件模板开发

若全局高级组件中，未包含所需要的组件类型，可以基于低代码平台提
供的组件模板进行自定义组件的开发。组件模板中已为您构建组件的基
本架构，详情请参见开发高级组件。

▪ 将标准页面发布成高级组件

在低代码平台中，支持将开发好的标准页面导出为一个高级组件
（Widget），供高级页面使用。

● 库

库是支撑高级组件运行的第三方依赖，若缺少相应的库，则组件不能正常运行。
如果高级组件需要使用前端框架或组件库，例如流行的Vue（已预置）、
Bootstrap、Element（已预置）等，需要将其制作成库资产，再上传到环境中使
用。系统预置库及第三方库的引入方法，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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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接器

在进行前台页面开发时，经常要调用后台数据，例如购物车中用户的ID、订单编
号、商品信息等。这时需要通过桥接器调用后台API，获取后台数据，详情请参见
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 事件和动作

事件和动作都是组件的配置属性，用于实现组件之间的交互。例如，单击某个组
件内的按钮，另外一个组件需要进行数据更新操作，或者是需要跳转到当前应用
下的其他高级页面，这时需要通过事件和动作的机制来实现。单击按钮即是触发
一个事件，数据更新操作或者页面跳转操作是一个动作，详情请参见如何实现组
件交互。

如何快速创建一个高级页面

以构建包含基本柱图组件的高级页面为例，向您介绍如何快速搭建高级页面。

步骤1 新建高级页面。

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3. 单击高级页面后的 ，设置标签和名称，单击“添加”。

图 1-327 添加高级页面

须知

在应用中首次创建高级页面时，才会显示“视图”选项。

步骤2 搭建高级页面。

1. 在高级页面开发界面，单击 ，打开组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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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组件列表中，拖拽基本柱图组件到画布中，按需调整组件的位置和大小。

图 1-328 搭建高级页面

步骤3 进行组件属性配置。

以修改组件的图表数据为例，向您介绍如何进行组件属性配置。

1. 选中基本柱图组件，在组件属性设置中，单击“数据”页签。

2. 在桥接器实例中，选择“折线图数据桥接器”，数据类型选择“静态数据”，并
在静态数据中拷贝如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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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9 组件数据设置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order": {
            "dataX":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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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
            "dataValue": [{
                    "title": "入园人数",
                    "value": [
                        20,
                        30,
                        45,
                        20,
                        60,
                        80,
                        140,
                        200,
                        145,
                        40,
                        70,
                        60,
                        80,
                        16,
                        87,
                        77,
                        60,
                        20,
                        60,
                        80,
                        55,
                        68,
                        70,
                        24
                    ]
                },
                {
                    "title": null,
                    "value":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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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
                    "title": "出园人数",
                    "value": [
                        90,
                        60,
                        30,
                        20,
                        10,
                        110,
                        140,
                        87,
                        64,
                        45,
                        11,
                        24,
                        80,
                        14,
                        98,
                        35,
                        41,
                        14,
                        45,
                        80,
                        31,
                        22,
                        23,
                        24
                    ]
                }
            ]
        }
    }]
}

3. 返回高级页面开发界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4 如何进行高级页面的预览与发布。

页面创建完成后，可直接单击高级页面上方的 ，预览页面，也可以单击 ，发布高
级页面。

----结束

1.5.2 高级页面布局

使用说明

在低代码平台中，您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模式，开发高级页面。

● 绝对布局：在绝对布局中，每个组件可在页面中任意位置进行拖拽放置，组件的
宽高可自定义设置。绝对布局常用于IOC大屏页面开发场景。

● 流式布局：在流式布局中，拖拽到页面中的组件，将根据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
顺序依次排列，组件的高度将根据组件内容大小进行自适应，宽度可按百分比进
行配置。流式布局常用于常规Web应用开发，例如电商网站、管理网站等。

绝对布局高级页面

步骤1 创建绝对布局类型的高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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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单击高级页面后的 ，进入添加高级页面。

3. 设置高级页面标签和名称，布局类型选择“绝对布局”，单击“添加”。

图 1-330 新建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

步骤2 开发绝对布局类型的高级页面。

以开发如下所示高级页面为例，向您介绍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中组件的布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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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1 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组件布局示例

如上图所示，示例页面中包含文本编辑、基本柱图和多区域折线图三个组件。

1. 在高级页面右上方，单击 ，设置背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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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2 设置页面背景色示例

2. 查找并拖入该页面中包含的组件，通过拖拽进行初步位置、大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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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3 拖拽所需的组件到画布中

3. 设置文本编辑组件内容为“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字号为“大号”。

图 1-334 设置文本编辑组件内容

4. 通过组件属性，精确设置组件大小。

本例中，设置组件宽度为600px、高度为35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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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5 精确设置组件大小

5. 复制组件。

将上图左侧组件逐个复制，并将其拖拽到右侧，通过对齐提示线将其与左侧组件
对齐。

图 1-336 复制组件

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7. 单击 ，预览高级页面，查看当前页面在运行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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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7 预览高级页面

----结束

流式布局高级页面

在流式布局中，拖拽到页面中的组件，将根据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排列，
组件的高度将根据组件内容大小进行自适应，宽度可按百分比进行配置。

步骤1 创建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

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单击高级页面后的 ，进入添加高级页面。

3. 设置高级页面标签和名称，布局类型选择“流式布局”，单击“添加”。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62



图 1-338 新建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示例

步骤2 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与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不同之处。

1. 在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中，不可拖拽组件位置和大小，同样在“组件属性设
置”栏中，也没有位置相关的设置选项。因为流式布局下组件将按照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排列。

2. 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的画布划分为12列，新拖入的组件默认宽度为100%，即占
据12列。

也可以通过拖拽组件 右侧边框，调节其所占列数。

图 1-339 流式布局中调整组件宽度示例

当原上下排布的多个组件所占列数之和小于12时，会自动调整到同一行。如下图
所示，三个组件的所占列数分别调整为4，则本例中三个组件将会按照从左到右的
顺序依次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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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拖拽的方式，调整组件上下、左右的排布次序。

4. 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在高级页面工具栏中新增悬浮模式 ，开启此模式后拖
入的组件不再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排列，可以设置其相对位置。

图 1-340 悬浮模式示例

上图中标注说明如下：

– 标注1：在高级页面工具栏中开启悬浮模式。

– 标注2：拖入新组件。

– 标注3：悬浮模式下，组件相对位置设置选项。

▪ 相对定位

○ Screen：该组件基于当前视图的相对位置。

○ Layout：该组件基于当前布局的相对位置。

○ Widget：该组件基于其他组件的相对位置。

▪ 组件位置：设置相对定位的具体方位，共9个设置项。

▪ 显示顺序：当组件出现堆叠时，可以设置组件的显示顺序，设置值越
大，显示越靠前。

▪ 大高度：设置该组件的 大高度，单位为px或%。

▪ 宽度：设置该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或%。

----结束

1.5.3 全局高级组件

1.5.3.1 轮播

轮播是媒体组件的一种，是多图片轮播组件，可实现多图片的切换和对应事件。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媒体 > 通用”中，拖拽“轮播”组件到画布
中，如图1-3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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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1 轮播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轮播组件的位置、边框、连接器等。

图 1-342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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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 自定义属性列表：显示组件的自定义属性。

● 图片源设置：图片来源是否取自OBS连接器。

– 勾选使用连接器，表示取自OBS连接器。当连接器中图片过多时，可能会导
致读取图片缓慢，且打包该页面时，由于图片地址为绝对地址，打包安装
后，图片地址不可用，需要重新上传图片并进行配置。

– 不勾选使用连接器，表示图片来源取自平台接口。选择图片后实际存储的是
图片id，页面随应用打包时会将图片一起打包，在新环境安装后无需重新上
传配置。

● 连接器设置

– 选择连接器：选择有存储功能的OBS类型连接器。OBS连接器配置完成后，
才可以进行图片的查询、上传等操作，连接器的配置方法请参见对接OBS云
对象存储实例。

– 选择桶：连接器的存储桶。

高级设置

在高级设置中，可设置轮播时长、切换方式等。

图 1-343 高级设置

● 轮播设置

– 切换方向：广告图片的轮播切换样式，支持横向滚动切换、右下角滚动切换
和纵向滚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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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载自动播放：是否自动轮播。开启后，支持设置图片轮播时间间隔（不大
于24秒）。

– 切换方式：设置图片切换时，展示的样式，如淡出、推出等。

– 定位标志：设置分页图标样式。

● 图片管理：对图片进行管理，并支持为图片配置跳转链接。

– 单击“添加”，在“选择图片/视频”页面，单击目录后的 和 ，可管理
图片目录。单击“上传图片/视频”，可上传图片。

– 选中图片，单击 ，可删除图片。

– 单击 ，可编辑图片跳转链接。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图 1-344 设置组件数据

事件

在事件中，可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345 设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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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图片

图片是媒体组件的一种，用于直接展示需要呈现的图片数据。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媒体 > 通用”中，拖拽“图片”组件到画布
中，如图1-346所示。

图 1-346 图片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图片组件的位置、边框、连接器等。

图 1-347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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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 自定义属性列表：显示组件的自定义属性。

● 图片地址：直接输入图片地址，来展示图片。

● 连接器设置

– 使用连接器：是否使用连接器。

– 选择连接器类型：选择有存储功能的，支持OBS、MINIO和对象存储代理。

– 选择连接器：选择具体的连接器实例。

– 选择桶：连接器的存储桶。

– 使用相对地址：使用图片的相对路径。

● 链接 > 链接地址：图片的链接跳转URL。

高级设置

在高级设置中，可设置图片填充类型。

图 1-348 高级设置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69



图 1-349 图片设置页面

图 1-350 上传图片/视频

● 单击“选择图片”，在页面单击目录后的 和 ，可管理图片目录。单击“上
传图片/视频”，可进行上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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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填充”表示图片不保证保持原有比例，图片拉伸填满整个容器。

● 选择“包含”表示图片保持原有尺寸比例，可能会在容器内留有空白。

● 选择“覆盖”表示图片表示原有尺寸比例，宽高至少有一个和容器一致，可能会
让图片部分区域不可见。

● 选择“无”表示图片保持原有尺寸比例，同时保持图片原始尺寸大小。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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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1 设置组件数据

事件

在事件中，可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352 设置事件

1.5.3.3 文本

文本编辑器组件，用于在页面插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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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文本 > 通用”中，拖拽“文本”组件到画布
中，如图1-353所示。

图 1-353 文本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文本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图 1-354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大，
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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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 自定义属性列表 > 展示溢出文本：允许文本超出组件的容器。

高级设置

在高级设置中，选择设置的文本内容，在出现的配置弹窗中，可进行是否加粗、是否
倾斜、字号、字体、文本颜色、背景颜色、对齐方式等配置。

图 1-355 编辑器中文本配置

另外，若需要在文本中设置变量，变量值来自文本桥接器“TextConnector”中的配
置，若配置为静态数据，变量值取自“outDatas”中配置的数据。

可变参数下标请从0开始，变量样式为“{0}”，预览页面后效果为“变量值”。带转
义符“\”的变参不会被替换，例如文本组件内容为“\{1}{1\}{\1}”，预览页面后效果
为“{1}{1}{1}”。连续两个转义符时，则第二个转义符失效，变参会被替换，例如文
本组件内容为“\\{2}”，预览页面后效果为“\变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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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6 文本中变量配置

图 1-357 预览页面效果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图 1-358 设置组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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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在事件中，可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359 设置事件

1.5.3.4 自定义背景框

自定义背景框用于在页面添加遮罩层或背景。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装饰 > 通用”中，拖拽“自定义背景框”组件
到画布中，如图1-360所示。

图 1-360 自定义背景框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自定义背景框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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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1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高级设置

选中自定义背景框组件，单击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配置参考模板、背景颜色、
阴影设置、边框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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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2 矩形装饰配置界面

● 参考模板：系统默认提供四种可选模板，单击即可切换样式。

● 背景颜色：背景颜色设置，包括是否显示背景颜色、单一色或者渐变色配置。

● 阴影设置：支持设置为内部阴影、外部阴影或者自定义阴影。

● 边框设置：为组件边框设置粗细、颜色、类型、圆角。

事件

在事件中，可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363 设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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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 基本柱图

基本柱图组件用于实现柱状图的图表统计。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图表 > 柱状图”中，拖拽“基本柱图”组件到
画布中，如图1-364所示。

图 1-364 基本柱图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基本柱图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图 1-365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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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高级设置

选中基本柱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柱状图进行多种配置。

图 1-366 基本柱图效果图

● 参考配色模板：系统默认提供两种可选柱图模板，单击即可切换样式。

– 默认：按照数据进行排序展示。

– 蓝色渐变不排序。

可选择某一模板重置，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要的效果。

● 数据系列：对每个数据系列（柱状条颜色、柱状条宽度、柱条边框圆角、数值显
示）进行一系列配置。单击“+”，可添加数据系列。如何设置数据系列，请参见
如何设置数据系列。

– 通用柱状图颜色：选项为“单色”或“渐变色”，选择颜色可改变柱状条的
颜色。

– 定制柱条颜色：自定义柱状条颜色。

– 柱形图宽度：柱状条宽度，默认为20px。

– 柱条边框圆角：柱状条边框圆角设置，取值为“0”时为直角，“100”为圆
角。

– 数值显示：柱状条旁是否显示数值，开启后还可设置数值显示位置和数值颜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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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大值：是否显示柱状条数值的 大值。

– 显示 小值：是否显示柱状条数值的 小值。

● 数据统一配置：对数据进一步配置，例如是否光圈标记、数据是否进行排序、是
否切换柱条显示为阶梯瀑布、是否柱条效果为横向显示（默认纵向显示）。具体
配置效果，可以单击配置项查看组件样式变化。

– 光圈标记：单条数据系列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是否进行光圈标记。开启
后，柱状条上方会显示光圈和数值。

– 数据排序：单条数据系列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是否对柱状条数据进行排
序展示。

– 阶梯瀑布显示：单条数据系列且打开数据排序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是否
对柱状条数据进行阶梯瀑布显示。瀑布图常用于经营情况分析，解释从一个
数字到另一个数字的变化过程。比如评估公司利润、比较产品收益、突出显
示项目的预算变更、分析一段时间内的库存或销售情况 、显示一段时间内产
品价值变化等。

图 1-367 阶梯瀑布效果

– 横向柱条效果：是否开启横向柱条展示效果。

– 堆叠显示（多数据系列效果）：多条数据系列时才会显示该参数，是否对多
条数据系列数据进行堆叠显示。

● X轴：X轴配置。

– 坐标轴名称设置：包括名称文本内容、文本颜色、文字大小、名称与轴线间
距及名称旋转设置。

– 轴线设置：包括是否显示轴线、是否显示刻度、是否对轴数据进行反转、轴
线颜色及轴文本颜色设置。

– 网格线：是否显示轴网格线、轴网格线的类型和颜色设置。

– 柱外间距：是否显示柱外间距。

– 柱间距：是否显示柱内间距（当有多数据系列才可设置柱内间距，多数据系
列的柱子之间的间距）。

– 标签展示：字数过多是否换行及字数过多是否省略。X轴标签取值来源于数据
模型中“dataX”字段取值。

– 刻度标签间隔：刻度标签是否间隔展示，关闭后显示所有标签。

– 刻度标签旋转的角度：刻度标签旋转角度设置。

● Y轴：Y轴配置。

– 坐标轴名称设置：包括名称文本内容、文本颜色、文字大小、名称与轴线间
距及名称旋转设置。

– 坐标轴 小间隔大小：坐标轴 小间隔大小，例如间隔500，则Y轴就是0、
500、1000、1500依次间隔500进行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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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线设置：包括是否显示轴线、是否显示刻度、是否对轴数据进行反转、轴
线颜色及轴文本颜色设置。

– 柱形阴影：是否显示柱形阴影、阴影颜色及是否显示数据。

– 网格线：是否显示轴网格线、轴网格线的类型和颜色设置。

– 轴 大值：轴 大阈值设置。

– 刻度标签旋转的角度：刻度标签旋转角度设置。

● 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支持设置标题的文本内容、文本位置、背景色、文本颜
色、文本大小。

● 图例：设置图例，支持设置图例小图标、图例左侧边距、图例上侧边距。图例文
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中“title”取值。

● 公共配置

– 显示总量：打开后，会显示数据总量。

– 图内文字大小：控制图内文字（包括数值文字、刻度标签文字、图例文字、
鼠标放在某处显示的ToolTip提示框中文字）字体的大小。

● 图表背景：设置图表的背景，可设置背景的颜色、四边圆角（取值为“0”时为直
角，“100”为圆角）。

如何设置数据系列

步骤1 选择基本柱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

步骤2 展开数据系列配置，单击旁边的“+”，添加数据系列。

图 1-368 配置数据系列

步骤3 在右侧“数据”页签，配置该数据系列的数据。

例如，在使用系统预置的静态数据基础上，添加如下加粗标红字体代码，配置新增数
据系列的数据。也可以使用“动态数据”调用后台接口URL返回如下结构模型数据。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order": {
            "dat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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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洁",
                "安管",
                "工程",
                "绿化",
                "消杀",
                "特约"
            ],
            "dataValue": [{
                    "title": "工单总数",
                    "value": [
                        411,
                        965,
                        427,
                        630,
                        85,
                        800
                    ]
                },
                {
                    "title": "费用",
                    "value": [
                        500,
                        1065,
                        327,
                        730,
                        185,
                        1000
                    ]
                }
            ]
        }
    }]
}

步骤4 配置添加的数据系列柱状条颜色、柱状条宽度、柱条边框圆角、数值是否显示，柱状
图上显示的数值对应上述静态数据中的数值。

步骤5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结束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图 1-369 设置组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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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在事件中，可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370 设置事件

1.5.3.6 基本折线图

基本折线图是折线图的一种，用于实现折线图图表统计。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图表 > 线状图”中，拖拽“基本折线图”组件
到画布中，如图1-371所示。

图 1-371 基本折线图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基本折线图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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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2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高级设置

选中基本折线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折线图进行多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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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3 基本折线图效果图

● 参考配色模板：系统提供了三种可选基本折线图模板，单击即可切换样式。可选
择某一模板重置，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要的效果。

● 数据系列：对每个数据系列（折线颜色、折线宽度、折线透明度、拐点颜色，区
域颜色、 大值 小值标注和平均值标线等）进行一系列配置。数据系列配置可
参考如何设置数据系列。单击“+”，可添加数据系列。

– 线条颜色：选项为“单色”或“渐变色”。选择颜色可改变线条的颜色。

– 折线宽度：折线的宽度。

– 折线不透明度：折线的不透明度设置，取值为“0”时折线全透明（即隐
藏），“100”为全部显示。

– 折线平滑显示：折线是否平滑显示。

– 拐点颜色：折线上圆拐点的颜色。

– 拐点大小：折线上圆拐点的大小。

– 拐点不透明度：折线上圆拐点的不透明度设置，取值为“0”时全透明（即隐
藏），“100”为全部显示。

– 区域颜色：具体数据系列下区域的颜色。

– 数据显示：折线旁是否显示数值，开启后还可数值颜色。

– 大值：是否显示该数据系列数值的 大值。

– 小值：是否显示该数据系列数值的 小值。

– 平均值：是否显示该数据系列数值的平均值。

● X轴：X轴配置。

– X轴标题：X轴标题设置，可设置X轴标题的文本内容、文本颜色、文字大小、
标题与轴间距。

– 轴线设置：是否显示轴线、是否显示刻度、轴线颜色及轴文本颜色设置。

– 网格线：是否显示轴网格线、轴网格线的类型和颜色设置。

– 柱外间距：是否显示柱外间距。

– 标签展示：字数过多是否换行及字数过多是否省略。X轴标签取值来源于数据
模型中“dataX”字段取值。

– 刻度标签间隔：刻度标签是否间隔展示，关闭后显示所有标签。

– 刻度标签旋转的角度：刻度标签旋转角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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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轴：Y轴配置。

– Y轴标题：Y轴标题设置，可设置X轴标题的文本内容、文本颜色、文字大小、
标题与轴间距。

– 坐标轴 小间隔大小：坐标轴 小间隔大小，例如间隔500，则Y轴就是0、
500、1000、1500依次间隔500进行分隔。

– 轴线设置：包括是否显示轴线、是否显示刻度、轴线颜色及轴文本颜色设
置。

– 柱形阴影：是否显示柱形阴影、阴影颜色及是否显示数据。

– 网格线：是否显示轴网格线、轴网格线的类型和颜色设置。

– 阈值线设置：打开“开启阈值线”后，可设置阈值数量和阈值。

● 标题：设置组件标题，可设置标题的文本内容、文本位置、背景色、文本颜色、
文本大小。

● 图例：设置图例，支持设置图例小图标、图例左侧边距、图例上侧边距。图例文
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中“title”取值。

● 公共配置

– 显示总量：打开后，会显示数据总量。

– 图内文字大小：控制图内文字（包括数值文字、刻度标签文字、图例文字、
鼠标放在某处显示的ToolTip提示框中文字）字体的大小。

● 图表背景：设置图表的背景，支持设置背景的颜色、四边圆角（取值为“0”时为
直角，“100”为圆角）。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图 1-374 设置组件数据

事件

在事件中，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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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5 设置事件

1.5.3.7 基本饼图

基本饼图是饼图图表的一种，用于实现饼图图表统计。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图表 > 饼图”中，拖拽“基本饼图”组件到画
布中，如图1-376所示。

图 1-376 基本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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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基本饼图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图 1-377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高级设置

选中基本饼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饼图进行多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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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8 数据系列里半径设置

图 1-379 数据系列里标签内容格式设置

● 参考配色模板：系统预置的基本饼图模板，单击即可切换样式。可选择某一模板
重置，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要的效果。

– 默认：常规的基本饼图模板。

– 带标签：带标签的基本饼图模板。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内容：设置组件标题的文本内容。

– 位置选择：设置组件标题的文本位置。

– 背景色：设置标题的背景色。

– 文本字体大小：设置组件标题的文本字体大小

– 字体系列：组件标题的字体系列。

– 文本颜色：组件标题的文本颜色。

● 边框圆角：设置饼图的边框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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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系列：对组件属性（是否展现饼图、内外半径大小、圆心坐标等）进行一系
列配置。单击“+”，可添加数据系列。如何设置数据系列，请参见如何设置数据
系列。

– 是否展现：是否展示该数据系列。关掉该开关，可控制某数据系列不显示。

– 半径/南丁格尔图：是否展示南丁格尔图效果。

– 半径/内半径(%)：该数据系列饼图 内侧圆环半径占组件一半高度的百分
比。

– 半径/外半径(%)：该数据系列饼图 外侧圆环半径占组件一半高度的百分
比。

– 圆心坐标/横坐标(%)：该数据系列饼图圆心到组件左侧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
百分比。

– 圆心坐标/纵坐标(%)：该数据系列饼图圆心到组件顶侧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
百分比。

– 标签内容格式：是否显示系列名、数据名、数据值、百分比。

– 扇区展现/排布顺序：扇区数据排布方式，分顺时针和逆时针。

– 扇区展现/起始角度：扇区数据的起始角度，取值范围0~360。

– 扇区展现/ 小角度：扇区数据的 小角度，取值范围0~360。

– 鼠标悬停/扇区放大：鼠标悬停在饼图上时，是否展现该扇区放大效果。

图 1-380 扇区放大效果

– 鼠标悬停/偏移距离：鼠标悬停在饼图上时，展现该扇区放大效果的偏移距
离。

– 标签/普通扇区是否展现：普通扇区是否展现标签。

– 标签/高亮扇区是否展现：高亮扇区是否展现标签。

– 标签/位置选择：标签的位置。

– 标签/标签视觉引导线是否展现：标签视觉引导线是否展现。

– 标签/标签内容格式/系列名：标签中系列名是否展示。

– 标签/标签内容格式/数据名：标签中数据名是否展示。

– 标签/标签内容格式/数据值：标签中数据值是否展示。

– 标签/标签内容格式/百分比：标签中百分比是否展示。

– 标签/标签文字样式/文本颜色：标签文字的颜色设置。

– 标签/标签文字样式/字体大小：标签文字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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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标签文字样式/字体粗细：标签文字的粗细。

– 标签/标签文字样式/字体系列：标签文字的字体。

– 图形样式：展开后可设置描边颜色和描边的线宽。

– 数据项展现：可单独设置不同数据项的展现形式，包括数据项初始是否被选
中、图形样式（其中“颜色样式”支持：单色、渐变色、纹理，设置为“纹
理”时，需要上传纹理图片，支持设置所有数据项纹理重复或者不重复）和
标签设置。

– 系列饼图背景：展开后开启“是否设置背景”，可设置该数据系列的内半
径、外半径和背景色。

● 图例：设置图例，图例文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下“value”的
“name”取值。

– 图例小图标：小图标形状。

– 图例列表布局朝向：图例列表布局的朝向。

– 图例各项间隔：图例之间的距离间隔。

– 标记图形宽度：图例标记图形（即小图标）的宽度。

– 图例位置(上%)：图例到饼图组件顶部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图例位置(左%)/百分比：图例到饼图组件左侧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图例位置(左%)/对齐方式：图例位置的对齐方式。

– 翻页按钮颜色：翻页按钮的颜色。

– 翻页按钮不激活时的颜色：翻页按钮不激活时的颜色。

– 请选择文本颜色：图例文本颜色。

– 文本字体大小：图例文本字体大小。

● 图表标题：图表标题设置。

– 显示图表标题：是否展示组件标题。

– 标题获取：标题支持自定义和从“系列名”进行获取。

– 标题位置(上%)：标题到组件顶部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文本样式：包含文本颜色、大小、字体和系列设置。

● 图表背景：设置图表的背景颜色。

● 提示框：在预览页面时，鼠标悬浮或单击饼图时，出现的提示框的样式，包括配
置是否显示提示框、提示框内容格式。

如何设置数据系列

步骤1 选中基本饼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

步骤2 展开数据系列配置，单击旁边的“+”，添加数据系列。

步骤3 在右侧“数据”页签，配置该数据系列的数据。

例如，在使用系统预置的静态数据基础上，添加如下加粗标红字体代码，配置新增数
据系列的数据。也可以使用“动态数据”调用后台接口URL返回如下结构模型数据。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92



图 1-381 两个数据系列不用圆心坐标设置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dataValue": [{
                "name": "关键事件",
                "value": [{
                        "value": 635,
                        "name": "工程管理"
                    },
                    {
                        "value": 310,
                        "name": "社会环境"
                    }
                ]
            },
            {
                "name": "类别",
                "value": [{
                        "value": 435,
                        "name": "计算机"
                    },
                    {
                        "value": 210,
                        "name": "文学"
                    }
                ]
            }
        ]
    }]
}

步骤4 配置添加的数据系列圆心坐标，如果不配置，两个数据系列会重叠。

步骤5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结束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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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2 设置组件数据

事件

在事件中，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383 设置事件

1.5.3.8 水位图

水位图组件用于实现水位图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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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图表 > 水位图”中，拖拽“基本饼图”组件到
画布中，如图1-384所示。

图 1-384 水位图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基本饼图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图 1-385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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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高级设置

选中水位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水位图进行多种配置。

图 1-386 水位图效果图

● 参考配色模板：系统预置的水位图模板，单击即可切换样式。可选择某一模板重
置，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要的效果。

– 默认模板：常规的基本水位图模板。

– 蓝色带标题模板：蓝色带标题的模板。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内容：组件标题的文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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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选择：组件标题的文本位置。

– 背景色：标题的背景色。

– 文本字体大小：组件标题的文本字体大小

– 字体系列：组件标题的字体系列。

– 文本颜色：组件标题的文本颜色。

● 边框圆角：设置组件的边框圆角。

● 数据系列：对组件属性（是否展现水位图、图表位置、图表形状和直径、水波设
置等）进行一系列配置。单击“+”，可添加数据系列。

– 是否展现：是否展示该数据系列。关掉该开关，可控制某数据系列不显示。

– 图表位置/横坐标(%)：图表位置到组件左侧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图表位置/纵坐标(%)：图表位置到组件顶侧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图表形状/直径：图表的直径。

– 水波/水波颜色：水波的颜色。

– 水波/水波背景色：水波的背景颜色。

– 水波/波纹振幅：水波浪的振幅。

– 水波/显示双波纹：是否显示双波纹。

– 水波/次波纹颜色：开启“显示双波纹”后，可设置次波纹的颜色。

– 标签/标签位置左偏移(%)：标签位置到组件左侧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
比。

– 标签/标签位置上偏移(%)：标签位置到组件顶侧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
比。

– 标签文字样式/文本颜色：在波浪上方文本的颜色。

– 标签文字样式/波浪上时文本颜色：在波浪下文本的颜色。

– 标签文字样式/字体大小：标签的字体大小。

– 标签文字样式/字体粗细：标签的字体粗细。

– 标签文字样式/字体系列：标签的字体系列。

– 轮廓样式/是否展现：是否展现外部轮廓样式。

– 轮廓样式/颜色：外部轮廓的颜色，支持单色和渐变色设置。

● 图表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显示图表标题：是否展示组件标题。

– 标题获取：标题支持自定义和从数据模型“dataValue”下“name”取值获
取。

– 标题位置(上%)：标题到组件顶部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文本样式：包含文本颜色、大小、字体和系列设置。

● 图表背景：设置图表的背景颜色。

如何设置数据系列

步骤1 选中水位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

步骤2 展开数据系列配置，单击旁边的“+”，添加数据系列。

步骤3 在右侧“数据”页签，配置该数据系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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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使用系统预置的静态数据基础上，添加如下加粗代码，配置新增数据系列的
数据。也可以使用“动态数据”调用后台接口URL返回如下结构模型数据。

图 1-387 新增数据系列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dataValue": [{
                "name": "报警处理率",
                "value": [{
                    "value": 0.65,
                    "name": ""
                }]
            },
            {
                "name": "命中率",
                "value": [{
                    "value": 0.15,
                    "name": ""
                }]
            }
        ]
    }]
}

步骤4 配置添加的数据系列图表位置、图表形状等。

步骤5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结束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98



图 1-388 设置组件数据

事件

在事件中，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389 设置事件

1.5.3.9 散点图

散点图组件主要使用散点的形式展示数据。气泡图和散点图类似，气泡图使用气泡来
展示数据。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图表 > 散点图”中，拖拽“散点图”组件到画
布中，如图1-39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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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0 散点图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散点图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图 1-391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0



高级设置

选中散点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散点图或气泡图进行多种配
置。

图 1-392 散点图配置效果

● 数据系列：对数据属性（数据的标记图形、标记的大小、标记颜色、散点图标是
否设置阴影等）进行一系列配置。单击“+”，可添加数据系列。当数据系列的设
置数多于实际数据时，多于的数据系列不显示。

– 标记的图形：散点或者气泡标记的图形。

– 标记的大小：散点标记的大小。气泡图没有该参数且不支持改标记大小。

– 颜色设置：支持纯色、线性渐变和径向渐变。

– 阴影设置：设置阴影的颜色、大小、水平方向偏移距离和垂直方向偏移距
离。气泡图有该参数，散点图没有。

– 图形透明度：区间是[0,1]，0代表不显示，1代表全部显示。

– 图形上的标签/显示标签：打开“显示标签”开关后显示标签，可设置标签的
颜色、位置和字体大小。

– 图表标注和标线：控制是否显示 大值标注、 小值标注和平均值标线。

● X轴设置

– X轴坐标轴类型：可设置为连续数据（支持数值类型的数据）、类目轴（支持
字符、字符串等类目类型的数据）、时间轴（支持日期、时间类型的数
据）。

– 坐标轴分割段数：设置坐标轴的分割段数，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割段数只是
个预估值，实际显示的段数会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分割后坐标轴刻度显示的易
读程度作调整。

– 大值 小值设置/ 大值、 小值：可设置坐标轴的 大值和 小值，单击
“清空”恢复默认值。

– X轴名称设置/坐标轴名称：坐标轴的名称内容。

– X轴名称设置/字体大小：坐标轴名称的字体大小。

– X轴名称设置/颜色：坐标轴名称的字体颜色。

– X轴名称设置/刻度标签旋转的角度：控制刻度标签的旋转，在文字过长时可
以避免重叠。

– 轴线设置/坐标轴显示：控制是否显示坐标轴。

– 轴线设置/轴线显示：控制是否显示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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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线设置/刻度显示：控制是否显示刻度。

– 轴线设置/线的颜色：轴线的颜色。

– 轴线设置/刻度标签颜色：刻度标签的颜色。

– 网格线设置/显示：是否显示轴网格线。

– 网格线设置/线的类型：轴网格线的类型。

– 网格线设置/颜色：轴网格线的颜色。

● Y轴设置

– Y轴坐标轴类型：可设置为连续数据（支持数值类型的数据）、类目轴（支持
字符、字符串等类目类型的数据）、时间轴（支持日期、时间类型的数
据）。

– 大值 小值设置/ 大值、 小值：可设置坐标轴的 大值和 小值，单击
“清空”恢复默认值。

– Y轴名称设置/坐标轴名称：坐标轴的名称内容。

– Y轴名称设置/字体大小：坐标轴名称的字体大小。

– Y轴名称设置/颜色：坐标轴名称的字体颜色。

– 轴线设置/坐标轴显示：控制是否显示坐标轴。

– 轴线设置/轴线显示：控制是否显示轴线。

– 轴线设置/刻度显示：控制是否显示刻度。

– 轴线设置/线的颜色：轴线的颜色。

– 轴线设置/刻度标签颜色：刻度标签的颜色。

– 网格线设置/显示：是否显示轴网格线。

– 网格线设置/线的类型：轴网格线的类型。

– 网格线设置/颜色：轴网格线的颜色。

● 图例：设置组件中图例，图例文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下
“name”取值。

– 位置选择：图例的位置。

– 小图标：图例的小图标形状。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大小：图例文本字体的大小。

– 文本样式设置/文本颜色：图例文本的颜色。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系列：图例文本的字体。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粗细：图例文本字体的粗细。

– 文本样式设置/文字风格：图例文本的文字风格。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内容：组件标题的文本内容。

– 位置选择：组件标题的文本位置。

– 背景色：标题的背景色。

– 字体大小：组件标题的文本字体大小

– 字体系列：组件标题的字体系列。

– 文本颜色：组件标题的文本颜色。

● 图表信息

– 图表背景色：设置图表的背景色。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2



– 边框圆角：设置图表的边框圆角。

– 坐标系位置：设置坐标系与组件上下左右边距距离的百分比。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图 1-393 设置组件数据

事件

在事件中，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394 设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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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0 雷达图

雷达图是指通过极坐标的展现形式，使用围合的区域，来表示数据在不同维度的具体
表现。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图表 > 雷达图”中，拖拽“雷达图”组件到画
布中，如图1-395所示。

图 1-395 雷达图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雷达图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图 1-396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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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高级设置

选中雷达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雷达图进行多种配置。

图 1-397 雷达图配置效果

● 选择模板：系统预置的雷达图模板，单击即可切换样式。可选择某一模板重置，
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要的效果。

● 图表信息：设置图表的背景，支持设置背景的颜色、四边圆角（取值为“0”时为
直角，“100”为圆角）。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内容：组件标题的文本内容。

– 位置选择：组件标题的文本位置。

– 背景色：标题的背景色。

– 文本字体大小：组件标题的文本字体大小

– 字体系列：组件标题的字体系列。

– 文本颜色：组件标题的文本颜色。

● 坐标系：设置组件的坐标系，包括雷达半径、中心位置、指示器配置、分隔线设
置等。重点参数说明如下：

– 基本信息/半径(%)：雷达图的半径占组件一半高度的百分比。

– 基本信息/仪表盘中心位置/横坐标(%)、纵坐标(%)：圆心到组件左侧的距离
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圆心到组件顶端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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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绘制类型：雷达图的绘制类型，支持圆形和多边形。

– 指示器：单击“+”可增加指示器。可以设置指示器的名称、 大值、 小
值、颜色。

– 指示器名称：打开“显示名称”开关，可以统一设置所有指示器名称的颜
色、文字风格、文本字体大小、字体系列、字体粗细，另外可以设置指示器
名称与指示器轴的距离。

– 轴分割段数：轴的分割段数，即几个圆圈。

– 分割线：即圆圈。分割线会按颜色设置列表中颜色的顺序依次循环展示颜
色。

– 分隔区域。打开“显示分隔区域”可设置分隔区域颜色，分隔区域会按颜色
设置列表中颜色的顺序依次循环展示颜色。

– 坐标轴轴线：打开“显示轴线”，可设置坐标轴轴线的颜色。

● 数据系列：对数据属性（数据的标记图形、标记的大小等）进行一系列配置。单
击“+”，可添加数据系列。当数据系列的设置数多于实际数据时，多于的数据系
列不显示。

– 标记样式/标记的图形：可以设置标记的图形形状。

– 标记样式/标记的大小：可以设置标记的图形大小。

– 标记样式/折线拐点标志颜色：折线拐点标志的颜色。

– 折线样式/宽度：折线的宽度。

– 折线样式/线的类型：折线的类型。

– 折线样式/透明度：折线的透明度。

– 折线样式/颜色：折线的颜色。

– 区域填充样式/透明度：折线内区域填充的透明度。

– 区域填充样式/颜色：折线内区域填充的颜色。

– 图形上的文本标签：打开“显示标签”，可设置图形上的文本标签的文本字
体大小、字体颜色和字体粗细。

● 图例：设置组件的图例，图例文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下
“name”取值。

– 图例选择模式：可选单个或多个两种模式。

– 位置选择：图例的位置。

– 图例间隔：图例之间的间距。

– 小图标：图例的小图标形状。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大小：图例文本字体的大小。

– 文本样式设置/文本颜色：图例文本的颜色。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系列：图例文本的字体。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粗细：图例文本字体的粗细。

– 文本样式设置/文字风格：图例文本的文字风格。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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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8 设置组件数据

事件

在事件中，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399 设置事件

1.5.3.11 仪表盘

仪表盘是指通过仪表的特殊展示方式，对数据进行展示。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仪表盘”中，拖拽“仪表盘”组件到画布中，如
图1-40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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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0 仪表盘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仪表盘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图 1-401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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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选中仪表盘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仪表盘进行多种配置。

图 1-402 仪表盘配置界面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名称，支持设置是否显示标题、标题文本内容、文本位
置、背景等。

● 边框圆角：设置组件的边框圆角。

● 数据系列：对数据属性（单位设置、仪表盘角度、区间范围、仪表盘半径、分段
个数等）进行一系列配置。当数据系列的设置数多于实际数据时，多于的数据系
列不显示。

● 图表背景：设置图表的背景。

● 提示框格式：设置提示框格式。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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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3 设置组件数据

事件

在事件中，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404 设置事件

1.5.3.12 翻牌器

翻牌器组件用于在页面中展示实时数据的变化，在初始化或数据刷新时页面该组件展
示数据会连续变动到新的数据。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中，单击 ，从“文本 > 通用”中，拖拽“翻牌器”组件到画布
中，如图1-40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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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5 翻牌器

属性

在属性中，设置翻牌器组件的位置、边框、背景等。

图 1-406 属性

● 基础

– 组件标题：设置组件的标题。

– 组件名称：设置组件的名称。

● 位置

– 距离左端：组件到页面左侧的距离，单位为px。

– 距离顶端：组件到页面顶部的距离，单位为px。

– 宽度：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

– 高度：组件的高度，单位为px。

– 堆叠顺序：设置组件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0”。

– 自适应高度：组件的高度是否随宽度改变。

● 边框：设置组件的边框样式，如全边框或角边框。

● 背景

– 样式：设置背景的样式，如普通、居中、拉伸等。

– 图片链接：背景图片URL。

– 颜色：设置背景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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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选中翻牌器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设置翻牌器的样式和动作。

图 1-407 普通类型效果

图 1-408 滚动类型效果

● 样式设置

– 数字大小：数字文本的大小。

– 数字颜色：数字文本的颜色。

– 数字背景色：数字所占格子的背景颜色。

– 数字间隔(px)：数字之间的间隔距离，取值范围为4~30px。

– 卡片内边距：整体数字和组件边框的内边距。

– 字体粗细：数字文本字体的粗细。

– 显示千分逗号：数值是否显示千分位逗号分隔符。

– 显示标题：是否显示翻牌器组件的标题。

– 标题内容：翻牌器组件的标题内容。当打开“显示标题”开关时，该参数才
会出现。

– 标题对齐方式：翻牌器组件的标题对齐方式。当打开“显示标题”开关时，
该参数才会出现。

– 标题颜色：翻牌器组件的标题文本颜色。当打开“显示标题”开关时，该参
数才会出现。

– 标题大小：翻牌器组件的标题文本大小。当打开“显示标题”开关时，该参
数才会出现。

– 显示单位：是否显示翻牌器数字的单位。

– 单位内容：翻牌器数字的单位文本内容。当打开“显示单位”开关时，该参
数才会出现。

– 单位颜色：翻牌器数字的单位文本颜色。当打开“显示单位”开关时，该参
数才会出现。

– 单位大小：翻牌器数字的单位文本大小。当打开“显示单位”开关时，该参
数才会出现。

● 动画设置

– 动画类型：翻牌器数字动画类型，支持“普通类型”、“滚动类型”和“翻
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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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时间(ms)：动画播放的时长，单位为ms。
– 单次变换间隔(ms)：动画单次变换的间隔时长，单位为ms。

数据

在数据中，设置组件的数据来源。更多介绍，请参见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图 1-409 设置组件数据

事件

在事件中，查看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更多关于事件的介绍，请参见初识事件-动
作。

图 1-410 设置事件

1.5.3.13 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

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组合使用，可实现路由导航以及展示当前生效路由对应的页面内
容（如图1-411）。一个页面只支持放置一个路由导航和一个路由视图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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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1 页面预览效果

使用预置的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组件

在使用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组件时，当前使用该组件的页面和路由导航关联的页面布
局类型必须为“流式布局”（即响应式布局，该布局下的Widget位置会随着Widget本
身大小和页面大小自动调整）。在页面中，使用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组件的方法如
下：

步骤1 已开发好布局类型为“流式布局”的高级页面。

例如，已开发好“home”、“page1”、“page2”和“empty”四个高级页面。

图 1-412 创建流式布局的高级页面

步骤2 进入新版应用设计器，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步骤3 单击高级页面后的 ，页面标签和名称设置为“testnav”，布局类型选择“流式布
局”，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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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3 新建页面

步骤4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中依次拖出路由导航(示例)和路由视图组件
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

图 1-414 拖拽所需组件到画布

步骤5 选中路由导航(示例)组件，在“路由”页签，配置不同路由关联的页面。

其中，“homepage”、“page1”、“page2”和“默认”分别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步骤1中已创建好的高级页面，“默认”页面为预览“testnav”页面时展示的默认
页。

图 1-415 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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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导航组件本身作为路由页面跳转使用，只需要在“路由”页签进行配置，不需要
在组件“事件”页签配置“点击”动作，实现页面跳转。

步骤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7 保存成功后，单击 ，发布页面。

步骤8 发布成功后，单击 ，可查看页面效果。

----结束

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

如果需要修改导航路由的展示效果，例如在导航路由中增加一个路由标签，可基于预
置的路由导航组件进行定制。

步骤1 登录新版开发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
入开发环境管理中心。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

步骤3 在“全局”组件中，单击“路由导航(示例)”，进入组件详情页面。

图 1-416 选择组件

步骤4 单击“下载”，将组件包下载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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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7 下载“路由导航(示例)”组件

步骤5 下载后的压缩包名为“global_NavigatorWidget.zip”，请解压该包。

步骤6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js”文件。

“Navigator_Widget.js”文件是Widget逻辑文件，整个Widget的渲染核心JS。“路由
导航(示例)”组件是基于Vue Router（ Vue.js官方的路由管理器）开发的，请参考Vue
Router的代码开发规范，修改组件包中的文件。

本示例场景中，增加如下加粗代码。

var Navigator_Widget = StudioWidgetWrapper.extend(
    {
        /
        Triggered when initializing a widget and will have the code that invokes rendering of the widget
         setParentContainer(JQueryParentContainerDOM) - binds event to this container
         setItemContainer(JQueryItemContainerDOM) - binds studio item events for respective item containers
         bindEvents() - binds the studio event to this widget
         */
        init: function()
        {
            var thisObj = this;
            thisObj._super.apply(thisObj, arguments);

            if ((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
                平台会为每一级路由生成一个default路由,当其他路由匹配不到时, 可以匹配到该默认路由。
                name 需要唯一;
                displayName 用于在开发界面配置路由时展示
                params 定义路由的参数, 只有 顶层路由可以配置参数
                children 配置嵌套路由, 目前 多支持到三级路由
                */
            
               const router = [
                    {
                        name: 'homepage',
                displayName: 'homepage',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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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me: 'page1',
            displayName: 'page1',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name: 'page2',
            displayName: 'page2',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name: 'page3',
            displayName: 'page3',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 通过Studio.registerRouter定义一个路由。
                Studio.registerRouter(thisObj, router);
            }            
            thisObj.render();
        },

        /
        Triggered from init method and is used to render the widget
         */
        render: function()
        {
            var thisObj = this;
            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
            var elem = thisObj.getContainer();
            var items = thisObj.getItems();
            var connectorProperties = thisObj.getConnectorProperties();

            /
            API to get base path of your uploaded widget API file
             */
            var widgetBasePath = thisObj.getWidgetBasePath();
            if (elem)
            {
                var containerDiv = $(".scfClientRenderedContainer", elem);
                if (containerDiv.length)
                {
                    $(containerDiv).empty();
                }
                else
                {
                    container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containerDiv.className = "scfClientRenderedContainer";
                    $(elem).append(containerDiv);
                }
                
                const i18n = HttpUtils.getI18n({
                    locale: HttpUtils.getLocale(),
                    messages: thisObj.get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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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通过router: Studio.router注入路由对象。
                var vm = new Vue({
                    el: $("#navigator_widget",elem)[0],
                    i18n: i18n,
                    router: Studio.router
                });
            }

            /
            API to bind global events to the item DOM :
              thisObj.sksBindItemEvent();
             
             API to bind item events to the item DOM :
              thisObj.sksBindItemEvent(JQueryItemContainerSelector, ItemIdx);
             JQueryItemContainerSelector - A JQuery selector that returns an array of DOMs that represents 
the individual item inside the item container, to which the hotspot needs to be bound.
             ItemIdx (Optional) - To bind the item events to a specific item.
             */
            thisObj.sksBindItemEvent();

            /
            API to refresh the previously bound events when a resize or orientation change occurs.
              thisObj.sksRefreshEvents(ItemIdx);
             ItemIdx (Optional) - To refresh events for a specific item. Default value is 0.
             */
            $(window).resize(function()
            {
                thisObj.sksRefreshEvents();
            });
        }
    });

步骤7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ftl”文件。

“Navigator_Widget.ftl”文件是Widget dom结构文件，相当于HTML文件，负责样
式展示。本示例场景中，增加如下加粗代码。

<div id="navigator_widget" v-cloak>
    <router-link :to="{name: 'homepage', params: {id: 0}}">{{$t("router.homepage")}}</router-link>
    <router-link :to="{name: 'page1', params: {id: 1}}">{{$t("router.page1")}}</router-link>
    <router-link :to="{name: 'page2', params: {id: 2}}">{{$t("router.page2")}}</router-link>
    <router-link :to="{name: 'page3', params: {id: 3}}">{{$t("router.page3")}}</router-link>
</div>

步骤8 根据需要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css”文件（本场景不需要修改）。

“Navigator_Widget.css”文件是Widget的样式文件，在该文件中编写Widget的css样
式。

#navigator_widget {
    font-size: 20px;
    background-color: rgb(84, 92, 100);
}

#navigator_widget a {
    display: inline-block;
    color: #fff;
    height: 60px;
    line-height: 60px;
    padding: 0 20px;
    text-decoration: none;
}

#navigator_widget .router-link-exact-active {
    color: rgb(255, 208,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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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修改“messages-zh.json”和“messages-en.json”文件。

该文件为Widget的国际化资源文件，本示例场景中增加如下加粗代码。

● “messages-zh.json”文件：
{
    "zh-CN": {
        "router.homepage": "首页",
        "router.page1": "页面1",
        "router.page2": "页面2",
        "router.page3": "页面3",
        "router.default": "默认",
        "router": "路由",
        "router.tip": "只能选择已发布的页面"
    }
}

● “messages-en.json”文件
{
    "en-US": {
        "router.homepage": "Home",
        "router.page1": "Page one",
        "router.page2": "Page Two",
        "router.page3": "Page Three",
        "router.default": "Default",
        "router": "Router",
        "router.tip": "Only published pages can be selected"
    }
}

步骤10 将所有文件（包括已修改的文件），重新打成zip包
“global_NavigatorWidgetNew.zip”。

步骤11 上传组件。

1. 在开发环境管理中心，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

2. 单击“提交新组件”，进入提交新组件页面。

3. 单击“请选择源文件(.zip)”，选择zip包，填写基本信息，单击“提交”。

– 名字：组件名称，本示例配置为NavigatorWidget。
– 上传图标：组件的显示图标。

– 上传源文件：选择步骤10中的global_NavigatorWidgetNew.zip包。

– 分类：Widget所属分类，上传组件后，该组件将会在高级页面的该分类下进
行展示。本示例选择“导航”。

– 领域：组件包应用的领域，一般保持默认“通用”。在组件列表中，可基于
领域进行分类展示。

– 场景：组件包应用的场景。在组件列表中，可基于场景进行分类展示。

– 发行说明：组件的描述信息，需要配置不同语种下的描述信息。设置的信
息，将会在组件详情页“概况”页签下进行展示。

步骤12 新建一个流式布局的高级页面。

1. 进入新版应用设计器，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2. 单击高级页面后的 ，页面标签和名称，布局类型选择“流式布局”，单击“添
加”。

步骤13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的自定义组件中，拖拽步骤11中上传的组件
到设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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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4 选中该组件，在“路由”页签，配置不同路由关联的页面。

自定义组件的“路由”页签中，出现了页面3，结果符合场景要求。

图 1-418 拖拽自定义组件并配置路由

步骤15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中拖拽路由视图组件至设计页面自定义组件
下方。

步骤1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17 保存成功后，单击 ，发布页面。

步骤18 页面发布成功后，单击 ，进入预览页面，查看页面效果。

新增了路由页面3，结果符合预期。

图 1-419 预览效果

----结束

嵌套路由导航开发示例

如果要在路由导航中嵌套路由，即实现如图1-420所示页面效果。需要在第一级路由导
航js文件的路由参数中，使用children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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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0 嵌套路由页面效果

步骤1 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中操作，下载路由导航(示例)预置组件，解压
“global_NavigatorWidget.zip”。

步骤2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js”文件，在路由参数中使用children配置。

增加如下粗体字体代码：

            if ((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
                平台会为每一级路由生成一个$default路由,当其他路由匹配不到时, 可以匹配到该默认路由。
                name需要唯一;
                displayName用于在开发界面配置路由时展示
                params定义路由的参数, 只有 顶层路由可以配置参数
                */
            
               const router = [
                    {
                        name: 'homepage',
            displayName: 'homepage',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children: [
                            {
                                name: "homepage-1",
                                displayName: "homepage 1"
                            },
                            {
                                name: "homepage-2",
                                displayName: "homepage 2"
                            }
                        ]
                    },
            {
                        name: 'page1',
            displayName: 'page1',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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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me: 'page2',
            displayName: 'page2',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 通过Studio.registerRouter定义一个路由。
                Studio.registerRouter(thisObj, router);
            }

步骤3 将所有文件（包括已修改的文件）重新打成zip包，包名为
“global_NavigatorWidgetAdd1.zip”，并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中操作，上
传该组件。

步骤4 新建一个流式布局的高级页面“Navigator”，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导
航”的自定义组件中拖出刚创建的Widget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单击选中该组件，
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选择“路由”页签，如图1-421所示配置第一级
和第二级路由关联的页面。

图 1-421 配置路由

步骤5 在设计页面“Navigator”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中拖出路由视图组件至设计页
面自定义组件下方。

步骤6 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中操作，下载预置组件路由导航(示例)，解压
“global_NavigatorWidget.zip”。

步骤7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js”文件，由于在第一级路由导航组件中已定义第
二级路由，您需要在第二级路由导航的js文件中删除路由定义的代码。

删除如下代码：

            if ((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
                平台会为每一级路由生成一个default路由,当其他路由匹配不到时, 可以匹配到该默认路由。
                name 需要唯一;
                displayName 用于在开发界面配置路由时展示
                params 定义路由的参数, 只有 顶层路由可以配置参数
                children 配置嵌套路由, 目前 多支持到三级路由
                */
            
               var router = [
                    {
                        name: 'homepage',
            displayName: '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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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name: 'page1',
            displayName: 'page1',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name: 'page2',
            displayName: 'page2',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 通过Studio.registerRouter定义一个路由。
                Studio.registerRouter(thisObj, router);
            }

步骤8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ftl”文件，修改路由的页面参数，改为步骤2中添
加的children配置。

该文件是Widget dom结构文件，相当于HTML文件，负责样式展示。本示例场景中，
增加如下加粗代码。

<div id="Navigator_Widget">
    <router-link :to="{name: 'homepage-1', params: {id: 1}}">homepage-1</router-link>
    <router-link :to="{name: 'homepage-2', params: {id: 2}}">homepage-2</router-link>
</div>

步骤9 将所有文件（包括已修改的文件）重新打成zip包，包名为
“global_NavigatorWidgetAdd2.zip”，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中操作，上传
该组件。

步骤10 打开使用第二级路由导航的页面“home”，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
的自定义组件中拖出刚创建的Widget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路由”页签，不做
任何配置。

图 1-422 “路由”页签

步骤11 在设计页面“home”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中拖出路由视图组件至设计页面自
定义组件下方。

步骤12 分别单击“home”和“Navigator”页面上方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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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 在“Navigator”页面上方单击 进行发布。

步骤14 单击 查看“Navigator”页面效果，如图1-420所示，查看到嵌套路由，符合预期。

----结束

自定义布局样式

如果导航页面，想实现如下图所示布局效果，即整个页面不需要有滚动条，而其中导
航组件区域和全局路由视图组件区域可随滚动条滚动时，可参考如下步骤实现。

图 1-423 自定义布局样式页面效果

步骤1 在头部组件的“.css”样式文件中，指定头部组件的高度。

样例代码如下：

#headerWidget {
              height: 90px;
}

步骤2 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中操作，下载预置组件路由导航(示例)，解压
global_NavigatorWidget.zip。

步骤3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css”文件，该文件是Widget的样式文件，在该文
件中编写Widget的css样式。

样例代码如下：
html[app=desktop] body {
              overflow: hidden;
}
 
#navigatorWidget, #global_RouterViewWidget {
              height: calc(100% - 90px);
              overflow: scroll;
}

步骤4 将修改后的头部组件和组件路由导航组件文件，重新打成zip包。

步骤5 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中操作，上传重新打包后的组件。

步骤6 在高级页面设计器左上方，单击 ，拖出上传的头部组件、路由导航组件和预置的路
由视图组件至设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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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8 保存成功后，单击 ，发布页面。

步骤9 发布成功后，单击 ，可查看页面效果。

----结束

1.5.4 开发高级组件

1.5.4.1 在线开发高级组件

使用说明

当低代码平台提供的全局高级组件无法满足您的开发需求时，支持开发者自定义组件
包，上传后可在高级页面中使用。自定义组件的开发流程如下：

1. 下载系统预置的组件模板到本地。

2. 基于模板，在本地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开发组件。

3. 将已开发好的组件上传到组件库。

场景描述

本章节以开发网站中常用的标签切换页面为例，向您介绍如何基于组件模板在线开发
组件。参考华为消费者业务网站（如图1-424所示），页面中主要包含标签栏和详情展
示模块两部分，可以通过切换标签来控制详情展示模块中的展示内容。

图 1-424 消费者业务网站示例

本章节主要在高级页面中，通过两个组件（标签页组件、信息展示组件）复现上述场
景。其中，标签页组件包含产品类别（手机、笔记本、平板等），信息展示组件用于
展示不同产品类别的图片信息。两个组件通过事件-动作机制实现交互，在标签页组件
中注册标签切换事件，此事件绑定信息展示组件中切换产品图片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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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章节使用的示例组件开发过程中，使用了前端开发框架Vue及组件库Element。事件-动作机
制的详情介绍，请参见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操作步骤

步骤1 下载组件模板。

1. 登录新版开发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
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模板”。

在组件模板页面，您可以查看到系统预置的几种Widget模板。

表 1-11 组件模板列表

组件模板名称 功能

widgetVueTemplate 自定义组件需要使用Vue库时，请选用该模板。

widgetPropertyTemplate 自定义组件需要通过自定义属性栏配置属性时，
请选用该模板。

widgetActionTemplate 自定义组件需要添加动作属性时，请选用该模
板。该类型组件开发过程，请参考如何实现组件
交互。

widgetEventTemplate 自定义组件需要添加事件属性时，请选用该模
板。该类型组件开发过程，请参考在线开发高级
组件。

widgetBridgeTemplate 自定义组件需要通过桥接器调用后台数据时，请
选用该模板。该类型组件开发过程，请参考如何
调用后台接口。

widgetPageMacroTemplat
e

需要使用页面宏来存储变量时，请选用该模板。

 
3. 下载组件模板。

根据需求选择模板，在组件模板详情页中单击“下载”按钮，在“下载组件模
板”弹窗中输入组件名称，单击“保存”按钮即可。

本章节示例中同时开发标签页组件和信息展示组件，由于本例中组件基于Vue框架
实现，所以优先选择widgetVueTemplate模板，标签页组件取名为TabsWidget，
信息展示组件取名为DisplayWidget。模板组件下载方法如下图所示（以下载
TabsWidget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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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5 下载组件模板示例

图 1-426 保存模板

说明

若选择“下载原始模板”，下载到本地的组件包中，组件名称不会被修改。

步骤2 初识组件文件结构。

将下载到本地的组件包进行解压，使用您熟悉的开发工具进行开发。本章节以步骤1中
下载的TabsWidget组件为例，介绍组件包的文件结构以及各文件的功能。

表 1-12 组件文件结构

文件名 文件说明

TabsWidget.js 组件逻辑文件，整个Widget的渲染核心JS，在组件编辑状态和页面
终的发布运行态都会被加载执行。主要包含的预置API说明，请

参见高级页面组件中预置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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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 文件说明

TabsWidget.e
ditor.js

组件属性定义文件，负责组件在编辑状态时，需要渲染的界面和逻
辑。“*.editor.js”只在组件编辑状态被加载，主要包含：

● propertiesConfig：主要负责组件配置页面中，右侧的属性配置
逻辑。

● create方法仅在组件首次被创建时，调用一次。

TabsWidget.c
ss

组件的样式文件，在该文件中编写组件的CSS样式。

TabsWidget.ft
l

组件DOM结构文件，需要在服务端提前渲染的部分可以写在此文
件中，相当于HTML文件，负责样式展示。

packageinfo.j
son

组件的元数据描述文件，定义了如下内容。

● widegtApi name：组件的名称。

● widgetDescription：组件的描述信息。

● authorName: ：组件的作者信息。

● localFileBasePath：组件本地调测路径。

● i18n：指定组件的国际化资源文件（本例模板中未体现）。

● requires：依赖的库名称和版本号。

● width：在绝对布局高级页面中，添加该组件时的默认宽度，单
位为px，不填写默认为200px（本例模板中未体现）。

● height：在绝对布局高级页面中，添加该组件时的默认高度，单
位为px，不填写默认为200px（本例模板中未体现）。

messages-zh/
messages-
en.json

组件的国际化资源文件，用于配置多语言（本例模板中未体现）。

 

步骤3 组件DOM结构及逻辑编写。

● TabsWidget组件

a. 在TabsWidget组件包TabsWidget.js文件中的render函数下，修改注册的Vue
实例。
thisObj.vm = new Vue({
    el: $("#Tabswidget", elem)[0],
    data:{
        activeName: "phone",
        //定义页签栏中的所含项目
        tabs: [
            {label:"手机",name:"phone"},
            {label:"笔记本",name:"PC"},
            {label:"平板",name:"pad"},
            {label:"智慧屏",name:"HiSilicon"},
            {label:"穿戴",name:"wearableDevice"}
        ]
    },
    methods:{
        //此函数在切换页签时触发，用于触发后续步骤中TabsWidget组件注册的切换页签事件
        handleClick: function () {
            thisObj.triggerEvent("switchingTab", {param: this.active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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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 在TabsWidget组件包TabsWidget.ftl文件中，修改DOM结构。
<div id="TabsWidget">
   <!-- 此处用到了Element提供的el-tabs组件  -->
   <el-tabs v-model="activeName" @tab-click="handleClick">
      <el-tab-pane
              v-for="(tab, index) in tabs"
              :key="index"
              :label="tab.label"
              :name="tab.name"
      ></el-tab-pane>
   </el-tabs>
</div>

● DisplayWidget组件

a. 在DisplayWidget组件包DisplayWidget.js文件中的render函数下，修改注册
的Vue实例。
thisObj.vm = new Vue({
    el: $("#showtabs", elem)[0],
    data:{
        imgSrc: widgetBasePath + "img/phone.png",
        //定义信息展示组件中展示的图片路径信息
        sources: {
            phone: widgetBasePath + "img/phone.png",
            PC: widgetBasePath + "img/PC.png",
            pad: widgetBasePath + "img/pad.png",
            HiSilicon: widgetBasePath + "img/hisilicon.png",
            wearableDevice: widgetBasePath + "img/wearableDevice.png"
        }
    },
    methods:{
        //此方法将在后续步骤中DisplayWidget组件注册的切换展示信息的动作中调用
        switchPic: function (param) {
            this.imgSrc = this.sources[param];
        }
    }
});

须知

▪ 上述代码中定义的展示图片文件可单击img.zip获取，下载后解压到
DisplayWidget目录中即可正常使用。

▪ 本示例代码中，widgetBasePath变量为组件包上传后的路径，在组件模
板中已包含获取此变量的逻辑，在此直接使用即可（此例也展示了组件中
如何引入本地图片的基本方法）。

b. 在DisplayWidget组件包DisplayWidget.ftl文件中，实现DOM结构。
<div id="showTabs">
   <img :src="imgSrc">
</div>

步骤4 注册、实现事件和动作。

1. 在TabsWidget组件包TabsWidget.js文件中的init函数中，注册页签切换的事件。
if((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var sendEventConfig = [{
        "name": "param"
    }];
    Studio.registerEvents(
        thisO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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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ingTab",
        {"zh_CN": "切换标签", "en_US": "Switching Tab"},
        sendEventConfig
    );
}

2. 在DisplayWidget组件包DisplayWidget.js文件中的init函数中，注册切换展示图
片的动作。
if((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var receiveActionConfig = {
        "name": "param"
    };
    Studio.registerAction(
        thisObj,
        "switchingPicture",
        {"zh_CN": "切换图片", "en_US": "Switching Picture"},
        receiveActionConfig,
        $.proxy(thisObj.switchingPicture, thisObj),
    );
}

在DisplayWidget组件包DisplayWidget.js文件中的组件示例中（即与init和
render方法在同级作用域）实现上述注册的动作，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switchingPicture: function (event) {
    if (event && event.eventParam) {
        this.vm.switchPic(event.eventParam.param);
    }
}

说明

“DisplayWidget.js”文件中第一行代码“var DisplayWidget =
StudioWidgetWrapper.extend();”，其含义为新建的自定义组件继承于AppCube平台定义
的StudioWidgetWrapper类，此为开发规范，基于此类开发的自定义组件可以使用平台提
供的如下方法：

– “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 ”用于获取组件的自定义属性配置
值。

– “var elem = thisObj.getContainer();” 用于获取组件的DOM元素。

– “var connectorProperties = thisObj.getConnectorProperties();” 用于获取组件的桥
接器属性配置值。

步骤5 定义组件依赖库及组件在绝对布局中默认尺寸。

本节开发的示例组件TabsWidget依赖Vue和Element库，DisplayWidget依赖Vue库。
所依赖的Vue库已在之前选择的组件模板“widgetVueTemplate”中定义，这里只需要
在TabsWidget组件包的packageinfo.json文件中定义所依赖的Element库即可。

1. 登录开发环境管理中心，查看库ID和版本号。

以查询Element库为例，在管理中心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
管理 > 库”，搜索库，查看库ID和版本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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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7 查询库信息

图 1-428 查看库版本和 ID

本例中查询得Element库ID为：global_Element，库 新版本号为：101.0.4。

2. 在TabsWidget组件包的packageinfo.json中，修改requires、width、height属
性。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requires": [
    {
      "name": "global_Vue",
      "version": "100.7"
    },
    {
      "name": "global_Element",
      "version": "101.0.4"
    }
],
"width": "900",
"height": "55",

3. DisplayWidget组件只依赖Vue库，且在下载时选择的widgetVueTemplate组件模
板，所依赖的Vue库已在模板中定义，本例无需修改，只需修改width、height属
性。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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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 "900",
"height": "560",

步骤6 上传自定义组件。

1. 将开发好的组件代码压缩到后 为.zip的压缩文件中（TabsWidget.zip、
DisplayWidget.zip），也可以单击TabsWidget.zip、DisplayWidget.zip，获取
示例组件包。

2. 在开发环境管理中心，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单击“提交新
组件”。

3. 在提交新组件页面，设置组件基本信息，并上传压缩文件，单击“提交”。

图 1-429 上传自定义组件示例

表 1-13 上传组件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字 新提交组件的名称，系统会根据组件包名称自动填充。

示例：TabsWidget

上传图标 组件的显示图标。

上传源文件 组件源文件包，单击“请选择源文件(.zip)”，可选择源文件
上传。

组件ID 资产ID，前 不可编辑，上传组件包后会自动填写。

分类 组件所属分类，上传组件后，该组件将会在页面的该分类下
进行展示。

领域 组件包应用的领域，一般保持默认“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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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场景 组件包的应用场景。

– 高级页面：组件适用于高级页面开发场景。

– 标准页面：组件适用于标准页面开发场景。

– BA组态：组件适用于BA组态页面开发场景。

– 业务大屏：组件适用于DMAX大屏页面开发场景。

– 业务小屏：组件适用于DMAX小屏页面开发场景。

可同时勾选多项，勾选后，在相应类型页面开发中，才可使
用该组件。

发行说明 组件的描述信息，需要配置不同语种下的描述信息。

此处配置的信息，将会在组件详情页的“概况”页签中进行
展示。

 

步骤7 组件功能测试。

1. 在高级页面中，分别拖入上传的示例组件TabsWidget和DisplayWidget，并调整
布局。

2. 选中TabsWidget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单击“切换标签”后的 。

3. 在“编辑事件 ”页面，单击“新建动作”，选择“DisplayWidget > 切换图
片”。

4. 单击“确定”，完成组件间交互设置。

5. 在页面上方，单击 ，保存高级页面。

6. 单击 ，发布页面，打开发布的页面网址测试效果。

单击TabsWidget组件上的标签栏，会在DisplayWidget组件详情页进行相应的切
换展示。

----结束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4



1.5.4.2 管理高级组件版本

使用说明

当开发的自定义组件功能有变动，即组件代码发生变动后，需要更新组件版本，在高
级页面中才会生效。本章节以更新组件模板中的widgetVueTemplate组件为例，向您
介绍如何管理组件版本。

前提条件

已下载组件模板中的widgetVueTemplate，并已将其上传到自定义组件仓库中。

更新组件

步骤1 登录新版开发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
入开发环境管理中心。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

步骤3 在组件列表中，查找到待更新的自定义组件。

图 1-430 查找待更新组件

步骤4 单击待更新的组件，进入组件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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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1 组件详情页

步骤5 更新组件。

● 方式一：通过组件源码包更新

在组件详情页中，单击“更新”，上传 新的组件源码压缩包。

a. 将开发完成的组件，压缩成后 为.zip类型的压缩包。

b. 在组件详情页面，单击“更新”，进入更新组件页面。

c. 选择步骤5.a中的组件包，单击“更新”。

d. 返回组件详情页，可查到新上传的组件版本。

图 1-432 新组件版本

● 方式二：在线编辑更新

a. 单击“编辑”，进入组件在线编辑器。

b. 在编辑器中，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获取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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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3 获取锁

c. 锁定后，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在线修改组件文件。

以修改widgetVueTemplate.js文件中，name变量值为“AppCube Studio”
为例，向您介绍如何在线编辑组件。

图 1-434 在线编辑组件示例

d. 修改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进入更新组件页面。

e. 单击“更新”，返回组件详情页面。

f. 单击“预览”，可查看到展示文本已变为“Hello, I am AppCube Studio”。

----结束

管理组件版本

若更新的组件已用于高级页面中，需要在“页面设置 > 插件”页签中，更新组件版
本，更新后的组件才可在高级页面中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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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登录低代码应用开发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步骤3 单击设置中的“页面设置”，进入页面设置。

图 1-435 管理组件版本示例

步骤4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获取锁。

步骤5 在“插件”页签，单击“检查更新”。

步骤6 在组件列表中，单击组件后的 ，更新组件。

----结束

1.5.5 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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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 初识事件-动作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为组件设计了事件-动作机制，实现组件与组件、组件与页面之间的交互。

● 事件是应用在运行时，页面内发生的动作或者用户执行的操作（例如单击组件、
组件加载等）。

● 动作是响应事件后，按照设定的方式，对事件做出回应（如页面跳转）。例如，
用户在网页上单击一个按钮，通过显示一个信息框来响应这个动作。

本章节将向您介绍低代码平台预置的常用事件及动作，以及在高级页面中如何为组件
配置事件。

初识事件-动作

步骤1 查看组件可配置事件列表。

以雷达图组件为例，在画布中拖入并选中雷达图组件，在右侧“组件属性设置”栏中
选择“事件”页签，会显示当前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

图 1-436 事件配置示例

表 1-14 预置事件列表

事件名称 事件说明

点击 通过鼠标左键，单击该组件时触发。

双击 通过鼠标左键，双击该组件时触发。

右击 通过鼠标右键，单击该组件时触发。

右双击 通过鼠标右键，双击该组件时触发。

鼠标滑过 鼠标光标滑过该组件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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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称 事件说明

组件加载 组件加载完成后触发。

单击组件标题 单击组件标题时触发。

当点击图例时 单击图例时触发。

当点击数据时 单击数据时触发。

 

图1-436所示的“跳转页面”事件，并非低代码平台预置的事件，而是在“雷达图”组
件中注册的事件，当单击该组件标题时触发。即事件列表中也会展现该组件注册的事
件，用于配置。组件中如何注册事件，请参见同页面内组件的交互。

说明

事件在开发态（高级页面编辑页面）不能触发，只有在页面的运行态（应用运行状态或预览页
面）才能触发生效。

步骤2 配置事件触发时的响应动作。

单击事件名称后的 ，在弹出的“事件编辑”页面，可配置该事件触发时的响应动
作。

● “事件编辑”弹窗说明

如下图所示，其中标签1“新建动作”按钮，可为当前事件添加响应动作，标签2
为当前事件已配置的动作列表，可在列表中操作列对其再次编辑或删除。

图 1-437 事件编辑弹窗

● 预置动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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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8 动作列表示例

如上图所示，当单击“新建动作”按钮后，可展现当前事件可配置的动作列表。

表 1-15 预置动作列表

动作类别 动作名称 详细说明

默认 页面跳转 跳转至其他页面，配置参数说明：

– 页面类型：设置待跳转的页面是当前应用中的标准页
面、高级页面或外部页面。

– 高级页面、标准页面、外部页面：选择高级页面、标
准页面或输入外部页面的地址。

– 动作参数：通过页面宏传递参数，可暂且不关注。

– 页面打开方式：设置跳转页面的打开方式，可选项包
含当前浏览器窗口打开或新窗口打开。

自定义 自定义动
作

自定义动作可通过代码，实现响应动作的逻辑。
//var flag=true 
//{widgetxxx}.flag=flag;
console.log('测试自定义动作');

BPM动
作

提交实例 详细介绍，请参见在高级页面中与工作流交互。

提交任务

转派任务

更改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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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图1-438中所示的“满月饼图”动作，并非低代码平台预置的动作，而是在“满月饼图”
组件中注册的动作，即动作列表中也会展现在画布中所有组件注册的动作，用于配置。组
件中如何注册动作，请参见同页面内组件的交互。

步骤3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4 单击 ，进入预览页面，查看已配置的事件和动作是否能正常触发。

----结束

1.5.5.2 同页面内组件的交互

组件中自定义事件、动作

若低代码平台预置的事件与动作不能满足您的开发需求，还可以在组件中对其进行自
定义，以实现业务逻辑。

低代码平台提供的组件模板中，包含了事件和动作的模板组件
（widgetEventTemplate、widgetActionTemplate）。在管理中心的“应用管理 > 页
面资产管理 > 组件模板”中，可查找并下载组件模板。

图 1-439 事件、动作组件模板

说明

组件模板中包含多种功能的示例组件，可以参考组件模板开发自定义组件，组件模板的下载及说
明请参见在线开发高级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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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件模板代码中，包含低代码平台定义的事件、动作的注册和触发API（应用程序接
口），详细介绍如表1-16所示。

表 1-16 事件、动作 API 说明

类型 函数 功能及参数描述

事件 Studio.registerEv
ents(
thisObj,
"eventName",
"Event Label",
[]
);

低代码平台定义的注册事件的API，只有通过此API注册
后的事件，才会在组件的事件列表中展现。

● thisObj：当前组件实例对象，指为该组件注册事
件。

● "eventName"：事件名称，应该与触发事件API中的
第一个参数保持一致。

● "Event Label"：事件标签名，在事件列表中展示的
事件标题。

● []：定义该事件触发时传递的参数模型，例如
[{"name": "param"}] 。

thisObj.triggerEv
ent(
"eventName",
{}
);

低代码平台定义的触发事件的API。
● "eventName"：指定触发的事件名称。

● {}：为事件触发时传递的参数赋值，例如{param:
value}。

动作 Studio.registerAc
tion(
thisObj,
"actionName",
"Action Label",
[],
$.proxy(this.recei
veActionCbk,
this),
[]
);

低代码平台定义的注册动作的API，只有通过此API注册
后的动作，才会在组件的动作列表中展现。

● thisObj：当前组件实例对象，指为该组件注册动
作。

● "actionName"：动作名称。

● "Action Label"：动作标签名，在动作列表中展示的
动作标题。

● []：事件触发时传入的参数。

● $.proxy(this.receiveActionCbk, this)：该动作的回
调函数，在回调函数中定义该动作的执行逻辑。

● []：此参数在开发过程中置为空数组即可。

 

本章节以模板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widgetActionTemplate为例，向您介绍上
述关于事件和动作API的使用方法。

在事件和动作的模板组件中，主要实现如下图所示。单击widgetEventTemplate中的
“trigger Event”按钮，可将此组件输入框中的文本传递给widgetActionTemplate组
件，在widgetActionTemplate组件中执行动作，将文本显示到该组件的输入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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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0 事件、动作组件示例

其主要实现如下：

● widgetEventTemplate组件

在“widgetEventTemplate.js”文件中注册名称为“sendEvent”的事件，并在单
击“trigger Event”按钮的时触发“sendEvent”事件，代码如下所示。

– 注册“sendEvent”事件
var sendEventConfig = [{
    "name": "param1",
    "displayName": "Param1"
}];
Studio.registerEvents(
    thisObj,
    "sendEvent",
    "Send Event",
    sendEventConfig
);

– 在“trigger Event”按钮的单击事件中，触发“sendEvent”事件。
$("#triggerEvent", elem).bind('click', function () {
     if ($("#eventParam", elem).val()) {
         thisObj.triggerEvent("sendEvent", {
             param1: $("#eventParam", elem).val()
         });
     }
})

● widgetActionTemplate组件

在widgetActionTemplate组件“widgetActionTemplate.js”文件中注册
“receiveAction”动作，并定义“receiveActionCbk”作为该动作的回调函数，
设置输入框的值。

– 注册“receiveAction”动作。
Studio.registerAction(
    thisObj, 
    "receiveAction", 
    "Receive Action", 
    [], 
    $.proxy(this.receiveActionCbk, th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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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receiveActionCbk”回调函数。
receiveActionCbk: function(data){
    var thisObj = this;
    var elem = thisObj.getContainer();
    $("#receivedParam",elem).val(data.eventParam.param1)
}

同页面内组件的交互

将模板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widgetActionTemplate上传至组件库，并在高级
页面中测试。

步骤1 参考上传自定义组件中操作，上传组件模板widgetEventTemplate、
widgetActionTemplate。

步骤2 上传组件后，打开一个高级页面，在组件列表中将已上传的组件，拖拽到画布中。

图 1-441 使用事件、动作组件模板

步骤3 配置事件、动作。

选中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在“事件”页签下单击“sendEvent”后的 ，选
择“新建动作 > widgetActionTemplate (widget2) > Receive Action”。

步骤4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页面。

步骤5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进入预览页面，查看效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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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 页面间组件交互

使用说明

页面间组件的交互，除了需要事件-动作机制，还需要用到低代码中的页面宏。本章节
通过具体示例，为您介绍页面间组件交互的方法。如图1-442所示，高级页面Page1中
包含示例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高级页面Page2中包含示例组件
widgetPageMacroTemplate，单击Page1页面中的OK按钮，输入框中的数据会通过页
面宏传递给Page2。

图 1-442 页面间组件交互场景示例

页面间的组件交互原理如下图所示，在配置事件时，选择“默认”类别中的页面跳
转，并通过新增动作参数将事件的参数传给页面宏，在跳转的目标页面中读取页面宏
数据。

图 1-443 Page 传值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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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实现原理如下：

● widgetPageMacroTemplate
在widgetPageMacroTemplate.editor.js文件中定义页面宏数据。
propertiesConfig: [
    {
        config: [
        {
            "type": "text",
            "name": "pageMacro",
            "label": "Page Macro",
            "value": "${pm.pageMacro}",
            "validation":
            {
                "rules":
                {}
            }
        }]
}];

表 1-17 页面宏数据配置项说明

配置项 参数说明

propertiesC
onfig

配置组件的自定义属性。

type 配置项的数据类型，本例中配置为text（文本）。

name 配置项的变量名称，本例中设置为“pageMacro”。通过获取
组件自定义配置属性的API，来获取该值。

label 配置项的展示标签。

value 配置项的默认值，本例中设置为${pm.pageMacro}。

其中，pageMacro为页面宏变量名，${pm.}为低代码平台定义
的固定语法。

validation 无需关注此配置项。

 

在widgetPageMacroTemplate.js文件中读取页面宏数据，并将其显示到页面中。
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获取该组件自定义配置属性的API。
...
var pageMacro = widgetProperties.pageMacro || "";
$("#macro",elem).html(pageMacro);

说明

上述示例代码中widgetProperties.pageMacro的PageMacro，即表1-17中name配置项设
置的变量名称。

● widgetEventTemplate：关于widgetEventTemplate的介绍，请参见同页面内组
件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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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示例

步骤1 将模板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若widgetEventTemplate已上传，请不要重复上
传）、widgetPageMacroTemplate上传至组件库，操作方法请参见在线开发高级组件
中“上传自定义组件”。

步骤2 新建两个高级页面，分别命名为Page1和Page2。

步骤3 配置页面Page1。

1. 获取Page1页面锁，在页面左上方单击 ，在“自定义”选中
widgetEventTemplate组件，并将其拖入画布。

2. 选中画布中的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在右侧组件属性设置面板的“事
件”页签下单击“sendEvent”后的齿轮图标，打开sendEvent的事件编辑弹窗。

3. 选择“新建动作 > 默认 > 页面跳转”，配置“事件编辑”页面上参数，设置跳转
页面，新增参数“pageMacro”为“${e.param1}”，单击“确定”。

“事件编辑”中页面跳转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 页面类型：分内部页面和外部页面，此场景中“Page2”为内部页面，请勾
选“内部页面”。

– 内部页面：配置动作跳转至页面“Page2”。

– 动作参数：单击“新建”，配置“pageMacro = ${e.param1}”，表示通过
“${e.param1}”将“sendEvent”事件参数取值赋给Page2的页面宏
“pageMacro”，实现数值的传递。

– 页面打开方式：打开跳转页面的方式，分“当前窗口”或者“新窗口”。

4. 在“事件编辑”中单击“确定”，并依次保存、发布高级页面Page1。

步骤4 配置页面Page2。

1. 获取Page2页面锁，在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自定义”组件中选中
“widgetPageMacroTemplate”组件，并将其拖入画布。

2. 新建页面宏。

单击左侧目录树中Page2页面后的“...”图标，选择“设置”。在“页面宏”页
签，单击“新建”。

3. 配置页面宏。

在“新建页面宏”弹窗中，配置页面宏参数，完成后单击“确认”。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48



– ID：页面宏的唯一标识，应与“widgetPageMacroTemplate.editor.js”中定
义的页面宏变量名保持一致（本例中即 ${pm.pageMacro} 中的
pageMacro）。

– 名称：页面宏名称，可随意配置。

– 默认值：宏的默认取值。

图 1-444 新建页面宏

4. 返回“页面宏”页签，确认无误后单击“保存”。

图 1-445 页面设置

低代码平台支持在组件的“事件”页签自定义动作时，获取页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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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中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事件后的 。

b. 单击“新建动作”，选择“自定义 > 自定义动作”。

c. 在“事件编辑”中，通过代码“console.log(`${pm.pageMacro}`)”获取页
面宏。

其中，“pageMacro”请替换为实际的页面宏“ID”，注意代码中必须要加
“`”。

图 1-446 在“事件编辑”自定义代码中获取页面宏

5. 此时画布中的widgetPageMacroTemplate组件，已显示页面宏的默认值，依次保
存、发布page2页面。

步骤5 单击Page1页面上方的 ，预览效果。

----结束

1.5.6 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使用说明

在应用开发过程中，经常需要在高级页面组件中，调用后台接口来完成整个业务场景
（例如获取购物车中用户的ID，订单编号，商品信息等）。为方便用户调用可配置的
API，平台提供了桥接器功能。桥接器封装了平台的一些逻辑，如csrftoken验证、数据
共享、数据周期调用功能等。

低代码平台预置了18个桥接器，其中的API数据桥接器、FLOW数据桥接器、SCRIPT数
据桥接器和OBJECT数据桥接器为通用桥接器。在开发自定义组件时，可以根据AP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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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引入使用。剩余的14个，为平台预置组件的桥接器，如地图、散点图等。如果预
置的桥接器不能满足开发需求，还可以自定义开发桥接器进行上传使用。

在管理中心的“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桥接器”中，可查看系统预置的桥接器和
自定义的桥接器。

图 1-447 桥接器列表

前提条件
● 已初步了解服务编排或脚本开发。

● 已初步了解API接口。

初识桥接器（组件预置桥接器）

低代码平台预置的桥接器，在相应预置组件包中也有配置。例如，在预置的柱状图
“基本折线图”组件包中，已配置好了预置的“柱状图和折线图数据桥接器”。

在高级页面开发过程中，选中折线图组件后，在右侧的“组件属性设置 > 数据”页签
中，可选用预置的桥接器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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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8 组件预置桥接器配置示例

“组件属性设置 > 数据”页签中，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 桥接器实例：调用的桥接器名称，可从下拉框中选择该组件已配置的桥接器。如
何在组件中，配置桥接器，请参见如何在组件中使用通用桥接器。

● 数据类型 > 静态数据：获取桥接器中定义的静态数据作为该组件的数据来源，也
可以在静态数据编辑器中修改或重置静态数据。

● 数据类型 > 动态数据：通过动态调用后台的服务编排或脚本，获取数据作为该组
件的数据来源。

– URL：桥接器通过动态调用后台的服务编排或脚本，来获取数据作为该组件
的数据来源，需配置服务编排或脚本的自定义接口URL。

须知

接口输出数据的结构要和静态数据编辑器中，显示的数据保持一致。

– 共享数据：若该高级页面中多个组件通过桥接器调用一个公共的请求来访问
同一个接口的数据（请求参数也一致），通过勾选该项可避免重复调用接
口。

● 调用周期：用于配置周期调用后台接口或获取静态数据的时间间隔（单位为
秒）。默认配置为“0”，表示只调用一次后台接口或者只获取一次静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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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组件中使用通用桥接器

在开发组件的过程中，需要调用平台功能开发的后端接口时，可以使用低代码平台预
置的API数据桥接器、FLOW数据桥接器、SCRIPT数据桥接器和OBJECT数据桥接器。

本章节以在组件中，调用低代码平台的脚本，实现加减法计算器为例，向您介绍。

图 1-449 桥接器示例组件

步骤1 开发脚本。

若想要在组件中调用后台服务，首先需要在应用中开发一个后台服务（脚本或服务编
排）。

1. 登录应用开发设计器。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3. 单击脚本后的 ，新建一个脚本，单击“添加”。

“名称”设置为“CalScript”，“模板”请选择“示例服务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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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0 新建示例脚本

4. （可选）调试脚本。

在上方工具栏中，单击 ，打开调试台。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示例脚
本：
{
    "op": "+",
    "value1": 1,
    "value2": 1
}

单击调试台右侧的 ，运行脚本。在“输出参数”中，可查看到如下信息：
{
    "result": 2
}

5. 单击脚本编辑器上方的 ，启用该脚本。

步骤2 新建服务。

在步骤1中，已通过脚本模板新建并启用脚本，通过桥接器调用该脚本前，需要新建服
务。

1. 在应用开发设计器中，单击导航栏中的“集成”。

2. 单击开放接口后的 ，新建一个开放接口。

3. 设置接口参数，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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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1 新建 calculate 脚本

– 操作名称：设置为calculate。

– 版本：设置为1.0.0。

– URL：输入/calculate。

– 类型：选择“脚本”。

– 资源：选中步骤1中创建的脚本（需要在已启用状态）。

– 方法：选择“POST”。

步骤3 在自定义组件中，开发桥接器逻辑，并参考步骤6中操作，将组件上传到组件库中。

在自定义组件中配置所需桥接器实例，并通过低代码平台提供的API，发起请求和处理
返回结果信息。本小节的示例组件，可通过单击下载链接，获取
“BridgeTestWidget”包。组件详细说明如下：

1. 在BridgeTestWidget.editor.js文件中，配置桥接器实例。
config: [{
    "type": "connectorV2",
    "name": "APIConnector",
    "model": "ViewModel",
    "label": "AppCube通用桥接器示例",
    "value": ""
}]

桥接器配置项说明如下：

– type：配置项的类型，桥接器的配置项类型为固定值“connectorV2”。

– name：桥接器的变量名称，可通过该值获取桥接器实例。

例如getConnectorInstanceByName('APIConnector')，其中
getConnectorInstanceByName为低代码平台提供的API。

– model：桥接器实例的模型，通用桥接器实例模型均为“ViewModel”，只
有属于该模型的桥接器实例，才可在数据配置栏中配置。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55

https://obs-ap1-appengine.obs.cn-north-1.my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ridgeTestWidget.zip


– label：配置项的标题。

– value：配置项的默认值。

2. 在BridgeTestWidget.js文件中，定义桥接器处理逻辑。

组件中，常用桥接器的相关API，如表1-18所示。

表 1-18 桥接器 API 列表

API名称 详细说明

getConnectorInstanceBy
Name('APIConnector')

通过桥接器的变量名称获取桥接器实例，其中
“APIConnector”类型为String，表示桥接器的
变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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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详细说明

ConnectorIns.process(rend
erCbk, errCbk)

通过桥接器实例调用process函数，用于发起调用
服务的请求和处理返回结果信息。

– 通过process函数发起请求前，需设置桥接器
实例的requestParams属性为请求的参数，
如下所示。
ConnectorIns.requestParams = param;

– 参数说明renderCbk，类型为Function，当返
回结果信息后调用该函数，处理返回信息。

– 参数说明errCbk，类型为Function，如果未
设置URL属性，调用该函数处理错误。

ConnectorIns.query(param
)

通过桥接器实例调用process函数，用于发起调用
服务的请求和处理返回结果信息。

– param：请求参数。

– 其返回结果为Promise对象。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a. 获取桥接器实例。
ConnectorIns: thisObj.getConnectorInstanceByName('APIConnector')// Line 70，

b. 构造请求参数和renderCbk函数。
calculate: function () {
    let _this = this;
    // 构造请求参数
    let connectorParam = {
        "op": _this.option,
        "value1": _this.number1,
        "value2": _this.number2
    };
    let connector = _this.ConnectorIns;
    // 本例中通过定义的callFlowConn函数统一处理桥接器相关操作
    thisObj.callFlowConn(connector, connectorParam, _this.setResult);
},
// 构造renderCbk函数，该例中为设置返回值
setResult: function (resData) {
    let _this = this;
    if (resData.data && resData.data.result != undefined) {
        _this.result = resData.data.result;
    }
}

c. 发起请求。
callFlowConn: function (connector, param, callbackFunc) {

    var thisView = this;
    if (connector) {
    // 通过桥接器实例的process方法处理请求示例：
        // connector.requestParams = param;
        // connector.process(function (response) {
        //     if (response) {
        //         callbackFunc.call(thisView, response);
        //     }
        // });
    // 通过桥接器实例的query方法处理请求示例：
        connector.query(param).then(res => callbackFunc(res));
    } else {
        console.log("没有设置Connector或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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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步骤4 配置桥接器属性。

在页面中，拖入本例中的示例组件BridgeTestWidget，并配置该组件的桥接器属性，
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图 1-452 配置桥接器属性示例

配置参数说明：

● 桥接器实例：桥接器类型，本示例选择“通用AppCube API数据桥接器”。

● 数据类型：本示例选择“动态数据”。

● 请求方法：数据为动态数据类型时需配置，这里选择的方法对应的是组件开发调
用接口所用的方法。如果需要使用多个方法调用接口时，需要在界面配置多个方
法。本示例选择“post”。

● 前 ：配置请求URL的部分内容，本例中为“/CNAME__customName23/1.0.0/
calculate”，平台会自动为您拼接完整的URL。

● 共享数据：是否共享数据。若“数据类型”为“动态数据”，该参数才会显示，
勾选表示某项目里多个组件调用一个公共的请求而访问同一个接口的数据，避免
多次调接口。

● 调用周期：每隔多少秒调用一次后台接口或者获取静态数据，默认配置为“0”，
表示只调用一次或者只获取一次静态数据。

步骤5 预览效果。

组件的桥接器属性配置完成后，保存页面并依次发布、预览，查看效果是否符合预
期。

调用服务返回的结果结构如下，其中resCode和resMsg为固定结构，result属性对应的
值为脚本或服务编排返回的结果。

{
    "resCode":"0",
    "resMsg":"成功",
    "result":{"result":112}
}

----结束

如何自定义桥接器

当通用桥接器不能满足您的场景需求，支持用户自定义桥接器，并上传到平台中，供
高级页面使用。在桥接器中，平台对外开放的自定义部分主要执行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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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3 桥接器执行流程图

如上图所示，桥接器中主要的自定义函数为constructUrl和transform，您可以按需求
封装上述函数，以此实现不同功能的桥接器。自定义桥接器中常用的API说明，请参见
高级页面桥接器中预置的API。在管理中心的“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桥接器模
板”中，可下载模板，解压后查看API调用示例。

步骤1 在本地开发桥接器相关文件，并打成Zip包。

1. 登录新版开发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
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桥接器模板”。

3. 单击模板，在模板详情页单击“下载”。

4. 在“下载桥接器模板”弹出框中，设置桥接器名称和桥接器模型名称，单击“保
存”。

例如，设置“桥接器名称”为“bridgeTest”，“桥接器模型名称”为
“bridgeModel”。若选择“下载原始模板”，下载到本地的包中桥接器名称和桥
接器模型名称不会被修改。

5. 将下载到本地的包进行解压，使用您熟悉的开发工具进行开发。

此处以原始模板包为例，介绍Zip包中的文件以及文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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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 桥接器目录结构说明

文件名 详细说明

mock
\data.json

定义该桥接器静态数据，当在“组件属性设置”面板中数据栏配
置该桥接器并选择静态数据类型时，平台将读取该文件内容，作
为静态数据来源。

bridgeTest.j
s

实现该桥接器的业务逻辑，其中主要函数及API描述如下：

– var bridgeTest = ConnectorWrapper.extend()：表示该自定
义桥接器继承于AppCube平台定义的ConnectorWrapper类，
此为开发规范。

– init函数实现。

– transform函数实现。

– constructUrl函数实现。

– Studio.registerConnector("bridgeTest", "bridgeTest", "",
bridgeTest, bridgeModel)：注册该桥接器，参数分别为桥接
器的命名空间、桥接器名称、桥接说明、桥接器实例和桥接器
模型。

bridgeMod
el.js

定义桥接器对象模型。

packageinf
o.json

该桥接器的元数据描述文件，用于描述该桥接器，其参数说明如
下所示：

– connectorApi.name：桥接器名称。

– connectorApi.namespace：桥接器的命名空间。

– connectorApi.model：桥接器模型。

– connectorDescription：定义该桥接器的说明。

– authorName：定义该桥接器的开发人员。

 

“bridgeTest.js”代码如下，加粗为预置的桥接器API，API说明请参见高级页面桥
接器中预置的API。
var bridgeTest = ConnectorWrapper.extend({
    init: function () {
        this.setInputParams([{
            label: "URL",
            type: "text",
            name: "url",
            value: "/service/v1.0/getBasicInfo",
            validation: {
                rules: {
                    required: true,
                },
                messages: {
                    required: "Please enter the URL."
                }
            }
        }]);
    },
    transform: function (resultData, cbk) {
        if (resultData.resCode == "0") {
            var modelObj = new bridgeModel();
            modelObj.setName(resultData.result[0].name);
            cbk(modelO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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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onstructUrl: function (inputParamsObj) {
        var options = {
            data: JSON.stringify(inputParamsObj.input),
            contentType: "text/html;charset=utf-8",
            beforeSend: function (xhr) {
                xhr.setRequestHeader("bass-method", "post");
                xhr.setRequest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this.setLoadMethod("post", "json", "", "", options);
        this.setUrl(inputParamsObj.url);
    }
});

Studio.registerConnector("bridgeTest", "bridgeTest", "", bridgeTest, bridgeModel);

6. 根据需求修改js文件内容。

步骤2 在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桥接器”。

步骤3 单击“提交新桥接器”，新建桥接器。

步骤4 输入桥接器基本信息，选择zip包，单击“提交”，上传桥接器。

上传完成后，在“租户”下，可查看到该桥接器。

图 1-454 图 5 上传完成

说明

“全局”中为平台默认提供的桥接器，不可编辑和禁用默认桥接器。

步骤5 请参见步骤4，在组件中配置该桥接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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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如何自定义组件属性

使用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如何给Widget自定义属性以及如何在页面的Widget中，使用该属性
值。单击链接，获取Widget样例包“widget_demo_property.zip”。

自定义Widget属性效果，如图1-455所示。

图 1-455 自定义 Widget 属性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步骤1中操作，选择“widgetPropertyTemplate”模板，新建Widget（示例开发
包为“widget_demo_property.zip”）。

1. 在“widget_demo_property.editor.js”的“propertiesConfig”中，定义Widget
属性，包含属性的类型、名称和在界面展示的标签名。

如下加粗代码所示，“widget_demo_property.editor.js”中分别定义了text、
checkbox以及select类型的三个属性参数。
widget_demo_property = widget_demo_property.extend({
    /
    Config to define Widget Properties
     */
    propertiesConfig:[{
        config: [{
                "type": "text",
                "name": "textProperty",
                "label": "Text Property",
                "value": "text"
            },
            {
                "type": "checkbox",
                "name": "checkboxProperty",
                "label": "Checkbox Property",
                "value": "true"
            },
            {
                "type": "select",
                "name": "select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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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 "Select Property",
                "options": [{
                        "label": "option1",
                        "value": "option1",
                        "selected": "true"
                    },
                    {
                        "label": "option2",
                        "value": "option2"
                    }
                ]
            }
        ]
    }],

    /
    Triggered when the user Creates a new widget and used to initialize the widget properties
     */
    create : function(cbk)
    {
        if(cbk)
        {
            this._super();
            cbk();
        }
    }
});

var params = {};
Studio.registerWidget("widget_demo_property", "widget_demo_property", params);

其中：

– type：属性的类型。

– name：属性的名称。

– label：属性在界面展示的标签名。

– value：属性的默认取值。如果属性是select类型，则需要定义选项
“options”。

2. 在“widget_demo_property.js”中，通过定义widgetProperties变量“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调用“thisObj.getProperties”
方法，来获取到这些属性。
var widget_demo_property = StudioWidgetWrapper.extend({
    /
    Triggered when initializing a widget and will have the code that invokes rendering of the widget
     */
    init : function()
    {
        var thisObj = this;
        thisObj._super.apply(thisObj, arguments);
        thisObj.render();
        if((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
            Register custom event or action here, and trigger the event afterwards.
             Studio.registerEvents(thisObj, "", "", EventConfig), 
             Studio.registerAction(thisObj, "", "", ActionConfig, $.proxy(this.Cbk, this), );
             thisObj.triggerEvent("", )
             */
        }
    },

    /
    Triggered from init method and is used to render the widget
     */
    render : function()
    {
        var thisObj =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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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
        var elem = thisObj.getContainer();
        var items = thisObj.getItems();
        var connectorProperties = thisObj.getConnectorProperties();

        /
        API to get base path of your uploaded widget API file
         */
        var widgetBasePath = thisObj.getWidgetBasePath();
        if(elem)
        {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_demo_property", elem)[0],
                data: {
                    form: {
                        textProperty: widgetProperties.textProperty,
                        checkboxProperty: widgetProperties.checkboxProperty,
                        selectProperty: widgetProperties.selectProperty
                    }
                }
            })
        }

        /
        API to bind global events to the item DOM, it should not be deleted if there will some events to 
trigger in this widget.
         */
        thisObj.sksBindItemEvent();

        /
        API to refresh the previously bound events when a resize or orientation change occurs.
         */
        $(window).resize(function() {
            thisObj.sksRefreshEvents();
        });
    },
});

3. 在“widget_demo_property.ftl”中，定义渲染页面，属性配置为只读模式。
<div id="widget_demo_property">
    <el-form :model="form">
      <el-form-item label="Text Property">
        <el-input v-model="form.textProperty" :readonly="true"></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item label="Checkbox Property">
        <el-input v-model="form.checkboxProperty" :readonly="true"></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item label="Select Property">
        <el-input v-model="form.selectProperty" :readonly="true"></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
</div>

步骤2 参考在线开发高级组件中“上传自定义组件包”操作，在组件库中上传该Widget包。

步骤3 打开一个高级页面，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自定义”组件中拖出刚创建的
Widget至右侧空白页面。

步骤4 选中该Widget，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

步骤5 在“属性”页签下，“自定义属性列表”区域中可看到自定义的三个属性，根据需要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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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6 编辑该 Widget 属性

----结束

1.5.8 如何配置组件多语言

使用说明

通过配置Widget多语言，实现Widget在不同语种环境下都可正常显示。单击下载链
接，获取样例包“widget_demo_i18n.zip”。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在线开发高级组件中操作，下载“widgetVueTemplate”模板，新建Widget（示
例开发包为“widget_demo_i18n.zip”）。

1. 增加“messages-en.json”和“messages-zh.json”国际化资源文件，
“messages-zh.json”中需要使用unicode编码。

– “messages-zh.json”文件内容如下：
{
    "zh-CN": {
        "name" : "\u540d\u79f0"                
    }
}

– “messages-en.json”文件内容如下：
{
    "en-US": {
        "name" :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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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在“packageinfo.json”文件中，增加i18n节点，指定国际化资源文件的文件名。
并增加requires节点，指定需要依赖的Vue和VueI18n库。

其中，库文件名称和版本号，可在库详情页面获取。
{
  "widgetApi": [
    {
      "name": "widget_demo_i18n"
    }
  ],
  "widgetDescription": "widget i18n demo",
  "authorName": "test",
  "width": "",
  "height": "",
  "i18n": [
    {
      "name": "messages-en"
    },
    {
      "name": "messages-zh"
    }
  ],
  "requires": [{
      "name": "global_Vue",
      "version": "100.7"
    },
    {
      "name": "global_VueI18n",
      "version": "100.7"
    },
    {
      "name": "global_Element",
      "version": "100.8"
    }
  ]
}

说明

在“requires”里增加库文件时，需要注意某些库文件之间有依赖关系，增加库文件需要有
先后顺序，例如“global_VueI18n”是基于“global_Vue”的，需要写在“global_Vue”
之后。依赖关系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3. 在“widget_demo_i18n.js”的render方法中，使用平台提供的
“HttpUtils.getI18n”方法返回一个“i18n”变量，并新建Vue实例传入该
“i18n”变量。
            var i18n = HttpUtils.getI18n({
                locale: HttpUtils.getLocale(),
                messages: thisObj.getMessages()
            });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_demo_i18n", elem)[0],
                i18n: i18n,
                data: {
                    form: {
                        name: "miao"    
                    }
                }
            })

4. 在“widget_demo_i18n.ftl”中，通过VueI18n提供的“$t”方法，使用国际化资
源。
<div id="widget_demo_i18n">
    <el-form :model="form" :inline="true">
        <el-form-item :label="$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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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nput v-model="form.name"></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
</div>

步骤2 参考步骤6中操作，在组件库中上传该Widget包。

步骤3 打开一个高级页面，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自定义”组件中拖拽刚创建的
Widget至右侧空白页面。

步骤4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高级页面。

步骤5 切换环境语言，在不同语种下，在页面中选中Widget，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
置面板，查看Widget属性是否符合预期。

图 1-457 中文环境下 Widge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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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8 英文环境下 Widget 属性

----结束

1.5.9 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使用说明

在高级页面组件开发过程中，低代码平台支持开发者直接引用第三方库，在降低组件
开发复杂度的同时，丰富了组件的功能。库是支撑高级页面组件运行的第三方依赖，
若缺少相应的库，则高级页面组件不能正常运行。

低代码平台提供了一些系统预置库，若不满足现有需求，支持开发者制作并上传新的
库。

● 系统预置库

系统预置库是平台已定义好的库，可在高级页面组件中直接引用或在页面设置中
直接进行加载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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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9 查看系统预置库

说明

系统预置库的版本号是在资源上传或更新时，平台赋予的版本管理号和实际官网版本不存
在对应关系。

表 1-20 系统预置库列表

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echartsli
quidfill

global_echartsli
quidfill

水位图组件依赖的库。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ECharts Liquid
Fill Chart官网中2.0.5版本使用说明。

codeMir
ror

global_codeMirr
or

代码编辑器组件。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codeMirror相关资
料中5.49.2版本使用说明。

echarts global_echarts 百度开源图表控件。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echarts相关资料
中4.1.1版本使用说明。

Element global_Element 基于Vue的一个组件库，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
以使用该库。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Element相关资料
中2.6.2版本使用说明。

Sortable global_Sortable 基于Vue开发的可拖拽组件，需要先加载Vue
库，才可以使用该库。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Sortable相关资料
中1.9.0版本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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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Vue global_Vue Vue是一套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与
其它大型框架不同的是，Vue被设计为可以自底
向上逐层应用。Vue的核心库只关注视图层，不
仅易于上手，还便于与第三方库或既有项目整
合。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Vue相关资料中
2.6.11版本使用说明。

VueAwe
someSw
iper

global_VueAwe
someSwiper

基于Vue的轮播图组件，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
以使用该库。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
VueAwesomeSwiper相关资料中4.1.1版本使用
说明。

VueColo
r

global_VueColo
r

基于Vue的颜色选择器组件，需要先加载Vue库
才可以使用该库。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VueColor相关资
料中2.4.0版本使用说明。

VueDrag
gable

global_VueDrag
gable

基于Vue的拖拽事件组件，需要先加载Vue库才
可以使用该库。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VueDraggable相
关资料中2.16.0版本使用说明。

VueI18n global_VueI18n 基于Vue的多语言组件，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
以使用该库。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VueI18n相关资料
中8.8.2版本使用说明。

VueLazy
load

global_VueLazyl
oad

基于Vue的Vue图片懒加载组件，需要先加载Vue
库才可以使用该库。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VueLazyload相关
资料中1.2.4版本使用说明。

VueQuill
Editor

global_VueQuill
Editor

基于Vue的Vue富文本编辑器，需要先加载Vue库
才可以使用该库。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VueQuillEditor相
关资料中3.0.6版本使用说明。

xlsx global_xlsx 支持excel导入导出功能。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SheetJS相关资料
中0.14.3版本使用说明。

xss global_xss 对用户输入的内容进行过滤，防止xss攻击。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xss相关资料中
1.0.6版本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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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ImageM
anagem
ent

global_ImageM
anagement

图片上传组件，用来连接公有云实现图片上传，
需要先依次加载Vue和VueI18n库，才可以使用
该库。

Runtime
Framew
ork

global_Runtime
Framework

支持在高级页面运行由标准页面发布的Widget。

polyfill global_polyfill 提供JavaScript Pollfill。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polyfill相关资料
中0.1.42版本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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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FilePrevi
ew

global_FilePrevi
ew

支持文件在线预览，包括word、excel、ppt和
pdf。该库相关的API介绍如下：

● 文件渲染：FilePreview.preview(filePath,
selector,fileContent, lazyLoad, cbk)
– filePath：完整的文件全路径，http协议的

全路径，要求与render后端服务器网络相
通，支持读取OBS的文件地址，例如“/
connectors/{connector_type}/
{connector_name}/viewobject?
object=xxxxx/xxx.pdf”。

– selector：渲染区域，如
#rendId、.renderClass，也可以传入vue的
el对象$("#file-preview", elem)[0]。如果
传入会渲染到对应区域，不传则可以使用
cbk回调内容自行处理。

– fileContent：文件的base64编码内容，如
果传入了内容，则不会根据filePath再读取
文件内容，直接使用此入参。

– lazyLoad：是否懒加载。设置为
“true”，表示pdf只渲染第一页、excel只
渲染第一个sheet页、ppt只渲染第一页、
word为全部页。设置为“false”，表示全
部页。

– cbk：回调方法，回调参数为完全的文件实
例。pdf为pdfInstance实例，其他为所有
文件内容。

● 文件按页渲染：
FilePreview.previewPage(fileInstance,
pageNumber, selector)
– fileInstance：preview方法回调时参数。

– pageNumber：渲染页码（从1开始）。

– selector：渲染区域，如
#rendId、.renderClass。

使用示例如下：

● 直接预览整个文件。
FilePreview.preview('https://10.xxxx:1234/a.doc', 
"#htmlContent");

● 按页预览文件：pdf按页码、excel按sheet、
ppt按页码，word不支持。例如，预览文件首
页，并记录返回的文件实例。
let fileInstance;
FilePreview.preview('https://10.xxxx:1234/a.doc', 
"#htmlContent", "xxxxxx" true, funtion(fileContent) {
    // 需要记录返回的文件实例，在按页预览时使用
    fileInstance = fileContent 
    // 如果需要自己渲染或获取文件内容，可以在此获取并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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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

● 预览指定页，传入preview返回的
fileInstance，并传入相应页码。
FilePreview.previewPage(fileInstance, pageNumber, 
selector)

VueRout
er

global_VueRout
er

VueRouter是Vue.js官方的路由管理器。

关于该库的更多介绍，请参见VueRouter相关资
料中3.0.5版本使用说明。

MobileA
ppRunti
meFram
ework

global_MobileA
ppRuntimeFram
ework

应用发布到手机端运行时，依赖的库。

WidgetD
ataTrans

global_WidgetD
ataTrans

组件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库，用于转换几种常见输
入数据格式为平台预置组件需要的格式。

 

● 自定义库

当系统预置的库无法满足需求时，可以上传自定义库，并加载到页面中使用。

图 1-460 自定义库

场景描述

本章节以某Widget中需要使用Vue（系统预置库）以及MintUI（自定义库）为例，介
绍如何上传自定义库，并在Widget使用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将自定义库的相关文件打成Zip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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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MintUI官网下载组件库的代码，增加一个packageinfo.json元数据描述文件，
在该文件中列出Library包含的js和css文件名，并打成Zip包，如图1-461。您也可以单
击链接，获取该包。

图 1-461 MintUI 库文件结构

packageinfo.json中必选要包含待引入的文件。例如，MintUI库需要引入文件“js/
index.js”和“css/index.css”，请在packageinfo.json中添加这两个文件的描述。其
中，“js”和“css”用于定义文件类型，“name”用于定义文件路径及名称。

{
  "js": [
    {
      "name": "js/index"
    }
  ],
  "css": [
    {
      "name": "css/index"
    }
  ] 
}

步骤2 上传自定义库。

1. 以租户帐号，登录新版开发页面。

2.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
中心。

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库”。

4. 单击“提交新库”，进入提交新库页面。

5. 设置库的基本信息，上传步骤1中的zip包后，单击“提交”。

表 1-21 上传组件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字 新建库的名称。

上传图标 库的显示图标。

上传源文件 库文件包。

库ID 上传库的ID，由字母及数字组成，且必须以字母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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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分类 库所属的分类。

库类型 上传的库，所属的类型。

发行说明 上传库的发布描述信息。

 
上传成功后，在库的“租户”中，可查看到上传的库。

图 1-462 上传完成

说明

“全局”页签中的库，是系统预置的库，不可编辑和禁用，只能下载。

6. （可选）查看该库的版本号和库ID。

单击已上传的组件，进入库的详情页面，即可查看到库ID。在详情页的“更改历
史”中，可查看库的版本号（按照版本依次排序显示， 近版本号在 上面）。

图 1-463 库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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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库详情页面中的库ID和版本号，在高级页面组件中引用库时，会使用到。

步骤3 在高级页面组件中，引用库。

以自定义组件（widget_demo_mintui）为例，在该组件引用第三方库，单击
widget_demo_mintui.zip，获取该组件包。

1. 在组件包的“packageinfo.json”文件中，增加requires节点，指定需要依赖库的
库ID和版本号。

其中，“name”为库ID、“version”为库版本号数字部分。

例如，增加如下requires节点，库文件名称和版本号在库详情页面获取。
"requires": [
    {
      "name": "global_Vue",
      "version": "100.7"
    },
    {
      "name": "t0000000000fcsfrfcaks_MintUI",
      "version": "1.0.0"
    }
  ]

注意

在“requires”里增加库文件时，需要注意某些库文件之间有依赖关系，增加库文
件需要有先后顺序，例如“global_VueI18n”是基于“global_Vue”的，需要写
在“global_Vue”之后。预置库依赖关系，请参见表1-20。

2. 在高级页面组件包的widget_demo_mintui.ftl中，写一个简单的表单DOM。
<div id="widget_demo_mintui">
  <mt-field label="username" placeholder="Input username" v-model="username"></mt-field>
  <mt-field label="email" placeholder="Input email" type="email" v-model="email"></mt-field>
  <mt-field label="password" placeholder="Input password" type="password" v-
modal="password"></mt-field>
  <mt-button type="primary" @click="submit">Register</mt-button>
</div>

3. 在高级页面组件包的widget_demo_mintui.js/render方法中，新增Vue实例。
Vue.use(MINT);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_demo_mintui", elem)[0],
    data:{
      username: "",
      email: "",
      password: ""
    },
    methods:{
      submit: function(){
        console.log(this.username + " registers");
      }
    }
})

4. 将修改后的组件Widget包，重新打包。

步骤4 返回开发环境管理中心，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单击“提交新组
件”，将步骤3.4中的组件包上传至组件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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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4 上传组件

表 1-22 上传组件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字 组件名称，系统会根据组件包名称自动填充。

上传图标 组件的显示图标，本示例不配置。

上传源文件 组件源文件包，即步骤3.4中的widget_demo_mintui.zip包。

组件ID 资产ID，前 不可编辑，上传组件包后会自动填写。

分类 组件所属分类，上传组件后，该组件将会在页面的该分类下进行
展示。

本示例配置为其它。

领域 组件包应用的领域。

一般保持默认“通用”，在组件列表中可基于领域进行分类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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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场景 该组件包的应用场景。勾选后，在相应类型页面开发中，才可使
用该组件。

发行说明 组件的描述信息。

 

步骤5 在高级页面中拖入该组件，预览组件效果。

图 1-465 拖入自定义组件

图 1-466 效果

----结束

库的引用顺序
● 库的引用顺序可调整

高级页面中库的引用顺序，是可以调整的。在“页面设置 > 资源”页签，单击
“开启调序”按钮，对现有的库进行调序，如图1-467和图1-468所示。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78



图 1-467 高级页面库引用顺序设置

图 1-468 库的引用顺序调整

● 有依赖关系库的排布顺序

如果库之前有依赖关系，那么更为底层的库，即被依赖的库，在库的顺序排布位
置上应更为靠前。例如基本折线图组件所依赖的库中，Vuel18n、VueColor库依
赖于Vue库，正确的排布顺序中，Vue应在这两个库前面。如图1-469所示，此时
基本折线图组件的高级设置效果如图1-470所示。

图 1-469 库的正确引用顺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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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0 库正确引用顺序组件效果

请不要随意修改“页面设置 > 资源”中库的引用顺序，否则会报错。例如，将
Vue排序更改到更为靠后的位置，基本折线图组件的高级设置中便出现了错误，如
图1-471和图1-472所示。这些错误，就是由有依赖关系的库排布顺序不正确导致
的。

图 1-471 库的错误引用顺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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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2 库错误引用顺序导致问题

1.5.10 如何适配多终端

1.5.10.1 什么是适配多终端

当用户开发的高级页面应用于多种设备时，如何才能保证在不同大小的设备上，能够
呈现同样的网页？为此，低代码平台提供了高级页面的电脑端和移动端两种终端视
图、流式布局的响应式布局，并为绝对布局提供“拉伸”功能辅助自适应。另外，为
确保自定义组件能够自适应不同分辨率设备，在组件开发中用户需要遵从响应式布局
设计规范。组件的响应式设计，是高级页面适配多终端的重要前提。

电脑端和手机端视图

为了让同一网页能够完美呈现于电脑端和移动端，低代码平台提供了高级页面的电脑
端和移动端两种终端视图，用户可分别对高级页面的电脑端和移动端进行定制开发。
开发完成后，发布生成的高级页面为同一URL，当电脑端或移动端加载这一URL时，平
台会自动检测加载相应视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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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果用户开发的高级页面用于多种设备，推荐使用具有响应式布局的流式布局进行高级页面
开发。

● 如果用户仅开发了电脑端高级页面，在移动端也可加载显示，但由于分辨率差别较大，可能
会出现效果不佳的情况。所以，开发显示在电脑端和移动端设备的高级页面时，推荐用户对
电脑端和移动端视图分别进行设计与开发，这样能更好的自适应电脑端和移动端设备。

下面将为您介绍，如何设置高级页面的电脑端和移动端视图以及如何进行视图切换。

步骤1 在进行首个高级页面创建时，会进行视图选择。

默认为选择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视图，您也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是否取消手机
端视图，电脑端视图为必选项，不可取消选择勾选。

图 1-473 添加首个高级页面选择视图

步骤2 在高级页面开发中，进行终端视觉切换。

在高级页面上方的工具栏中，单击 （Alt+Shift+W）切换至“电脑端”。单击
（Alt+Shift+M）切换至“移动端”，通过切换，对电脑端和移动端，分别进行设计与
开发。

图 1-474 视图切换

----结束

流式布局与绝对布局的自适应设计

以电脑端为例，分别为您介绍流式布局与绝对布局的自适应设计。

● 流式布局

流式布局为自适应布局，用于常规Web应用开发，例如电商网站、管理网站等。
流式布局为12列栅格布局，可拖动组件右侧边界，按栅格进行组件宽度调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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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高度将根据组件内容进行自适应，页面中组件将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
序依次排列。

在运行环境中，针对不同分辨率的终端或不同尺寸的浏览器窗口，流式布局始终
以12列栅格为原则进行栅格分割，组件宽度也会根据栅格的宽度变化而自动调
整，如图1-475所示。其中，组件本身需满足响应式设计，其开发规范请参见响应
式组件开发基本原则。

图 1-475 流式布局运行态自适应布局

● 绝对布局

绝对布局为固定尺寸页面，常用于IOC大屏页面开发。在绝对布局中，组件可在画
布中任意位置进行拖拽放置，组件的宽高可自定义设置，组件位置和大小都为固

定值。在页面右上角，单击 ，可进行当前页面视图设置，选择您所需要的应用
屏幕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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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6 设置绝对布局屏幕大小

绝对布局一般情况下，不能进行自适应，在运行环境，若终端屏幕大小或浏览器
窗口尺寸小于设定屏幕尺寸，会出现滚动条，如图1-477所示。如果终端屏幕大小
或浏览器窗口尺寸大于设定屏幕尺寸，则内容居中外加背景。

图 1-477 绝对布局页面运行态出现滚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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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绝对布局自适应，低代码平台为绝对布局提供了“拉伸”辅助自适应功

能。单击绝对布局的高级页面名称右侧的 ，选择“设置 > 基本设置”，勾选
“拉伸”，如图1-478所示。

图 1-478 绝对布局拉伸设置

勾选“拉伸”设置后，即可将页面宽度扩展至100%，以适应整个浏览器或设备的
可视宽度。同时组件内容的宽度，也会根据其容器的宽度进行调整。在运行态，
绝对布局针对不同分辨率的终端或不同尺寸浏览器窗口，以同等缩放比例对组件
大小进行调整。其中，组件本身需满足响应式设计，其开发规范请参见响应式组
件开发基本原则。

响应式组件开发基本原则

组件的响应式设计，是高级页面适配多终端的重要前提。为确保自定义组件能够自适
应不同分辨率设备，在组件开发中用户需要遵从响应式设计的基本原则。

● 根据内容设计。

不专注于特定屏幕宽度，而是专注于内容设计，当屏幕越小或浏览器窗口越窄
时，内容所占的垂直高度越来越多，内容就要向下方自然延伸。建议从小屏幕开
始，逐步设置断点（例如设备宽度320px、768px、1024px），针对不同设备进行
设计，形成流动布局。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85



针对复杂情况，可以使用CSS3的@media查询。针对不同的终端类型和不同屏幕
分辨率的设备，定义不同样式，选择应用不同的CSS规则。只有当该设定媒体查询
与正在使用的设备匹配时，其对应的CSS规则才起作用。

CSS语法如下：
@media mediatype and|not|only (media feature) {
    CSS-Code;
}

其中，参数说明如下表1-23所示。

表 1-23 @media 语法参数说明

参数 值 说明

mediaty
pe

all 用于所有设备。

screen 用于电脑屏幕、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

print 用于打印机和打印预览。

media
feature

aspect-ratio 定义输出设备中，页面可见区域宽度与高度的比
率。

max-width 定义输出设备中，页面 大可见区域的宽度。

max-height 定义输出设备中，页面 大可见区域的高度。

min-width 定义输出设备中，页面 小可见区域的宽度。

min-height 定义输出设备中，页面 小可见区域的高度。

 

设置示例：对页面宽度不同的设备，设定不同背景颜色。
/*媒体查询*/
/*页面宽度大于1200px 时，背景颜色为蓝色，主要用于大屏设备*/
@media screen and (min-width: 1200px) {
    body {
        background-color:blue;
    }
}
/*页面宽度在992px和1200px之间，背景颜色为红色，用于中等屏幕PC端*/
@media screen and (min-width: 992px){
    body {
        background-color:red;
    }
}

● 避免固定尺寸。

使用像px这样的绝对单位，来指定元素的宽高、边框和字体大小等，固定宽度容
易破坏响应式布局。为了布局更加灵活，推荐使用百分比、em或rem等相对单
位，这样可以保证浏览器字体大小调整和缩放时，能正常显示。常用相对单位，
如表1-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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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常用相对单位

单位 说明

em 在font-size中，使用相对于父元素的字体大小，在其他属性中使
用相对于自身的字体大小，如width。

rem 相对根元素的字体大小。

ch 相对于数字“0”的宽度。

ex 相对于字符“x”的高度。

lh 相对于元素line-height计算值。

 

● 大和 小值。

对于大屏页面和移动端，内容扩充占满整个屏幕宽度并不总是适用的。展示同样
的内容，手机端可能更适宜充满屏幕宽度，而大屏则需要在宽度上留出一定边
界，使得布局上更加美观。所以，设定 大值或 小值，可以帮助您设计更为合
理的布局。例如，组件宽度设定100%， 大宽度设定1024px，那么内容扩充的

大宽度即为1024px，当屏幕宽度超出1024时，内容在宽度上不会再继续扩展。

● 嵌套对象。

对于关系紧密的多个元素，采用相对位置会使得元素难以控制。此时，可以考虑
放置于同一容器中集中管理。在容器内部，可以考虑采用绝对单位固定其关系，
这对于不需要扩展的按钮等元素来说非常有效。

● 图片的自适应。

自适应组件设计还需要满足图片的自适应，可以使用max-width，对图片宽度进
行限制，确保图片宽度不会超过浏览器窗口或容器可视部分的宽度。

● 移动优先。

通常来说，移动端屏幕较小、视图简单，而大屏空间大、呈现更为复杂和多样。
那么，从移动端小屏幕设计入手过渡到大屏幕设计，在开发中逐步增加CSS的复杂
度，通过补充设计的方式逐步丰富布局。这样，通过移动优先，可以更轻松地开
发响应式布局。

1.5.10.2 适配多终端样例

场景描述

本章节以开发一个满足响应式布局的商品列表组件为例，向您介绍如何适配多终端。

商品列表组件可以用于不同分辨率的手机端和电脑端，组件中商品排布能够根据屏幕
或者浏览器窗口大小自动调节。例如，视区（屏幕或浏览器可视区域）由宽变窄过程
中，呈现出多终端适配的响应式效果，商品单行个数逐渐由五列变为一列。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在线开发高级组件中操作，下载组件模板widgetVueTemplate（组件名称设置为
“commodityListWidget”）。

您也可以直接单击commodityListWidget.zip，下载commodityListWidget商品列表
组件示例开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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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新建img文件夹，存放商品图片，此处存放了10张商品图片，统一分辨率为380x440，
如图1-479所示。

图 1-479 新建 img 存在商品图片

步骤3 在commodityListWidget.js中，新建Commodity对象并为其赋值。

其中，Commodity对象包含三个属性，分别为src（商品图片路径）、title（商品标
题）和content（商品描述）。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VueTemplate",elem)[0],
    data:{
        Commodity: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40.PNG",
                title: "HUAWEI Mate 40",
                content: "HUAWEI Mate 40 5G 全网通 8GB+128GB（亮黑色）"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40White.PNG",
                title: "HUAWEI Mate 40",
                content: "HUAWEI Mate 40 5G 全网通 8GB+128GB（釉白色）"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40pro.PNG",
                title: "HUAWEI Mate 40 Pro",
                content: "HUAWEI Mate 40 Pro 全网通 8GB+128GB（亮黑色）"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40proWhite.PNG",
                title: "HUAWEI Mate 40 Pro",
                content: "HUAWEI Mate 40 Pro 全网通 8GB+256GB（秘银色）"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Xs.PNG",
                title: "HUAWEI Mate Xs",
                content: "HUAWEI Mate Xs 5G 全网通 8GB+512GB（星际蓝）"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30Epro.PNG",
                title: "HUAWEI Mate 30E Pro",
                content: "HUAWEI Mate 30E Pro全网通 8GB+128GB（星河银）"
            },
            {
                src: widgetBasePath+"img/p40pro.PNG",
                title: "HUAWEI P40 Pro",
                content: "HUAWEI P40 Pro 5G 全网通 8GB+256GB（零度白）"
            },
            {
                src: widgetBasePath+"img/nova8Black.PNG",
                title: "HUAWEI nova 8",
                content: "HUAWEI nova 8 8GB+128GB 全网通版（亮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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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rc: widgetBasePath+"img/nova8Provence.PNG",
                title: "HUAWEI nova 8",
                content: "HUAWEI nova 8 8GB+128GB 全网通版（普罗旺斯）"
            },
            {
                src: widgetBasePath+"img/nova7Purple.PNG",
                title: "HUAWEI nova 7",
                content: "HUAWEI nova 7 8GB+128GB 全网通版（仲夏紫）"
            }
        ]
    }
});

步骤4 在commodityListWidget.ftl中定义渲染页面，遍历Commodity对象，将多个商品的图
片、标题和描述显示于组件中。
<div id="widgetVueTemplate" style="margin: 20px;">
    <section id="boxes">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box" v-for="obj in Commodity">
                <img :src="obj.src">
                <h3>{{obj.title}}</h3>
                <p>{{obj.content}}</p>
            </div>
        </div>
    </section>
</div>

步骤5 在commodityListWidget.css中，定义组件的样式。

其中，采用百分比调节单个商品宽度，并设置断点，通过@media查询改变不同视口宽
度下商品显示宽度的百分比。
/*设置组件字体、内边距、外边距和背景颜色*/
#widgetVueTemplate{
    font:15px/1.5 Arial, Helvetica, 'Microsoft YaHei';
    padding:0;
    margin:0;
    background-color: #f4f4f4;
}
 
/*商品列表*/
#boxes{
    margin-top:10px;
}
 
/*商品列表宽度为boxes宽度80%*/
.container{
    width:80%;
    margin: auto;
    overflow: hidden;
}
/*单商品样式 默认宽度为.container宽度18%，单行商品 大个数：5*/
#boxes .box{
    background: #ffffff;
    float:left;
    text-align: center;
    width:18%;
    padding:5px;
    margin: 7px 7px 7px 7px;
}
 
/*商品图片样式 默认宽度为.box宽度95%，为保证在屏幕宽度较大时，图片比例合理，限制其 大宽度为
200px*/
#boxes .box img{
    width: 95%;
    max-width:200px;
    margin-top: 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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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样式 防止描述文字行数不同导致的商品高度不同而产生排列错位，限制其 小高度为44px*/
#boxes .box p{
    min-height: 44px;
}
 
/*Media Queries 根据max-width（视区 大宽度）设置断点，调节单个商品的宽度以改变单行商品 大个数*/
/*视区宽度介于1600px-1700px，单行商品 大个数：4*/
@media(max-width:1700px){
    #boxes .box{
        float:left;
        text-align: center;
        width: 22%;
    }
}
/*视区宽度介于1400px-1600px，单行商品 大个数：3*/
@media(max-width:1600px){
    #boxes .box{
        float:left;
        text-align: center;
        width: 30%;
    }
}
/*视区宽度介于800px-1400px，单行商品 大个数：2*/
@media(max-width:1400px){
    #boxes .box{
        float:left;
        text-align: center;
        width: 44%;
    }
}
/*视区宽度800px以下，单行商品 大个数：1*/
@media(max-width:800px){
    #boxes .box{
        float:none;
        text-align: center;
        width: 95%;
    }
}

步骤6 设置完成后，重新打包（包名为commodityListWidget.zip）。

步骤7 打包上传commodityListWidget商品列表组件。

1. 登录新版开发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
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

3. 单击“提交新组件”，进入提交新组件页面。

4. 单击“请选择源文件(.zip)”，选择商品列表组件包commodityListWidget.zip，
输入发行说明为“commodityListWidget”，单击“提交”。

步骤8 创建CommodityDisplay高级页面。

首次创建高级页面时，会出现视图选项，请勾选“电脑端”和“手机端”，布局类型
选择“流式布局”（流式布局为自适应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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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0 新建 CommodityDisplay 高级页面

步骤9 开发CommodityDisplay电脑端和移动端高级页面。

1.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全部 > 自定义”中拖拽
commodityDetailsWidget组件到右侧画布中。

图 1-481 在电脑端拖拽 CommodityDisplay 组件

2. 在页面上方单击 ，切换到移动端，并拖拽commodityListWidget组件到右侧画
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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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2 在移动端拖拽 CommodityDisplay 组件

3.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高级页面后，单击 ，发布高级页面。

4. 单击 ，进入预览页面，调整窗口大小，查看效果是否符合预期。

----结束

1.5.11 如何使用 WebSocket

使用说明

开发高级页面时，如果需要消息主动推送、高实时数据展示，您需要使用WebSocket
来实现后台数据调用。

WebSocket是一种HTML5提供的网络传输协议。WebSocket协议支持Web浏览器，使
得客户端和服务端之间可以创建长久连接并进行双向数据传输，即服务端可以主动向
客户端推送数据，客户端也可以主动向服务端发送信息，是服务端推送技术的一种。

低代码平台提供了WebSocket，用户可以通过触发消息事件，将后台消息以json对象
的形式，通过平台的WebScoket服务端发送，所有订阅了该事件的前台WebScoket客
户端都会获得该消息数据。WebScoket客户端订阅服务地址如下：

wss://${location.host}/websocket/v1.0/component/listener?tenantId=${tenantId}&event=$
{eventName1}&event=${eventName2}…

表 1-25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tenantId 租户ID，可通过${tenantId}自动获取，也可以登录开发环境管理中
心，在“用户管理 > 公司配置 > 公司信息”中获取。

event 订阅事件的名称，进入待订阅事件的详情页，可获取事件的名称。

event参数可以有多个值，即WebScoket客户端可订阅多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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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创建消息事件，既可通过服务编排、工作流或外部系统订阅该事件，也可通过WebSocket订
阅。而消息事件通常通过服务编排、数据接入等进行触发。

在前端高级页面组件开发中，用户可通过以下方式创建WebSocket对象。参数url为需
要连接的地址，即客户端订阅地址。

var ws= new WebSocket(url);

实例化对象可监听以下事件，更多WebSocket对象属性和方法介绍，请参见
WebSocket。

表 1-26 WebSocket 对象可监听事件

事件 事件说明

ws.onopen 连接建立时触发。

ws.onmessage 客户端接收服务端数据时触发。

ws.onerror 通信发生错误时触发。

ws.onclose 连接关闭时触发。

 

场景描述

园区系统在日常运行中，常监测到人员异常或故障信息，需要以告警显示的形式显示
在前端界面中。为简化用例，采用手工输入消息数据的方式来模拟后台采集告警数
据，通过服务编排触发告警事件，并将告警信息通过WebSocket推送至前端高级页面
显示。

图 1-483 WebSocket 调用示例

步骤 1 创建 WebSocketAlarmEvent 告警事件

步骤1 创建事件。

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2. 单击事件后的 ，进入添加事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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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创建新事件”，输入标签“WebSocketAlarmEvent”，单击“添加”。

单击名称对应的输入框，系统会根据标签自动生成名称。系统实际创建的事件名
称为“CNAME__WebSocketAlarmEvent__e”，其中“CNAME__”为租户命名空
间namespace，“__e”后 代表是自定义事件。

图 1-484 添加 WebSocketAlarmEvent 事件

步骤2 在事件详情页面，选择“自定义参数”页签，单击“新建”。

步骤3 设置标签、名称和字段类型，单击“保存”，添加事件自定义参数Alar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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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5 添加事件自定义参数

步骤4 重复步骤3中操作，创建事件自定义参数AlarmContent、AlarmDate。

表 1-27 事件自定义参数说明

标签 名称 字段类型

AlarmContent 单击名称对应的输入框，
系统根据标签自动生成名
称。

文本

AlarmDate 单击名称对应的输入框，
系统根据标签自动生成名
称。

日期/时间

 

步骤5 启用告警事件。

1. 在事件详情页面，选择“基本信息”页签。

2.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启用”，启用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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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成功后，“启用”按钮会变为“禁用”按钮，同时“是否启用”标签变为
状态。

图 1-486 启用告警事件

须知

消息事件只有启用成功后，该事件在服务编排或WebSocket中，才会有效。事件
启用后，不可编辑，若需要对事件进行参数修改，请先单击“基本信息”下的
“禁用”按钮，禁用该事件。

----结束

步骤 2 创建 WebSocketAlarmFlow 告警服务编排

创建WebSocketAlarmFlow告警编排以触发事件，并在服务编排中配置全局变量和系
统（日期/时间）变量为事件传递参数。

说明

如果想快速了解和验证WebSocket使用，可不必创建WebSocketAlarmFlow告警服务编排，采用
消息事件的测试功能进行简单验证。您可以直接跳过该步骤，直接执行步骤3 开发
alarmDisplayWidget告警展示组件，并在方法一：直接触发事件验证中采用方法1（直接触发
事件验证）进行效果验证。

步骤1 创建编排。

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2. 单击编排的 ，进入添加服务编排。

3. 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输入标签“WebSocketAlarmFlow”，单击
“添加”。

单击名称对应的输入框，系统会根据标签自动生成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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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7 创建服务编排 WebSocketAlarmFlow

步骤2 在服务编排画布左侧，单击“基本”，将“发送事件”图元拖入画布中。

图 1-488 拖入“发送事件”图元

步骤3 添加添服务编排变量。

1. 选中“发送事件”图元，单击画布右侧 。

2. 单击“全局上下文”，进入上下文页面。

3. 单击“变量”后的 ，添加表1-28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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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9 配置全局变量

表 1-28 告警服务编排的变量

名称 数据类型

AlarmTitle 文本

AlarmContent 文本

 

步骤4 在“发送事件”图元中，配置步骤1中创建的事件CNAME__WebSocketAlarmEvent__e
（需替换为用户实际创建的事件名称）。

参考下图配置输入参数，通过全局变量AlarmTitle和AlarmContent及系统变量
$Flow.CurrentDateTime为事件传参。

图 1-490 事件图元的配置

步骤5 连接所有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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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1 连接图元

步骤6 选中“开始”图元，单击 ，参考下图配置服务编排的入参。

入参是从全局上下文的变量中拖入，告警服务编排的入参有AlarmTitle和
AlarmContent两个。

图 1-492 配置入参

步骤7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单击 ，启用服务编排。

服务编排只有启用后，才会生效。服务编排在启用后，不可编辑，若需要对其中的图

元或参数进行修改，请先单击 ，禁用该服务编排。

----结束

步骤 3 开发 alarmDisplayWidget 告警展示组件

您可以按照如下步骤，开发alarmDisplayWidget告警展示组件，也可以直接单击
alarmDisplayWidget.zip，获取示例开发包。

步骤1 下载组件模板widgetVueTemplate。

1. 登录新版开发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
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模板”。

3. 单击组件模板widgetVueTemplate，进入模板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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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3 进入模板详情页

4. 单击“下载”，设置名称为alarmDisplayWidget，单击“保存”。

图 1-494 设置组件名称

步骤2 解压已下载的“alarmDisplayWidget.zip”，解压后在“alarmDisplayWidget.js”
中，通过定义变量“var ws = new WebSocket(url);”，打开一个WebSocket，订阅
WebSocketAlarmEvent告警事件。

采用ws.onmessage监听WebSocketAlarmEvent告警事件消息，对json数据解析，存入
ListData中。为了方便观察组件，为ListData设定初始值，请将原先代码中如下代码进
行替换，注意不是替换全部代码。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VueTemplate",elem)[0],
                data:{
                    name: "Bingo Studio"
                }
            });

替换的代码如下，其中“CNAME__WebSocketAlarmEvent__e”需要修改为在步骤1中
创建的告警事件的名称。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VueTemplate",elem)[0],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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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Data: [
            {
                "title": "设备告警",
                "content": "设备A1 CPU使用率过高",
                "date": "2020-12-09 09:15:09"
            },
            {
                "title": "车辆告警",
                "content": "车辆-XXXXXXX 未登记",
                "date": "2020-12-10 15:09:20"
            }
            ],
            ws: null      
    },
    mounted: function () {
                this.init();
    },
    methods: {
        init: function() {
            //获取WebSocket订阅地址
            let urlMessage = "tenantId="+ $.cookie("tenant-id") + 
"&event=CNAME__WebSocketAlarmEvent__e";
            let url = `wss:///${location.host}/websocket/v1.0/component/listener?${urlMessage}`;
 
            //打开一个WebSocket
            this.ws = new WebSocket(url);
            //WebSocket连接建立时触发事件
            this.ws.onopen = event => {
                this.ws.send("");
                console.log("WebSocket has connected.");
            };
            //WebSocket连接关闭时触发事件
            this.ws.onclose = event => {                        
                console.log("WebSocket has closed.");
            
            };
            //WebSocket通信错误时触发事件
            this.ws.onerror = event => {
                console.log("WebSocket has error.");                        
            };
            //WebSocket客户端接受服务端数据时触发事件
            this.ws.onmessage = event => {
                if (event.data) {
                    let dataObj = JSON.parse(event.data);
                    if (dataObj.content) {
                        let data = JSON.parse(dataObj.content);   
                        if (data.payload) {
                            let content = JSON.parse(data.payload);    
                            this.listData.push( {
                                "title": content.AlarmTitle,
                                "content": content.AlarmContent,
                                "date": content.AlarmDate,
                            });
                        }
                    }         
                }                            
            };
            this.intervalID = setInterval(() => {
                this.ws.send("");
            }, 50000);
        },                 
    },
    destroyed() {
        if (this.ws) {
            this.ws.clo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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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alarmDisplayWidget.ftl”中定义渲染页面，将告警信息的title、content和date显
示，并加入分割线。
<div id="widgetVueTemplate" style="margin: 20px;">
    <div :data="listData"  class="seamless-warp">
        <ul class="item">
            <li v-for="item in listData">
                <span class="alarmTitle" v-text="item.title" ></span> 
                <span class="alarmContent" v-text="item.content"></span>
                <span class="alarmDate" v-text="item.date"></span>
                <br><br><hr size="1" noshade="noshade" style="border:1px #cccccc dotted;"/><br>
            </li>
        </ul>
    </div>
</div>

步骤4 在“alarmDisplayWidget.css”中，定义title、content和date的样式alarmTitle、
alarmContent和alarmDate。
#alarmDisplayWidget.seamless-warp ul li{
    list-style-type:none;
}
    .alarmTitle {
        font-family:"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30px;
        font-weight:bold;
        padding: 0.5px 7px;
        margin:8px;
        border-radius: 5px;
        background-color:#FAC700;
        color:honeydew;
    }
    .alarmContent {
        font-family:"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30px;
        font-weight:bold;
        margin:5px;
    }
    .alarmDate {
        font-family:"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30px;
        margin:5px 35px;
    }

步骤5 在packageinfo.json中，定义组件初始宽度“width”和初始高度“height”。
{
    "widgetApi": [
    {
        "name": "alarmDisplayWidget"
    }
    ],
    "localFileBasePath": "",
    "width": "1000",
    "height": "600",
    "requires": [
        {
            "name": "global_Vue",
            "version": "100.1"
        }
]
}

步骤6 重新打包组件，包名为“alarmDisplayWidget.zip”。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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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上传 alarmDisplayWidget 告警展示组件并创建高级页面

步骤1 上传alarmDisplayWidget告警展示组件。

1. 登录新版开发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
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页面资产管理 > 组件”。

3. 单击“提交新组件”，进入提交新组件页面。

4. 单击“请选择源文件(.zip)”，选择商品列表组件包alarmDisplayWidget.zip，输
入发行说明为“alarmDisplayWidget”，单击“提交”。

步骤2 创建monitor高级页面。

1.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中，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页面”。

2. 单击高级页面后的 ，设置页面的名称和标题为monitor，单击“添加”。

3. 在高级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全部 > 自定义”中，拖拽
alarmDisplayWidget至右侧画布中。

图 1-495 拖拽 alarmDisplayWidget 至右侧画布中

4. 调节组件位置和大小，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高级页面。

5. 单击 ，发布高级页面后，单击 ，查看组件展示效果。

图 1-496 显示效果

配置和开发完成后，支持触发告警事件，将告警消息推送至高级页面monitor中显
示。本示例中有两种方法触发告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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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一：直接触发事件验证，仅用于事件简单调测。使用该方法前，请确保
WebSocketAlarmEvent事件已启用，且monitor预览页面已打开。详情操
作，请参见方法一：直接触发事件验证。

– 方法二：服务编排触发事件验证。使用该方法前，请确保
WebSocketAlarmEvent事件已启用，WebSocketAlarmFlow告警服务编排已
激活，且monitor预览页面已打开。详情操作，请参见方法二：服务编排触发
事件验证。

----结束

方法一：直接触发事件验证

步骤1 在“数据 > 事件”中，打开WebSocketAlarmEvent事件。

图 1-497 打开事件

步骤2 在“基本信息”中，单击“发送事件”。

步骤3 在“发送事件测试”页面中，输入参数信息（AlarmDate会自动获取系统日期时间，
也可手工编辑修改），单击“发送”。
{
    "AlarmTitle": "设备告警",
    "AlarmContent":"设备C1 本地数据库出错",    
    "AlarmDate":"2020-12-12 17:0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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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8 测试发送

步骤4 切换到monitor预览页面，可观察到monitor页面已接收并显示该告警消息。

图 1-499 直接触发事件验证效果图

----结束

方法二：服务编排触发事件验证

步骤1 在“逻辑 > 编排”中，打开WebSocketAlarmFlow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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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00 进入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页面右上角，单击 ，运行该服务编排。

步骤3 在弹出页面的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AlarmTitle和AlarmContent参数值，单击“运
行”。
    "AlarmTitle": "设备告警",    
    "AlarmContent":"设备C1 本地数据库出错"

图 1-501 服务编发触发事件验证

步骤4 切换到monitor预览页面，可观察到monitor页面已接收并显示该告警消息。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06



图 1-502 服务编发触发事件验证效果图

----结束

1.5.12 管理页面级数据源、全局状态

使用说明

页面组件之间，可以通过配置事件和动作进行信息交互。当页面组件较多，且需要进
行信息交互时，频繁的给每个组件去定义事件或动作就比较繁琐了。此时，可以通过
定义全局状态，来实现页面级所有组件中数据信息的更新。

低代码平台高级页面支持设置全局状态，通过页面级内存方式共享数据，即采用集中
式存储管理页面所有组件的状态，并以相应的规则保证状态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
变化。简单的理解就是全局状态，可理解为页面中所有组件的共享状态，不管组件在
页面的哪个位置或层级，任何组件都能获取状态或触发状态改变的动作。全局状态相
当于全局变量，属性是私有的，需要在组件的js文件中，使用预置的“this.
$mstore.dispatch”方法，来修改状态数据。

说明

思考：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全局状态？

解惑：当页面组件构成比较简单，组件间不需要频繁的进行信息交互时，不需要设置全局状态。
反之，则建议使用全局状态，通过设置并使用全局状态，可以帮助我们管理页面所有组件的共享
状态。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步骤3 在高级页面中，单击对应的页面，进入高级页面开发界面。

步骤4 在页面右上角，单击 ，定义全局状态。

定义全局状态使用JavaScript编程语言，不支持TypeScript。全局状态结构固定以
MStore命名，每个页面仅包含一个全局状态实例，方便在组件调试的过程中，轻易的
获取整个当前页面状态的快照。全局状态的结构定义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 state：定义页面所有组件的初始状态数据，即页面中所有组件共享状态的初始数
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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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tations：状态变更的唯一方法是提交mutation。mutation以声明的方式，将
state变化映射到视图，每次state的变更都需要定义一个mutation。mutation使
用对象风格的提交方式，整个对象都作为载荷（payload）传给mutation函数，
mutation都是同步事务。

● actions：通过actions执行状态数据变更，用于衔接state和mutation。Action可以
包含任意异步操作，通常用于绑定状态和组件，可以调用服务。

步骤5 在页面的组件js文件中，使用预置的“this.$mstore.dispatch（）”方法，修改状态数
据。

说明

系统还预置了onStateChanged(state) 方法，用于监听属性整个全局状态的变更。

----结束

1.5.13 如何检查页面性能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支持检查高级页面性能，生成性能报告页，供开发者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确认高级页面属性开关“合并并压缩资源”已关闭。

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3. 在设置中，单击“页面设置”，进入页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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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03 进入页面设置

4. 获取锁后，在“属性”页签，去勾选“合并并压缩资源”。

若勾选“合并并压缩资源”，会对所有高级页面涉及的css和js文件进行合并及压
缩，使用单页面性能检查功能时，不要勾选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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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04 关闭“合并并压缩资源”属性

5. 设置完成后，单击 ，并单击 ，释放锁。

步骤2 打开要进行性能检查的高级页面，在浏览器开发者工具中，勾选“Disable cache”属
性。

1. 在Chrome浏览器中，按下“F12”或者“Ctrl + Shift + I”，开启开发者工具。

2. 在“Network”页签，勾选“Disable cache”属性（即禁用缓存）。

在进行页面性能检查时，如果不勾选该选项，性能检查会读取缓存中的数据，导
致性能检查结果不准确。

图 1-505 勾选“Disable cache”属性

步骤3 在已发布的高级页面上方，单击“性能分析”，进入页面性能分析报告页面。

说明

开发者工具请保持打开状态，关闭后“Disable cache”属性会自动不勾选。同时请确保高级页

面已发布，若未发布，单击高级页面上方的 ，发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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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06 查看性能分析报告

步骤4 在页面性能报告中，单击各指标后的“展开”，可查看性能指标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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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07 查看性能指标详情

----结束

1.5.14 如何调测前台页面

使用说明

在高级页面开发过程中，经常需要调测自定义组件或整个前台页面。对于自定义组件
的开发和调试，低代码平台提供了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可实现本地开发组件的实
时在线调测。对于前台页面中常遇到的样式或功能问题，可借助浏览器内置的开发者
工具来对问题进行调试和定位。

自定义高级组件调试

针对用户本地开发的高级组件，低代码平台提供了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
Scaffolding可帮助您快捷实现组件的新建、本地开发、调试、预览、发布、下载等主
要功能。 Scaffolding打通了本地开发环境与AppCube开发环境，实现本地开发组件的
实时在线调测，简化了本地开发组件后，频繁的打包组件资产包上传至AppCube环境
再查看页面显示效果的过程，提升了高级组件的开发效率。

前台页面常用调测方法

在高级页面的开发中，常借助浏览器内置的开发者工具对样式或功能问题进行定位和
分析。下面以Chrome浏览器为例，简单介绍浏览器开发者工具中常用的调测方法。在
Chrome浏览器中，按下“F12”或者“Ctrl + Shift + I”，开启开发者工具。

● DOM和CSS样式调试

在Elements面板，可以自由的操作DOM和CSS，来迭代布局和设计页面。在开发

者工具打开的状态下，使用左上角的箭头按钮 ，可点选页面元素，查看该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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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和CSS等。也可以在Elements页签下，修改页面上的元素的DOM标签或CSS
样式（修改立即生效），实时查看修改后效果。

图 1-508 Elements 页签查看调试 DOM 和 CSS 样式

● 打印日志信息

在Console页签下，可使用控制台打印日志信息。在Sources页签下，调试
JavaScript时常用方法是将多个console.log()语句插入代码，重新加载页面后，可
以在Console页签中，查看到打印的消息。Sources页签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左侧
为页面请求文件列表，中间为选择文件的文件内容，右侧为JavaScript调试窗格。
想要在JavaScript中打印日志，需要找到相应文件，查找相关代码，然后插入
console.log()。

图 1-509 Sources 页签布局

● 调用低代码平台API
在Console页签下，可使用控制台调用低代码平台提供的API，以获取相关信息进
行调试。

图 1-510 调用低代码平台 API

● 断点调试

在Sources页签下，可以设置断点来调试JavaScript。使用断点，DevTools会在暂
停时及时显示所有变量值。Chrome开发者工具，提供了代码行断点、条件代码行
断点、DOM断点和事件侦听断点等多种断点，请根据调测的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
断点。断点的类型和使用场景，如表1-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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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9 Chrome 断点类型及使用场景

断点类型 使用场景

代码行 在确切的代码区域中。

条件代码行 在确切的代码区域中，且仅当其他一些条件成立时。

DOM 在更改或移除特定DOM节点或其子级的代码中。

XHR 当XHR网址包含字符串模式时。

事件 在触发点击等事件后运行的代码中。

侦听器 在引发已捕获或未捕获异常的代码行中。

异常函数 任何时候调用特定函数时。

 
代码行断点调试是 为常见的断点调试方法， 设置代码行断点的方法是找到请求
文件，在Sources左侧请求文件列表按照目录查找，也可以借助“Ctrl+F”搜索关
键词找到相关文件。在Sources中间文件内容区域，找到要设置断点的代码行，单
击行号，出现蓝色图标，这意味着这行代码上有一个代码行断点。如图1-511所
示，在global_BubbleChartWidget.js文件的49行代码处，设置了一个代码行断
点。

刷新此网页，脚本运行始终会在执行此行代码之前暂停，可单击右侧调试窗格的

按钮进行单步调试，或者单击调试窗格的 按钮继续执行脚本。

图 1-511 代码行断点示例

● 多终端测试

在进行页面自适应测试时，可采用Chrome开发者工具提供的模拟移动设备的功
能。借助此功能，可无实物快速对网页进行多个终端测试。

单击 ，可启动模拟移动设备界面，设备工具栏在打开时默认处于自适应视口模
式，可以将视口大小调整为所需的任何尺寸，另外还可以选择多种终端型号。

图 1-512 模拟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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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如何设置页面水印

使用说明

如果需要为高级页面设置水印，可参考本章节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步骤3 在对应的高级页面中，单击 ，选择“设置”。

图 1-513 进入设置页面

步骤4 在“水印”页签，参考如何设置页面水印设置参数，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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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4 水印设置

图 1-515 设置后效果

表 1-30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启用水印 是否给该页面启用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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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重复渲染 当需要设置满页面水印时，开启该项。

水印内容 设置水印文本内容。

当前用户 当需要设置水印内容为当前用户名时，可开启该项。

开启后，“水印内容”中的文本不生效。

水印长度 水印矩形框的长度。

水印宽度 水印矩形框的宽度。

水平起始位置 当关闭“重复渲染”时，才可设置，表示单个水印在页面的
水平起始位置。

垂直起始位置 当关闭“重复渲染”时，才可设置，表示单个水印在页面的
垂直起始位置。

字体颜色 水印字体的颜色。

字体大小 水印字体的大小。

旋转角度 水印的旋转角度，取值范围-180~180，即逆时针或者顺时
针旋转180度。

透明度 水印的透明度设置。

 

----结束

1.6 服务编排

1.6.1 什么是服务编排
服务编排是一种通过简单的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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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使用服务编排

通过服务编排，可以将已实现的脚本、服务编排等功能进行复用，只需要进行图形化
编排以及相关参数配置，即可针对自身的独特业务需求并以流程的方式将业务需求所
要实现的功能展现出来，甚至不需要有任何编程经验即可完成服务的开发，降低了开
发难度提高了开发效率。

服务编排基本能力
● 拖拉拽式编排流程

以往的传统编程，需要进行变量的声明并编写相应逻辑代码进行服务的开发。使
用服务编排进行服务开发，能够通过拖拉拽的方式，将配置项创建的变量以及服
务编排中提供的各种功能进行编排，并以流程的方式将服务所要实现的功能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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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整个开发过程中无需进行代码的编写，简单快捷，并能够图形化展示服务
的逻辑。

● 逻辑处理

服务编排中提供了逻辑处理的图形化元件，包括赋值、循环、跳出循环、决策和
等待。通过这些图元能够实现基本的逻辑处理，并图形化展示，便于开发者理
解，详情可参见操作步骤中对逻辑处理图元的使用。

● 对象处理

服务编排中提供了对象处理的图形化元件，包括记录创建、记录查询、记录更新
和记录删除。通过这些图元能够对通过平台创建的自定义对象或标准对象进行相
应的增、删、改、查操作，简化处理对象数据的流程，提高开发效率，详情可参
见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数据的增删改查中对象处理图元的使用。

● 服务单元组合脚本、原生服务、BO和第三方服务

服务编排中提供了服务单元组合的图形化元件，包括脚本、子服务编排、原生服
务、BO和连接器。通过这些图元能够将平台中已开发完成的服务集成到服务编排
中，并重新进行组合，快速扩展出更丰富的业务功能。

服务编排与模块间调用关系

服务编排将平台提供的部分功能模块进行了封装，并提供了平台其他模块调用服务编
排的能力，下面介绍其他模块与服务编排是如何进行相互调用的。

● 脚本

– 在服务编排中，可以通过配置脚本图元，选择当前应用中的脚本进行脚本的
调用。

– 在脚本中，可以通过引入sys库，再执行sys.invokeFlow({Flow_Name})，进
行服务编排的调用。其中，Flow_Name为服务编排的名称。

● 对象

在服务编排中，可以通过配置记录创建、查询、更新、删除图元，对当前应用中
的对象记录进行增删改查，详情请参见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数据的增删改查。

● 标准页面

在标准页面的模型视图中，新建服务模型，能够绑定服务编排，进行服务编排的
调用。

● 工作流

在工作流中，可以通过配置“调用服务编排”活动，选择相应的服务编排进行服
务编排的调用。

● API接口

在新建接口时，选择资源类型为“服务编排”，并选择相应的服务编排，即可将
服务编排绑定到服务接口上，通过API接口进行服务编排的调用。

● BO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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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使用，详情请参见BO图元。

● 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与第三方系统对接的接口，如对接短信发送、云存储、系统
中已定义的Action等，详情请参见连接器图元。

服务编排中只允许调用当前应用工程下的资源，如对象、脚本。例如，服务编排A中需
要调用脚本B，请确保A和B处于同一应用中，若需要调用的资源不在同一应用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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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编排A所在的应用中新建脚本B，或选择“使用已有脚本”导入脚本B，再在服
务编排A中调用该脚本。

图 1-516 通过“使用已有脚本”导入脚本

1.6.2 如何开发服务编排

服务编排开发流程

开发服务编排前，请先了解整个服务编排的开发流程，如图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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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7 服务编排开发流程图

如何创建服务编排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编排后的“+”，参照表1配置参数，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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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8 创建服务编排

表 1-31 创建服务编排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流程。

使用已有的服务编排 基于同一租户或基线里已有的服务编排，来创建一个
服务编排，方便用户快速继承已有服务编排的配置，
增加效率。

类型 服务编排的类型。

● Autolaunched Flow：自启动Flow，在接口调用后
会立即执行服务编排模型定义的逻辑。

● Event Trigger：事件触发的服务编排，在事件触发
时才会开始执行服务编排模型定义的逻辑。当选择
该类型时，您需要配置具体的事件以及条件规则。

标签 新建服务编排的标签名，用于展示。

名称 系统会自动在名称前添加{命名空间}__，当其他功能
调用服务编排时，调用的是服务编排的名称，而不是
标签。

描述 新建服务编排的描述信息。

 

----结束

初识服务编排编辑器

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由上方按钮区域、左侧图元面板区域、中间画布区域和右侧参数
配置区域四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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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9 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

表 1-32 区域说明

区域 区域说明

按钮区域 功能按钮区域，包括锁定、解锁、启用（或者禁用）、保存、另存
为新版本或者新服务编排、执行服务编排、操作回退、撤销回退
等，支持快捷键操作，即可脱离鼠标直接用键盘操作。

服务编排启用后，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可查看该组件的调用关系
图。

图元面板区域 图元面板区域呈现服务编排编辑器的图元算子。服务编排编辑器以
图元算子为基础，您可直接将图元算子拖入画布区域进行逻辑编
排。图元算子包括如下五类：

● 基本：基本类型图元，能够实现在服务编排中进行脚本或者服务
编排的调用，增/改/删/查对象记录，以及发送邮件、发送事件
的功能。

● 逻辑：逻辑判断图元，能够实现在服务编排中进行变量赋值
Assignment、循环Loop、跳出循环Break、决策Decision、等待
Wait的功能。

● BO：商业对象图元，即将封装好的BO能力作为服务编排中的一
个节点，实现特定的业务功能图元。

● Native服务：原生服务图元，用于调用原生服务提供的接口。

● 连接器：与第三方系统对接的图元，例如将短信发送、支付等第
三方连接器作为当前服务编排中的一个节点图元。

画布区域 服务编排设计操作区域，在该区域可对服务编排进行具体流程设
计、图元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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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区域说明

配置区域 整个服务编排或图元的属性设置区域。选择画布区域服务编排中具
体图元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图元的属性设置区域。选择服务编排
中空白区域或者开始图元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服务编排的设置区
域。

● ：服务编排基本信息配置菜单。

● ：显示服务编排类型、是否启用。

● ：整个服务编排的入参、出参，可从“全局上下文”中，选
择变量拖拽到服务编排的入参、出参中。

● ：服务编排用到的私有结构体。

● ：全局上下文变量，主要用于创建服务编排中需要使用的变
量、公式以及结构体变量等。

 

创建您的第一个服务编排

此处以创建一个根据传入的用户名，配置欢迎信息的简单业务场景为例，向您介绍如
何创建一个服务编排。

步骤1 参考如何创建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名称和标签为“HelloFlow”的服务编排。

步骤2 创建变量。

1.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中，单击 ，进入全局上下文页面。

2. 单击“变量”后的 ，创建表1-33中的变量。

图 1-520 创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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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变量说明

变量名 类型 变量说明

userName 文本 传入的用户名

message 文本 欢迎信息

 

说明

在全局上下文中，除了创建基本类型的变量，还可以创建“常量”、“公式”、“对象变量”、
“系统变量”和“全局常量”，详情请参见变量及输入输出参数配置。

步骤3 单击 ，配置服务编排的输入输出参数。

图 1-521 配置输入输出参数

步骤4 将“逻辑”中的“赋值”图元，拖拽到画布中。

赋值图元可以实现对全局上下文中变量等参数进行赋值，其他图元的详情介绍，请参
见图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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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2 选择赋值图元

步骤5 配置图元。

1. 选择赋值图元，单击 。

2. 在“赋值”页面中，单击“新增行”，参照下图将创建的变量拖拽到相应的位
置。

将“"Hello,"”赋值给message变量，并将userName变量拼接到message变量
中，赋值语句将从上往下依次执行。

图 1-523 配置赋值图元

步骤6 连接图元指定逻辑关系，即从开始图元连向赋值图元，表示服务编排开始执行后，执
行赋值图元的赋值语句。

图 1-524 连接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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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单击 ，进入服务编排调试页面。

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内容，并单击“运行”。

{
    "userName": "AppCube"
}

运行结果如下，输出“Hello,AppCube”。

图 1-525 运行结果

步骤9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步骤10 调试已创建的服务编排。

1.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2. 单击开放接口后的 ，新建一个hellowFlow开放接口，单击“保存”。

图 1-526 新建开发接口 hellowFlow

3.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4. 单击自定义接口后的 ，选择“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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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7 查看 API

5. 在预览页面，单击“测试一下”，输入示例模型，单击“运行”。

图 1-528 测试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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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9 查看 API 测试结果

----结束

1.6.3 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

场景描述

实现场景：根据查询到的呼吸机资源，数据判断资源是否充足，并修改相关资源信
息。

实现方案：提前创建好呼吸机资源对象Respirator，使用服务编排实现上述场景功能。

1. 通过循环图元对传入的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即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
源数组）进行遍历，并将数组中的每个元素放置到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空闲
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元素）中。

2. 通过“赋值”图元，设置参数。

将当前遍历的对象变量元素，添加到此次申请的原始呼吸机资源数组中，并对计
数进行加一操作。将当前遍历的对象变量元素的字段医院信息修改为发起呼吸机
申请的医院信息，将呼吸机状态修改为“使用中”，并添加到申请后的呼吸机资
源数组中。

3. 通过“决策”图元，判断资源是否充足。

– 走“ResourceEnough1”分支：在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满足申请数量
时，跳出循环，返回信息“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 走“ResourceNotEnough1”分支：循环遍历全部元素后仍未满足申请数
量，将走Finish连线进行资源是否充足的判断：

▪ 走“ResourceEnough2”分支：资源充足情况下，返回“资源充足，申
请呼吸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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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ResourceNotEnough2”分支：当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
实际存在的资源数量比申请的数量少时，代表申请的资源不足，返回信
息“资源不足，申请失败！”。

图 1-530 总体编排流程

前提条件

开发呼吸机申请服务，首先需要创建呼吸机资源对象Respirator，作为呼吸机申请服务
处理的对象。

表 1-34 Respirator 对象自定义字段

字段名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status 文本 呼吸机当前状态，“空闲”或“使用中”。

hospital 文本 呼吸机当前所在医院。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对象后的 ，进入创建对象页面。

步骤4 设置对象的名称和唯一标识为“Respirator”，单击“确定”。

步骤5 在创建的对象Respirator中，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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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1 编辑对象

步骤6 在“字段”页签，单击“添加”。

步骤7 设置字段显示名称和唯一标识为status，字段类型设置为“文本”，单击“确认”。

图 1-532 设置字段 status

步骤8 参考上述操作，添加“hospital”字段。

----结束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名称”和“标签”为
“ProcessRespiratorResource”的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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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3 创建服务编排 ProcessRespiratorResource

步骤2 参照表1-35，定义服务编排使用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表 1-35 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num 数字 申请的呼吸机数量。

count 数字 添加到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资源数
量。

hospital 文本 申请呼吸机的医院。

msg 文本 申请结果。

RespiratorInf
o

Respirator对象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元素。

RespiratorInf
os

Respirator对象数
组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

RespiratorRe
cs

Respirator对象数
组

此次申请的原始呼吸机资源数组。

RespiratorInf
osUpdate

Respirator对象数
组

申请成功后，已修改所在地信息和状态的呼吸
机资源数组。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

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 ，创建普通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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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4 添加变量

3.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图 1-535 设置变量

4. 配置数字类型的变量“num”，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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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6 配置变量

表 1-36 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新建变量的名称，直接输入“num”。

数据类型 变量的数据类型，根据需要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即可。

本示例配置为“数字”。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本示例不用配置。

描述 新增变量的描述说明，建议填写该变量的作用。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本示例不勾选。

 
5. 参考上述操作，创建其他普通变量“count”（数字类型）、“hospital”（文本

类型）和“msg”（文本类型）。

6.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 ，创建对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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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7 添加对象变量

7. 设置对象变量名称为“RespiratorInfo” ，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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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8 配置对象变量

8. 按照上述操作，创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对象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
对象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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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9 配置数组类型对象变量

9. 按照上述操作，创建数组类型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Recs”和
“RespiratorInfosUpdate”。

所有变量创建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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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0 成功创建变量

10. 设置开始图元的入参和出参。

a. 在画布中，单击“开始”图元 。

b.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的“全局上下文”，进入“全局上下文”
页面。

c. 将变量“num”、变量“hospital”、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拖拽
到“入参”中，将变量“msg”、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Recs”和
“RespiratorInfosUpdate”拖拽到“出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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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1 配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出参

步骤3 该服务编排主要使用了“赋值”、“循环”、“跳出循环”和“决策”四种图元，按
照下图将相关图元拖拽到画布中对应位置。

图 1-542 拖拽图元

步骤4 配置“循环”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循环”图元Loop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循
环呼吸机资源”、“名称”为“LoopRespi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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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3 配置“循环”图元基本信息

2. 单击 ，在“循环”页面进行配置。

将创建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由展开的“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到
“数组”输入框中，将创建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拖拽到“元素”输入框
中，“排序”保持“升序”。

图 1-544 配置“循环”页面

说明

如上图配置，能够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进行遍历，并将数组中的每个元素放置
到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中，进行下一步操作。

3. 在画布上，把鼠标放在起点图元 上，从“+”拖动鼠标，在起点图元和“循
环”图元间增加连线。

4. 从“循环”图元Loop0连向“赋值”图元Assignment0，连线类型为“Next”
（即“下一个取值”）。

5. 从“循环”图元Loop0连向“决策”图元Decision1，连线类型为“Finish”（即
“遍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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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5 连接图元

步骤5 配置“赋值”图元Assignment0。

1. 单击画布中的“赋值”图元Assignment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
为“设置参数”、“名称”为“SetParams”。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赋值”页面单击“新增行”，添加赋值语句，在展开
的“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变量到赋值语句中。

图 1-546 配置“赋值”图元

说明

赋值语句实现如下功能：

– 将当前遍历的对象变量元素添加到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并对计数进行加一操
作。

– 将当前遍历的对象变量元素的医院字段修改为发出申请的医院信息，将状态字段修改为
“使用中”，并添加到数组中作为修改对象记录时的入参信息。

3. 从“赋值”图元Assignment0连向“决策”图元Decision0。

步骤6 配置“决策”图元Decisio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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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画布中的“决策”图元Decision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判断资源是否足够”、“名称”为“JudgeNum”。

2. 单击 ，在“决策”页面做如下设置。

如图1-547所示，单击“默认”结果，将名称设置为“ResourceNotEnough1”。
如图1-548所示，单击“新增”，新增一个名为“ResourceEnough1”的结果。
在右侧单击“新增行”，新增可视公式“{!num} == {!count}”。

图 1-547 分支 ResourceNotEnough1

图 1-548 分支 ResourceEnough1

3. 从“决策”图元Decision0连向“循环”图元，连线类型为
“ResourceNotEnough1”，从“决策”图元Decision0连向“跳出循环”图元
Break0，连线类型为“ResourceEnough1”。

图 1-549 连接“决策”图元和其他图元

说明

连线的作用是当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的资源数量与申请的数量相同时，代表申请
的资源已足够，走“ResourceEnough1”分支，可跳出循环。否则走
“ResourceNotEnough1”分支，遍历一个元素进行数据处理。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41



步骤7 配置“跳出循环”图元Break0。

1. 单击画布中的“跳出循环”图元Break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资源足够跳出循环”，名称为“Break”。

2. 单击 ，在“跳出循环”页面的“循环”下拉框中，选择需要中断的循环
“LoopRespirator”（在步骤4中配置的“LoopRespirator”为）。

图 1-550 配置“跳出循环”页面

3. 从“跳出循环”Break0连向“赋值”图元Assignment1。

步骤8 配置“赋值”图元Assignment1。

1. 单击画布中的“赋值”图元Assignment1，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
为“设置资源充足的返回信息”，名称为“setSuccessed”。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赋值”页面单击“新增行”，添加赋值语句“msg =
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图 1-551 配置“赋值”图元 Assignment1。

步骤9 配置“决策”图元Decision1。

1. 单击画布中的“决策”图元Decision1，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判断资源是否足够”，名称为“judgeNum2”。

2. 单击 ，在“决策”页面做如下设置。

如图1-552所示，单击“默认”结果，将名称设置为“ResourceEnough2”。如
图1-553所示，在右侧单击“新增行”，新增一个名为“ResourceNotEnough2”
的结果，新增可视公式“{!num} >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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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2 分支“ResourceEnough2”

图 1-553 分支“ResourceNotEnough2”

3. 从“决策”图元Decision1连向“赋值”图元“设置资源充足的返回信息”，连线
类型为“ResourceEnough2”，从“决策”图元Decision1连向“赋值”图元
Assignment2，连线类型为“ResourceNotEnough2”。

图 1-554 连接“决策”图元和其他图元

说明

当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实际存在的资源数量比申请的数量少时，代表申请的资源
不足，走“ResourceNotEnough2”分支，设置资源不足情况下的返回信息。否则走
“ResourceEnough2”分支，资源充足情况下返回“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步骤10 配置“赋值”图元Assignment2。

1. 单击画布中的“赋值”图元Assignment2，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
为“设置资源不足的返回信息”，名称为“setFailed”。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赋值”页面单击“新增行”添加如下赋值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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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5 配置“赋值”图元 Assignment2

赋值语句如下：

– msg = 资源不足，申请失败！

– RespiratorRecs = {!$GlobalConstant.Null}
– RespiratorInfosUpdate = {!$GlobalConstant.Null}

说明

配置服务返回信息参数，将对象数组清空，提示“资源不足，申请失败！”。

步骤11 在页面上方，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12 保存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3 在服务编排运行页面，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 申请2台呼吸机。

其中，“CNAME”为命名空间名称，请替换为环境中实际配置的命名空间。
{
    "num": 2,
    "hospital": "第8人民医院",
    "RespiratorInfos":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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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QI9WC",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3",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SqXgm",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4",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2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UpjbE",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5",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2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X6Wdk",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6",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3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be6im",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8",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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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步骤14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返回如下信息，表示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数量大于申请所需的数量。在资源满
足的情况下返回申请成功后，修改所在地信息和状态的呼吸机资源数组
“RespiratorInfosUpdate”，以及返回申请的原始呼吸机资源数组
“RespiratorRecs”。返回信息msg，即“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
  "interviewId": "002N000000m53Y4zJwci",
  "outputs": {
    "RespiratorInfosUpdate": [
      {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CANME__hospital__CST": "第8人民医院",
        "CANME__status__CST": "使用中",
        "id": "cVjc000000fgrFwQI9WC",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3",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CANME__hospital__CST": "第8人民医院",
        "CANME__status__CST": "使用中",
        "id": "cVjc000000fgrFwSqXgm",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4",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RespiratorRecs": [
      {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CAN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AN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Vjc000000fgrFwQI9WC",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3",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CAN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AN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Vjc000000fgrFwSqXgm",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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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4",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msg": "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
}

步骤15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单击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6.4 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数据的增删改查

使用说明

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中创建了呼吸机资源对象Respirator，本章节将介绍
通过服务编排中内置的对象操作图元来开发服务编排，实现Respirator对象数据的增删
改查功能。

创建对象数据

由于服务编排中内置的记录创建图元无法批量创建，需要循环调用记录创建图元，进
行批量创建。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名称”和“标签”为“CreateRespirator”的服
务编排。

步骤2 参照表1-37，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入参。

表 1-37 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RespiratorIn
fo

Respirator对象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元素。

RespiratorIn
fos

Respirator对象数
组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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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6 添加对象变量

2. 设置对象变量名称为“RespiratorInfo” ，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单击“保存”。

图 1-557 配置对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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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服务编排中只允许引用当前应用工程下的资源（例如对象、脚本），上图中的对象需要和
服务编排在同一应用中。

3. 按照上述操作，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
的对象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
存”。

图 1-558 配置数组类型对象变量

4.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拖拽到“入
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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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9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拖拽快捷目录中的“循环”图元以及“基本”目录中的“记录创建”图元到画布中，
并与“开始”图元进行如下连线。

图 1-560 拖拽图元

步骤4 配置“循环”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循环”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和名称为
“LoopRespiratorInfos”。

图 1-561 配置“循环”图元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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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进入“循环”配置页面，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s到“数组”输入框中，拖拽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到“元素”输
入框中。

图 1-562 配置“循环”页面

说明

如上图配置，能够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进行遍历，并将数组中的每个元素放置
到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中，进行下一步操作。

步骤5 配置“记录创建”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记录创建”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及名称为
“CreateRespirator”，并勾选“使用快速创建模式”。

图 1-563 配置“记录创建”图元基本信息

2. 单击 ，在“记录创建”页面，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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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4 配置“记录创建”页面

步骤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保存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8 在服务编排运行页面，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创建3条对象记录。

其中，“CNAME”替换为环境中实际配置的命名空间。
{
    "RespiratorInfos": [
        {
            "name": "呼吸机1",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2",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3",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

步骤9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该服务编排。

----结束

查询对象数据

介绍如何通过记录查询图元，查询Respirator对象数据中“状态”为“空闲”的对象记
录。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名称”和“标签”为“SelectRespirator”的服
务编排。

步骤2 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出参。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

。

2.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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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5 创建数组类型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

3.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拖拽到“出
参”中。

图 1-566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拖拽“基本”目录中的“记录查询”图元到画布中，并与“开始”图元进行如下连
线。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53



图 1-567 拖拽图元

步骤4 配置“记录查询”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记录查询”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及名称
为“SelectRespirator”，并勾选“使用快速查询模式”。

图 1-568 配置“记录查询”图元基本信息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记录查询”页面中，将创建的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s由展开的“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在“条
件”中单击“新增行”，新增条件语句，“排序”为可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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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9 配置“记录查询”页面

说明

条件中的“值”，需要使用英文双引号。

步骤5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6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7 由于该服务编排没有配置入参，直接单击“运行”，即可查询对象数据。

步骤8 查看是否返回所有状态为空闲的对象记录。
    {
  "interviewId": "002N0000XXXXXXx5Cy",
  "outputs": {
    "RespiratorInfos": [
      {
        "createdBy": "10gd000XXXXXX7Pea",
        "createdBy.name": "XXX",
        "createdDate": "2021-08-10 14:25:18",
        "currencyIsoCode": "USD",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nE0000000m5Kvrl7kSe",
        "lastModifiedBy": "10gd000XXXXXXq7Pea",
        "lastModifiedBy.name": "XXX",
        "lastModifiedDate": "2021-08-10 14:25:18",
        "name": "呼吸机1",
        "owner": "10gd0000XXXXXXq7Pea",
        "owner.name": "gonCNAMEhen"
      },
      {
        "createdBy": "10gd000000bZHUAq7Pea",
        "createdBy.name": "XXX",
        "createdDate": "2021-08-10 14:25:18",
        "currencyIsoCode": "USD",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nE0000000m5KvrtM7EW",
        "lastModifiedBy": "10gd0000XXXXXXea",
        "lastModifiedBy.name": "XXX",
        "lastModifiedDate": "2021-08-10 14:25:18",
        "name": "呼吸机2",
        "owner": "10gd000000bZHUAq7Pea",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55



        "owner.name": "XXX"
      },
      {
        "createdBy": "10gd000XXXXXX7Pea",
        "createdBy.name": "XXX",
        "createdDate": "2021-08-10 14:25:18",
        "currencyIsoCode": "USD",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nE0000000m5KvrykUhk",
        "lastModifiedBy": "10gd0000XXXXXXPea",
        "lastModifiedBy.name": "XXX",
        "lastModifiedDate": "2021-08-10 14:25:18",
        "name": "呼吸机3",
        "owner": "10gd000000bZHUAq7Pea",
        "owner.name": "XXX"
      }
    ]
  }
}

步骤9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修改对象数据

介绍如何通过记录更新图元，修改Respirator对象数据。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名称”和“标签”为“UpdateRespirator”的
服务编排。

步骤2 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入参。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

。

2.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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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0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

3.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拖拽到“入
参”中。

图 1-571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拖拽“基本”目录中的“记录更新”图元到画布中，并与“开始”图元进行如下连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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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2 拖拽图元

步骤4 配置“记录更新”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记录更新”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及名称
为“UpdateRespirator”，并勾选“使用快速更新模式”。

图 1-573 配置“记录更新”图元基本信息

2. 单击 ，在“记录更新”页面，将创建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由展开的“全
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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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4 配置“记录更新”页面

步骤5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6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7 在服务编排运行页面，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

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参数，修改Respirator对象数据，更新状态为“使用
中”。其中，“CNAME”替换为环境中实际配置的命名空间，“id”取值替换为查询
对象数据中查询出呼吸机的id。
{
    "RespiratorInfos": [
        {
            "id": "cnE0000000m5Kvrl7kSe",
            "CNAME__status__CST": "使用中"
        },
        {
            "id": "cnE0000000m5KvrtM7EW",
            "CNAME__status__CST": "使用中"
        }
    ]
}

步骤8 单击页面上方的 ，激活服务编排。

----结束

删除对象数据

介绍如何通过记录删除图元，删除Respirator对象数据。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创建“名称”和“标签”为“DeleteRespirator”的服务编
排。

步骤2 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出参。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

。

2.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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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5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

3.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拖拽到“入
参”中。

图 1-576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拖拽“基本”目录中的“记录删除”图元到画布中，并连接“开始”和“记录删除”
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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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配置“记录删除”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记录删除”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及名称为
“DeleteRespirator”，并勾选“使用快速删除模式”。

2. 单击 ，在“记录删除”页面将创建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由展开的“全局
上下文”页面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

图 1-577 配置“记录删除”页面

步骤5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6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7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删除2条对象记录。

其中，“id”取值替换为查询对象数据中查询出的呼吸机的id。
{
    "RespiratorInfos": [
        {
            "id": "cnE0000000m5Kvrl7kSe"
        },
        {
            "id": "cnE0000000m5KvrtM7EW"
        }
    ]
}

步骤8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6.5 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实现呼吸机申请服务

场景描述

实现场景：由于呼吸机资源缺乏，为了有效利用剩余的呼吸机，需要提供呼吸机申请
服务进行资源调度。申请人调用服务接口提供医院信息和申请呼吸机资源数量，服务
根据系统中处于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判断资源是否充足，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返
回被申请的呼吸机信息并修改系统中相应呼吸机的医院信息和状态。

实现方案：使用服务编排实现上述功能，实现逻辑如下：

1. 通过调用查询对象数据中创建的服务编排，获取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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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调用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中创建的服务编排，进行资源是否充
足的判断，返回被申请的呼吸机信息。

3. 通过决策图元判断上一步骤返回的申请呼吸机信息，做出下一步操作。

– 走“ResourceEnough”分支：在资源满足的情况下，调用修改对象数据中创
建的服务编排，修改系统中被申请的呼吸机的医院信息和状态。

– 走“ResourceNotEnough”分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返回错误信息。

图 1-578 呼吸机申请服务总体流程

前提条件
● 参考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中操作，创建呼吸机资源对象Respirator，

作为呼吸机申请服务处理的对象。

● 参考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中操作，开发服务编排，实现对Respirator
对象数据进行逻辑处理。

● 参考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数据的增删改查中操作，开发服务编排，实现对
Respirator对象数据进行增删改查。

如何开发呼吸机申请服务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名称”和“标签”为“RespiratorApply”的服
务编排。

步骤2 参照表1-38，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表 1-38 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num 数字 申请的呼吸机数量。

hospital 文本 申请呼吸机的医院。

msg 文本 申请结果。

RespiratorI
nfos

Respirator对
象数组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后用于存放信
息修改后的资源数组）。

Respirator
Recs

Respirator对
象数组

此次申请的原始呼吸机资源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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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 。

图 1-579 创建变量

2.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图 1-580 设置变量

3. 配置数字类型的变量“num”，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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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1 配置变量

表 1-39 普通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新增变量的名称，直接输入“num”。

数据类型 变量的数据类型，根据业务需求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

本示例设置为“数字”。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本示例不用配置。

描述 新增变量的描述说明，建议填写该变量的作用。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本示例不勾选。

 
4. 参考上述操作，创建文本类型的变量“hospital”、“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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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2 成功创建变量

5.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

。

图 1-583 创建对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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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考上述操作，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
的对象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
存”。

图 1-584 配置数组类型对象变量

7. 参考上述操作，创建数组类型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Recs”，注意要选中“是否
为数组”。

8.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变量num、变量hospital拖拽到“入参”中，将
变量msg、对象变量RespiratorRecs拖拽到“出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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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5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该服务编排主要使用了三种图元，分别是“子服务编排”“赋值”、“决策”图元，
按照下图将相关图元拖拽到画布中对应位置。

图 1-586 拖拽图元

步骤4 在画布上，把鼠标放在起点图元 上，从“+”拖动鼠标，在起点图元和“子服务编
排”图元Flow0间增加连线。

步骤5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0。

1. 单击画布中的“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查询呼吸机资源”，名称为“SelectRespi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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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7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基本信息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子服务编排”页面“服务编排实例”中，选择查询对
象数据创建的服务编排“SelectRespirator”。配置输出参数，从“全局上下文”
页面拖拽变量到“目标”中。

图 1-588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 Flow0

说明

如上图配置，将调用查询对象数据中开发的查询对象记录服务编排，并将查询结果存放到
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中。

步骤6 从“子服务编排”图元“SelectRespirator”，连向“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1。

步骤7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1。

1. 单击画布中的“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1，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处理呼吸机资源”，名称为“ProcessRespiratorResouce”。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子服务编排”页面“服务编排实例”中，选择使用服
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创建的服务编排“ProcessRespiratorResource”，配
置入参和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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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9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 Flow1

说明

如上图配置，将调用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中开发的资源处理服务编排，并将
查询对象记录服务编排中返回的空闲状态下呼吸机资源以及申请医院、资源数量作为入参
传入，返回申请结果、被申请的呼吸机资源以及修改信息后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存入相应对
象变量。

3. 从“子服务编排”图元“ProcessRespiratorResouce”连向“决策”图元
Decision0。

步骤8 配置“决策”图元Decision0。

1. 单击画布中的“决策”图元Decision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判断资源是否充足”，名称为“judgeResource”。

2. 在“决策”页面中，单击“默认”结果，将名称设置为“ResourceEnough”，单
击“新增”，新增一个名为“ResourceNotEnough”的结果，并按照下图进行配
置。

图 1-590 配置默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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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1 新增“ResourceNotEnough”

说明

“ResourceNotEnough”结果表示当返回的资源数组为空时，代表资源不足，走向赋值图
元设置错误信息。默认的“ResourceEnough”结果代表资源充足，将进行系统中数据的修
改。

3. 从“决策”图元“judgeResource”连向“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2，连线类型为
“ResourceEnough”，从“决策”图元Decision0连向“赋值”图元
Assignment0，连线类型为“ResourceNotEnough”。

步骤9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2。

1. 单击画布中的“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2，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修改呼吸机资源状态”，名称为“UpdateRespiratorResource”。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子服务编排”页面“服务编排实例”中，选择修改对
象数据中创建的服务编排“UpdateRespirator”，并配置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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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2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 Flow2

说明

如上图配置，将调用修改对象数据中开发的修改对象记录服务编排，根据传入的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s对系统中的对象数据进行修改。

步骤10 配置“赋值”图元Assignment0。

1. 单击画布中的“赋值”图元Assignment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
为“设置错误信息”，名称为“setError1”。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赋值”页面进行配置赋值语句，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设置相应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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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3 配置赋值图元 Assignment0

步骤11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12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3 进行测试。

● 当资源不足时，测试服务是否报错并返回相应错误信息。

a.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人民第66医院需要申请5台呼吸机。
{
    "hospital": "人民第66医院",
    "num": 5
}

b.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返回如下信息，表示资源不足，申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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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4 输出结果

● 当资源充足时，返回信息“资源充足，呼吸机申请成功！”，以及申请的呼吸机
资源信息，并修改系统中对象数据。

a. 打开创建对象数据中创建的服务编排“CreateRespirator”，单击页面上方的

，运行服务编排。

b.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创建5台某医院空闲的呼吸机。

其中，“CNAME”为命名空间名称，请替换为环境中实际配置的命名空间。
{
    "RespiratorInfos": [
        {
            "name": "呼吸机1",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2",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3",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4",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5",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

c. 打开本节开发的服务编排“RespiratorApply”，单击页面上方的 ，运行服
务编排。

d.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人民第66医院需要申请5台呼吸机。
{
    "hospital": "人民第66医院",
    "num": 5
}

e.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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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充足时，如下图所示返回信息“资源充足，呼吸机申请成功！”，以及
申请的呼吸机资源信息。

图 1-595 输出界面

步骤14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6.6 变量及输入输出参数配置
变量是可以变化的量，即可以被赋值所改变的参数。某个具体的服务编排中一般都会
涉及输入输出变量，本章节介绍在服务编排中如何创建普通变量、集合变量、结构体
变量、配置输入输出参数等内容。

创建普通变量或集合变量

步骤1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右侧，选择 。

步骤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 。

图 1-596 创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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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步骤4 设置页面参数，单击“保存”。

图 1-597 配置变量

表 1-40 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新建变量的名称。

数据类型 新建变量的数据类型，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即可。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描述 新建变量的描述信息。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结束

创建常量

步骤1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右侧，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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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常量”后的 。

步骤3 单击新增常量后的“...”，选择“设置”。

步骤4 设置页面参数，单击“保存”。

图 1-598 配置常量

表 1-41 常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新建常量的名称。

数据类型 常量的数据类型，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即可。

值 新建常量的取值。

描述 该常量的描述信息。

 

----结束

创建公式变量

公式变量主要用于变量赋值、表达式计算、参数传递等。

步骤1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右侧，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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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公式”后的 。

步骤3 设置页面参数，单击“保存”。

图 1-599 配置公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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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公式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新建公式变量的名称。

数据类型 公式变量的数据类型，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即可。

描述 新增公式变量的描述信息。

表达式 设置新增变量的表达式。

 

----结束

创建私有结构体

服务编排中如果涉及复杂结构体参数，可以先创建全局或私有结构体，并用作参数类
型。

创建全局结构体和私有结构体后，再参考创建对象变量/结构体变量/事件变量中操
作，创建全局结构体变量和私有结构体变量，作为服务编排的参数类型。

步骤1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右侧，选择 ，在私有结构体页面单击“新增”。

该“私有结构体”页面有两个“新增”按钮，单击上面的“新增”按钮，是通过设置
页面参数新建私有结构体。单击下面的“新增”按钮，是通过输入JSON Schema类型
的数据源码定义私有结构体。

图 1-600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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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若上一步单击“私有结构体”页面上方的“新增”按钮，请执行该步骤）设置页面
参数。

● 在“基本信息”中，输入结构体名字、描述信息。

● 在“结构体成员”中，设置自定义成员变量，包括设置成员变量的名称、数据类
型、是否必填、是否是集合和描述信息等。单击“新增”，可增加成员变量，支
持设置全局结构体或私有结构体成员变量。当私有结构体的成员变量包含结构体
类型时，您需要提前定义成员结构体。例如，下图中成员变量“hobby”为私有
结构体类型，需要提前创建“create”私有结构体。

图 1-601 配置私有结构体

步骤3 （若上一步单击“私有结构体”页面下方的“新增”按钮，请执行该步骤）在“创建
JSON Schema”页面中，定义结构体名称，在“JSON源码”中输入数据源码，单击

，系统会进行校验，转换成服务编排中的结构体类型，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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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02 创建 JSON Schema

数据源码示例如下：

{
    "name": "xiaoming",
    "age": 18,
    "father": {
        "name": "daliu",
        "gender":"male"
    },
        "brother": {
        "name": "xiaolei",
        "gender":"male"
    }
}

创建成功后，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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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03 创建成功

该方式创建的结构体中，包含成员结构体时，成员结构体具体定义不会在界面显示，
且其他结构体不可引用。

JSON结构体支持嵌套，例如上述创建的“family”结构体，在“JSON Schema结构
体”区域再次单击“新增”，新增“company”结构体，里面“ceo”嵌套引用
“family”结构体，如下图所示，在定义结构体输入值时，您可以输入“$”符号，选
择当前服务编排中的其它结构体进行嵌套引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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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对象变量/结构体变量/事件变量

步骤1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右侧，选择 。

步骤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 。

步骤3 设置页面参数，以创建对象变量为例进行介绍。

图 1-604 配置对象变量

表 1-43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新建变量的名称。

对象 请选择具体的对象。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描述 新建变量的描述信息。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变量即集合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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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配置服务编排的输入输出参数

步骤1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中，单击起始图元。

步骤2 在右侧菜单，选择 。

步骤3 从全局上下文页面中，拖拽已定义的参数到相应的入参和出参区域，设置服务编排的
入参和出参。

图 1-605 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结束

1.6.7 图元配置

1.6.7.1 子服务编排图元

子服务编排图元的作用

当需要在服务编排中，嵌套使用系统中已存在并启用的其他服务编排时，可使用子服
务编排图元。或者当业务场景比较复杂，可先将整体流程拆分成子流程，先定义好子
服务编排并启用，在总体的服务编排中调用子服务编排实现完整功能。

子服务编排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基本中，拖拽“子服务编排”图元到右侧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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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选中画布中的子服务编排图元，单击 ，配置基本信息。

表 1-44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子服务编排图元的名称，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
格式为Flow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图元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单击 ，选择服务编排实例、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

图 1-606 配置子服务编排

表 1-45 子服务编排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服务编排实例 选择服务编排的名称。

只有在启用状态下的服务编排，才能作为子服务编排被其他服
务编排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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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目标 子服务编排的输入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在下拉框中选择子服务编排输入参数的名
称。

输入参数/源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为目标赋值。

可直接填写，也可以拖入全局上下文变量，将服务编排中的变
量赋值给子服务编排中的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源 子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在下拉框中选择子服务编排输出参数的名
称。

输出参数/目标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子服务编排中的输出参数赋值给服务编排
中的变量。

在全局上下文变量中，将子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赋值给服务编
排中的变量。

 

----结束

1.6.7.2 脚本图元

脚本图元的作用

当需要在服务编排中，嵌套使用系统中已存在并启用的脚本时，可使用脚本图元。或
者当业务场景比较复杂时，可以将整体服务编排进行拆分，先定义好脚本实现子功
能，并启用，在总体的服务编排中调用脚本实现完整功能。

脚本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基本中，拖拽“脚本”图元到右侧画布中。

步骤2 选中画布中的脚本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46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脚本图元的名称，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
为Script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图元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单击 ，选择脚本、设置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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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07 配置脚本

表 1-47 脚本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脚本 调用的脚本名称，只有在启用状态下的脚本才能被服务编排调
用。

输入参数/目标 脚本的输入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在下拉框中选择脚本输入参数的名称。

输入参数/源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为目标赋值。

可直接填写，也可以拖入全局上下文变量，将服务编排中的变
量赋值给脚本中的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源 脚本的输出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在下拉框中选择脚本输出参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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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输出参数/目标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脚本中的输出参数赋值给服务编排中的变
量。

拖入全局上下文变量，将脚本的输出参数赋值给服务编排中的
变量。

 

----结束

1.6.7.3 记录创建图元

记录创建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新增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INSERT INTO命令。

记录创建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基本中，拖拽“记录创建”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记录创建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48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记录创建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
式为RecordCreate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
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使用快速创建
模式

是否启用快速创建模式。

● 若勾选该参数，表示为快速模式。该模式可以创建一条或者多
条记录，仅需要配置对象的对象变量（与对象关联的变量）或
对象变量数组。该图元负责将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的值写
入数据库。当对象变量为数组时，则实现创建多条记录。创建
成功后，返回的记录ID自动保存在对象变量中。创建记录的各
个字段的值为对象变量中的值，因此一般需要在创建记录之前
先给对象变量进行赋值。

● 不勾选，表示为普通模式。该模式下每次执行到该图元仅创建
一条记录，需要配置要创建记录的对象名，对象中字段的值，
返回的记录ID保存到变量名中。

默认不勾选。

 

步骤3 单击 ，在“记录创建”页面进行配置。

● 若上一步勾选“使用快速创建模式”，则需要指定一个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
对象变量数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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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的值创建新记录。例如，如下图所示，使用
“accountCreate”对象变量的值创建新记录。

图 1-608 快速创建模式

表 1-49 快速创建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变量 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使用该对象变量或者
对象变量数组的值创建新记录。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直接输入对象变量/对象变量数组。

当前服务编排出
现错误时回滚

– 勾选表示在服务编排中，当后续图元失败的情况下，就
可以回滚到上一流程。

– 不勾选，在服务编排中，当出现后边图元失败的情况
下，对象记录操作的图元就不回滚。

默认为勾选。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改设置。

 
● 若上一步未勾选“使用快速创建模式”，则需要指定对象并为对象的字段赋值来

创建记录。例如，如下图所示，为“Account”对象新增“name”为“Lily”的
数据记录，在变量“var_record_id”中保存新建的记录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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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09 普通创建模式

表 1-50 普通创建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对象 指定的具体对象。

当前服务编排出
现错误时回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一流程。

默认为勾选。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改设置。

赋值 选中对象后，该赋值区域“目标”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
段。如果需要给多个字段赋值，则单击“新增行”，定义
其他字段的值。

在“目标”中选择需要赋值的对象字段，“源”则可从全
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名}”。

变量 将创建的记录ID分配到该变量中，以便在服务编排中引
用。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直接输入文本类型变量。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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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 记录删除图元

记录删除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删除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DELETE命令。

记录删除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基本中，拖拽“记录删除”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记录删除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51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RecordDelete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图元的描述信息。

使用快速删除
模式

是否启用快速删除模式。

● 若勾选该参数，表示为快速模式。
根据对象变量中的记录ID，删除对应的记录。当配置的对象变
量为数组时，则从数据库中删除对象变量数组中的包含的所有
记录（按照记录ID进行删除）。

● 不勾选，表示为普通模式。
按照条件删除指定对象中的记录，需要配置待删除记录对应的
对象名，删除条件。

默认不勾选。

 

步骤3 单击 ，在“记录删除”页面进行配置。

● 若上一步勾选“使用快速删除模式”，则需要指定一个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
对象变量数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使用
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的记录ID删除对应的对象记录。例如，如下图所示，
使用“accountDelete”对象变量的记录ID删除对象记录。

图 1-610 快速删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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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快速删除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变量 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使用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中的
记录ID删除对象记录。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直接输入对象变量/对象变量数组。

当前服务编排出
现错误时回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一流程。

默认为勾选。若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改设置。

 

● 若上一步未勾选“使用快速删除模式”，则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
象部分字段的值，根据条件删除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例如，如下图所示，删除
“Account”对象“name”为“Lily”的记录。

图 1-611 普通删除模式

表 1-53 普通删除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对象 指定的具体对象。

当前服务编排出
现错误时回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一流程。

默认为勾选。若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改设置。

条件 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
段。单击“新增行”，可设置删除数据的条件。

在“字段”中选择要进行判断的对象字段，在“比较符”
中选择相应的比较符，“值”则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
或者直接输入“{!变量名}”。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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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 记录查询图元

记录查询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根据条件查询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SELECT命令。

记录查询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基本中，拖拽“记录查询”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记录查询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54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RecordSelect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使用快速查询
模式

是否启用快速查询模式。

● 若勾选该参数，表示为快速模式。
仅配置查询条件即可，查询结果自动保存在对象变量中。如果
对象变量不是数组，则仅保存第一条符合条件的记录。如果对
象变量为数组，则保存所有返回的记录。

● 不勾选，表示为普通模式。
根据条件查询对象记录，需要指明要查询的对象名、查询条
件，需要查询的字段列表，查询结果需要保存到设置的变量
中。

默认不勾选。

 

步骤3 单击 ，在“记录查询”页面进行配置。

● 若上一步勾选“使用快速查询模式”，则需要指定一个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
对象变量数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并设
置条件以及选择排序方式，即可实现根据条件和排序方式将查询结果保存在对象
变量中。例如，如下图所示，根据条件查询对象数据，并将查询结果保存在对象
变量“Accoun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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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2 快速查询模式

表 1-55 快速查询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变量 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组。

查询结果自动保存在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组中。如
果对象变量不是数组，则仅保存第一条符合条件的记
录。如果对象变量为数组，则保存所有返回的记录。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直接输入对象变量/对象变量数组。

无记录时配置空值 当根据条件查询无记录时，则变量为空值。

默认为勾选。

条件 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
段。单击“新增行”，可设置查询数据的条件。

在“字段”中选择要进行判断的对象字段，在“比较
符”中选择相应的比较符，“值”则可从全局上下文拖
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名}”。

（排序）排序字段/
顺序

使查询结果根据某个字段进行升序或者降序排序。

 

● 若上一步未勾选“使用快速查询模式”，则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
象部分字段的值，根据条件查询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并赋值到设置的变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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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下图所示，查询“Account”对象“name”为“Lily”的记录，并将查
询得到的对象id赋值到"var_record_id"变量上。

图 1-613 普通查询模式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94



表 1-56 普通查询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对象 查询的具体对象名。

剔重 若查询记录有重复值，是否需要删掉重复记录只保留一
条记录。

默认不勾选，表示不删掉重复记录。

条件 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
段。单击“新增行”，可设置查询数据的条件。

在“字段”中选择要进行判断的对象字段，在“比较
符”中选择相应的比较符，“值”则可从全局上下文拖
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名}”。

（排序）排序字段/
顺序

使查询结果根据某个字段进行升序或者降序排序。

记录行的偏移量 分页，跳过前n条记录，从第n+1条记录开始。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变量
名}”，也可以是常量。

记录行的 大数目 分页，每页 多显示的记录数。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变量
名}”，也可以是常量。

记录的总行数存入变
量

查询出来的总记录数存入变量中。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变量
名}”。

（输出）源/目标 输出结果，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源”为需要查询的字段，可从下拉框中选择，“目
标”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名。

无记录时配置空值 当根据条件查询无记录时，则变量为空值。

默认为勾选。

 

----结束

如何查多条数据

通过配置记录查询图元，输出对象的多行数据列表。

例如，应用中已创建设备对象“CNAME1__Equipment__CST”，且已有如下两条数据
记录，通过在服务编排中配置记录查询图元，查询出该对象数据记录中所有的设备名
称。实现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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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先创建服务编排。

1. 参考如何创建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服务编排，名称和标签为
“queryEquipment”。

图 1-614 添加服务编排

步骤2 定义服务编排的变量。

由于本任务需要查询出对象的多行数据列表，所以需要先创建对象类型的数组型变
量，用于进行输出。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

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号。

3. 设置对象变量，保持默认“记录”类型，设置参数名称为“Equipment”（也可
自定义为其他名称），对象中选择要查询的具体对象
“CNAME1__Equipment__CST”，勾选“数组”表示该变量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
变量，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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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5 创建对象

步骤3 新增并配置记录查询图元。

1. 从左侧图元列表中，拖拽“基本”下“记录查询”图元至画布中。

该图元用于根据条件查询对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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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记录查询图元，单击 ，配置该图元。

表 1-57 普通类型记录查询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对象 查询的具体对象名，从下拉框中选择对象
“CNAME1__Equipment__CST”。

剔重 若查询记录有重复值，是否需要删掉重复记录只保
留一条记录。

默认不勾选，表示不删掉重复记录。

条件 单击“新增行”，可设置查询数据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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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排序）排序字段/顺序 将查询结果，根据某个字段，进行升序或降序排
序。

记录行的偏移量 分页，跳过前n条记录，从第n+1条记录开始。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量。

记录行的 大数目 分页，每页 多显示的记录数。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量。

记录行的总数 限定查询出来的总记录数。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量。

（输出）源/目标 输出结果，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 “源”配置为需要查询的设备名称字段
“name”，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 “目标”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对象变量的
“name”字段，拖拽后。

– “目标”取值为“Equipment[0].name”。

无记录时配置空值 当根据条件查询无记录时，则变量为空值。

默认为勾选。

 
3. 将目标“Equipment[0].name”中的“0”修改为通配符“*”。

注意

如果不改为通配符，只能查询出一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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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连接开始和记录查询图元。

在画布上，把鼠标放在起点图元 上，从“+”拖动鼠标，在起点图元和记录查询图
元间增加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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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画布空白后，单击右侧 ，设置服务编排的出参，从全局上下文里的对象变量中
拖入。

步骤6 单击服务编排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测试服务编排能否正常执行。

1.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上方的 ，执行服务编排。

2. 不用输入测试数据，直接单击“运行”。

执行成功，界面上会返回设备对象中的全部设备名称数据，样例如下：

图 1-616 返回样例

步骤8 启用服务编排。

测试成功后，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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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服务编排创建完成后，未启用默认是属于编辑状态，不能被页面或者其他服务调用。

----结束

1.6.7.6 记录更新图元

记录更新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更新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UPDATE命令。

记录更新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基本中，拖拽“记录更新”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记录更新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58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RecordUpdate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使用快速更新
模式

是否启用快速更新模式。

● 若勾选该参数，表示为快速模式。
根据对象变量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更新到数据库中。更新
的值，来源于对象变量中的值。如果对象变量为数组，则根据
对象变量中的记录ID，批量将对象变量数组更新到数据库中。

● 不勾选，表示为普通模式。
根据条件更新对象记录，需要配置修改记录对应的对象名，更
新条件，更新的各个字段的值。

默认不勾选。

 

步骤3 单击 ，在“记录更新”页面进行配置。

● 若上一步勾选“使用快速更新模式”，则需要指定一个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
对象变量数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即可
根据对象变量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更新到数据库中，更新的值来源于对象变
量中的值。如下图所示，根据对象变量“Accountupdate”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
量中的值更新到数据库中。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02



图 1-617 快速更新模式

表 1-59 快速更新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变量 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组。

根据对象变量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更新到数据库
中。更新的值来源于对象变量中的值。如果变量为对象
数组，则根据对象变量中的记录ID，批量将对象变量数
组更新到数据库中。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直接输入对象变量/对象变量数组。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
错误时回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一流程。

默认为勾选。若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改设置。

 
● 若上一步未勾选“使用快速更新模式”，则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

对象部分字段的值。在赋值中，设置需要更新的目标字段及更新值， 后根据条
件查找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并将赋值中的值更新到数据库中。例如，如下图所
示，更新“Account”对象“name”为“Lily”的记录，将变量
“var_record_id”值更新到“id”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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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8 普通更新模式

表 1-60 普通更新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对象 更新的具体对象名。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
误时回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一流程。

默认为勾选。若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改设置。

条件 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
段。单击“新增行”，可设置更新数据的条件。

– 在“字段”中选择要进行判断的对象字段。

– 在“比较符”中选择相应的比较符

– “值”则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
变量名}”。

赋值 选中对象后，该赋值区域“目标”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
段。如果需要给多个字段赋值，则单击“新增行”，定
义其他字段的值。

– 在“目标”中选择需要赋值的对象字段。

– “源”则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
变量名}”。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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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 发送邮件图元

发送邮件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使用系统预置的接口发送邮件。您可以直接在该图元定义邮件内容或
先创建好邮件模板然后在服务编排中使用。

前提条件

需要提前配置租户的默认邮件服务器，具体操作请参见服务编排、BPM、脚本中发送
邮件功能不可用。

发送邮件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基本中，拖拽“发送邮件”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发送邮件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61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Email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单击 ，在“发送邮件”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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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9 配置直接编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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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0 配置基于模板邮件

表 1-62 发送邮件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直接编辑 手动设置邮件信息。

基于模板 基于同一租户或基线里已有的邮件模板，设置邮件主题和内容。

模板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需要选择邮件模板。

主题 邮件标题。

● 当选中“直接编辑”时，需要配置邮件标题。

●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该参数配置区域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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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内容 邮件内容。

● 当选中“直接编辑”时，需要配置邮件内容。

●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该参数配置区域置灰。

自定义变量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需要配置模板中的参数，在“值”中进行
赋值。

地址 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字符串：直接输入邮箱地址，多个地址请用分号分隔，或者从
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代表一个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集合：表示可以从全局上下文拖拽集合变量，集合变量即数组
型变量，表示多个接收人的邮箱地址。在定义变量时勾选“是
否为数组”，则该变量被定义为集合变量。

抄送 抄送人员的邮箱地址，直接输入分号分隔的字符串或者从全局上下
文拖拽变量。

密送 秘密发送人员的邮箱地址，直接输入分号分隔的字符串或者从全局
上下文拖拽变量。

 

----结束

1.6.7.8 发送事件图元

发送事件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使用系统预置的，接口发送事件。事件可以被其他服务编排、工作
流、状态机和触发器等接收。

发送事件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基本中，拖拽“发送事件”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发送事件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63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显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Event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单击 ，在“发送事件”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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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1 配置发送事件图元

表 1-64 发送事件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事件 选择待发送的事件。

分区字段 从事件中选择一个自定义参数用作Kafka的分区字段，则根据该字段
值进行路由，相同的值将路由到同一个Kafka分区；如果不指定，则
默认随机路由到不同Kafka分区，从而提升并发处理性能。

须知
建议选择有区分度的关键字段，该字段必须是事件的自定义字段。

发送到外部 系统内部有配置与AppCube相连Kafka的固定
Topic“__BINGO_SYS_TOPIC”。

● 若不勾选“发送到外部”，表示将事件数据发到默认的Topic上。

● 若勾选“发送到外部”，表示将事件数据发送到与AppCube相连
Kafka的其他Topic上，此时需要配置其他的Topic。

默认不勾选。

延迟到事务结
束（提交或回
滚）后才发送

是否延迟到该服务编排事务结束后，才发送事件。

默认不勾选，表示流程执行到该图元时立即发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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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主题 当勾选“发送到外部”时，该参数才会显示，表示非系统配置的默
认Topic。

需要从与AppCube相连Kafka处，获取其他主题Topic。

目标/源 配置事件数据，为该事件自定义参数赋值，将“源”取值赋值到
“目标”中。单击“新增行”，可添加并进行赋值。

● 目标：从下拉框中，选择事件的自定义参数。

● 源：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直接输入“{!变量名}”，给目标赋
值。

 

----结束

1.6.7.9 赋值图元

赋值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给变量进行赋值，变量可以是服务编排中创建的普通变量、对象变
量。

赋值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逻辑中，拖拽“赋值”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赋值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65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名称，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Assignment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单击 ，在“赋值”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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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2 配置赋值图元

表 1-66 赋值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变量 可以是任意变量，例如普通变量、结构体变量、系统变量等。

操作符 操作符，目前支持普通赋值（=），变量追加（+=）与变量相
减（-=）。

值 可以是普通变量、结构体变量、系统变量，也可以新建变量获
取值，或根据类型填写常量。

常量填写提示：

● 文本类型，需要用双引号括起来，例如"abc"、"He said
Hi."。

● 数字和货币类型，支持带符号、小数点的合法数字表达形
式，例如123.5、 -12、12.3。

● 日期类型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20-10-01。

● 日期时间类型格式为YYYY-MM-DD hh:mm:ss，例如
2020-10-01 12:00:00。

● 布尔类型，只能是true或false。

● 任意类型，支持所有基本类型的格式。

 

----结束

1.6.7.10 循环图元

循环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对数组里的元素逐个取出做循环操作，类似于for each循环。循环的对
象可以是字符串、数字，也可以是结构体等。

循环图元参数配置

例如，当前有数组变量“TestList1”，“TestList2”，要求把“TestList1”中的元素逐
个加到数组“TestList2”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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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创建数组变量“TestList1”、“TestList2”和普通变量“test_var”。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

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3.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4. 设置数组变量“TestList1”，数据类型为文本。

图 1-623 数组变量“TestList1”

5. 参考上述步骤设置数组变量“TestList2”和普通变量“test_var”，普通变量不用
勾选“是否为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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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4 数组变量“TestList2”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13



图 1-625 普通变量“test_var”

步骤2 在逻辑中，拖拽“循环”图元到画布中。

步骤3 选中循环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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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7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Loop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
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步骤4 单击 ，在“循环”页面进行配置。

图 1-626 配置循环图元

表 1-68 循环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数组 进行循环的具体数组，可从全局上下文中拖拽或输入集合变量。

本示例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组变量“TestList1”，表示对数组
“TestList1”进行循环。

元素 将每次循环取出来的元素，赋值给该变量，可从全局上下文中拖拽
或者输入变量。

本示例请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普通变量“test_var”，表示将每次循
环取出来的元素赋值给变量“test_var”。

排序 循环取出的顺序，可选择升序或者降序从数组中依次取出。

 

步骤5 进行赋值操作，将“test_var”的值加到数组“TestList2”后面。

1. 在逻辑中，拖拽“赋值”图元到循环图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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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7 拖拽赋值图元

2. 单击 ，设置“标签”和“名称”为“AddToList2”。

3. 如下图所示，设置页面参数，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组变量“TestList2”到变量
中，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普通变量“test_var”到值中。将“test_var”的值加到数
组“TestList2”后面。

图 1-628 添加 Assignment 定义

步骤6 将循环和赋值连线，在连线类型选择“下一个取值”。

图 1-629 添加连线

步骤7 清空“test_var”并闭环。

1. 在逻辑中，拖拽“赋值”图元至画布中。

2. 单击 ，设置“标签”和“名称”为“testvar_Tonull”。

3. 单击 ，设置页面参数。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普通变量“test_var”到变量中，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全局常量
“$GlobalConstant.Null”到值中。清空“test_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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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0 清空 test_var 页面

步骤8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按照下图从全局上下文页面中拖拽参数到相应
的入参和出参区域，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步骤9 按照下图连线，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10 单击 ，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参数后，运行服务编排。

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参数：
{
    "TestList1": [
        "1",
        "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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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
  "interviewId": "002N000000YfbbgBStmq",
  "outputs": {
    "TestList2": [
      "1",
      "2",
      "3"
    ]
  }
}

----结束

1.6.7.11 跳出循环图元

跳出循环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中断已存在的循环，必须与循环图元搭配使用，类似break的功能。

跳出循环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逻辑中，拖拽“跳出循环”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跳出循环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69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Break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
型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单击 ，在“跳出循环”页面的“循环”下拉框中，选择当前服务编排中需要中断的
循环。

图 1-631 配置跳出循环图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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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 决策图元

决策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在服务编排中创建判断条件，根据判断结果连线其他图元，决定后续
执行何种操作，类似if语句。

决策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逻辑中，拖拽“决策”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决策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70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Decision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
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单击 ，在“决策”页面进行配置。

图 1-632 配置决策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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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决策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可编辑的结果 所有的判断条件。

● 可通过单击“新增”，新增判断条件分支，界面右侧区域配置
分支条件。

● 默认：默认输出，当其他所有条件均不满足情况下，进入该分
支。

可视 当选择“可视”时，可配置分支的判断条件。单击“新增”，可新
增判断条件，条件显示为“资源”、“比较符”、“值”。

● 资源：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名}”。

● 比较符：从下拉框中选择。

● 值：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名}”，也可
以是常量。

公式 可采用公式设置该分支条件。

公式中的变量，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

选择连接条件 当选择“可视”并设置多条判断条件时，需要设置选择连接条件
“或”或者“且”。

● 或：表示满足多条判断条件的其中一条，便可进入该分支。

● 且：表示必须同时满足多条判断条件，才可进入该分支。

 

----结束

1.6.7.13 等待图元

等待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等待已存在的事件或时间，根据条件决定后续执行何种操作。

等待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逻辑中，拖拽“等待”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等待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72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Wait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
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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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 ，在“等待”页面进行配置。

图 1-633 Wait 配置及 Pass 分支条件配置

图 1-634 Unpass 分支条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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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5 Timeout 分支条件配置

表 1-73 条件分支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可编辑的事件 所有的判断条件。

● 可通过单击“新增”，来增加判断条件分支。

● 默认：默认输出，当其他所有条件均不满足情况下，进入该
分支。

例如，新增如下三个判断条件：

● Pass：应聘者被录用。应聘通过时，Boolean类型参数
“result”赋值为全局常量“{!$GlobalConstant.True}”，表
示结果为真，即应聘通过。

● Unpass：应聘者没有被录用。应聘失败时，Boolean类型参
数“result”赋值为全局常量“{!$GlobalConstant.False}”，
表示结果为假，即应聘拒绝。

● Timeout：超时事件。基于该服务编排执行时间，超时30分钟
未返回是否录用。

事件/时间 ● 当订阅的是自定义事件时，需要选择“事件”。

● 当订阅的是系统预置的标准事件“Absolute Time Alert”，
即定时器发送的系统事件时，需要选择“时间”。

本示例中，需要配置如下：

● Pass：请选择“事件”。

● Unpass：请选择“事件”。

● Timeout：请选择“时间”。

事件 请选择需要订阅的事件，当订阅的是自定义事件时，该参数才会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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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事件条件 该分支的条件。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当订阅的是自定
义事件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分支条件中的字段，为创建该事件时设置的自定义参数，值可从
右侧全局上下文中选择拖入。

定义需要满足的
其他条件

勾选“定义需要满足的其他条件”后，可根据事件变量外的其他
变量设置追加条件。

可视 勾选“定义需要满足的其他条件”后，该参数才会显示。当选择
“可视”时，可配置追加条件的判断条件。单击“新增”，可新
增判断条件。条件显示为“资源”、“比较符”、“值”。

默认选择“可视”。

公式 勾选“定义需要满足的其他条件”后，该参数才会显示。可采用
公式设置追加条件。

选择连接条件 当选择“可视”并设置多条判断条件时，需要设置选择连接条件
“或”或者“且”。

● 或：表示满足多条判断条件的其中一条，便可进入该分支。

● 且：表示必须同时满足多条判断条件，才可进入该分支。

输出 如果需要在服务编排中，使用事件的参数，将其参数赋值到事件
变量中方便服务编排引用。

当订阅的是自定义事件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默认不需要。

基准 基准时间。当订阅的是系统预置的定时器发送事件时，该参数才
会显示。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日期/时间类型变量，也可设置为某个具体
时间，或者设置为本服务编排执行时间。

例如，在本节中设置为本服务编排执行时间，即{!
$Flow.CurrentDateTime}。

偏移时间 偏移时间，例如“30”。当订阅的是系统预置的定时器发送事件
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结束

1.6.7.14 BO 图元

BO 图元的作用

BO（商业对象）图元，即将封装好的BO能力作为服务编排中的一个节点，实现特定的
业务功能图元。需要在BO中自定义封装好API，才能在Flow中进行调用。

前提条件

已在BO中自定义封装好API，具体操作请参考如何开放API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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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BO中，拖拽所需的BO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BO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74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BO名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
型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单击 ，在“BO”页面进行配置。

图 1-636 配置 BO 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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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5 BO 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服务版本 BO中自定义API的版本号。

API类型 API类型。

操作方法 BO中已自定义好的API接口，该API接口类型必须是“服务编排”，
才可在服务编排中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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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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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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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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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1.6.7.15 Native 服务图元

Native 服务图元的作用

Native服务图元用于调用原生服务。当原生服务部署成功后，系统会把在原生服务中
自定义的API接口生成相应的restaction，供服务编排调用。

前提条件
● 已在原生服务中配置好API，详情请参见配置API。

● 已接入服务实例，详情请参见注册Native Service。

Native 服务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Native服务中，拖拽所需的Native服务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2 选中Native服务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76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原生服务名+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
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图元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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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 ，在“Native服务”页面进行配置。

图 1-637 配置 Native 服务图元

表 1-77 Native 服务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操作方法 原生服务中已自定义好的API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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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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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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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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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API中的
输出参数赋值给服务编排中的变量，供服务编排中使用。

 

----结束

1.6.7.16 连接器图元

连接器图元的作用

该图元实现与第三方系统对接。根据业务场景需要与第三方系统对接时，选择对应类
型的连接器图元进行配置。例如调用OBS连接器图元实现与OBS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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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本章节介绍调用OBS连接器图元实现与OBS的对接。您需要提前配置好连接器，具体
操作请参考对接OBS云对象存储实例。

连接器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在“连接器 > 存储”中，拖拽OBS图元到画布中。

步骤2 选择OBS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表 1-78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标签 图元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

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obs序号，序号从“0”
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一。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连接器 该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名称。

 

步骤3 单击 （不同类型的连接器图元图标有所不同），设置调用“OBS”参数。

图 1-638 配置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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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9 OBS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系统预置了如下三个动作：

● view_object_obs：系统预置的查看存储对象的接口。

● put_object_obs：系统预置的存储对象接口，用于将系统的对
象存储到OBS的存储桶中。

● get_endpoint_obs：用于获取对象存储地址的前 。该前
加上传对象的路径，是实际访问对象的全路径。

输入参数 调用的第三方系统接口的输入参数。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
加。

不同的预置动作（接口），输入参数有所不同。该章节示例动作
的输入参数配置说明如下：

● “目标”取值为“object”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名
称。

● “目标”取值为“data”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具体
数据。

● “目标”取值为“bucket”时：请在“源”中，配置桶。

● “目标”取值为“acl”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文件的
访问控制权限。取值为“private”（私有）、“public-
read”（公共读）、“public-read-write”（公共读写）和
“default”（和桶权限一致）。

输出参数 调用的第三方系统接口的输出参数。

 

----结束

1.6.8 如何运行/调试服务编排
保存服务编排后，才可以进行运行，查看服务编排的执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如果不
符合预期，可进行调试。

前提条件

运行服务编排时，要确定用户的权限配置中已勾选“执行服务编排”权限或“管理服
务编排”权限。“管理服务编排”高于且包含“执行服务编排”权限。

● 勾选“管理服务编排”权限，取消“执行服务编排”权限，仍可执行服务编排。

● 勾选“管理服务编排”，会自动同时勾选“执行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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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9 勾选“执行服务编排”权限或“管理服务编排”权限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中，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保存后，系统会对服务编排进行编译。如果有报错或者警告，请单击“确定”，在服
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修改服务编排。修改后再次保存，直至无报错和警告。

步骤2 保存成功后，单击页面上方的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3 在弹出的输入参数页面进行配置，单击“运行”。

如果有输入参数，请输入参数后，再单击“运行”。如果该服务编排没有输入参数，
可直接单击“运行”。

表 1-80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请求头参数 请求消息头的参数配置，“键”为参数名，“值”为参数
取值。

单击“请求头参数”前的 ，会显示映射区域“键”和
“值”。若需要多个请求头参数，请单击“添加行”。

responseType('arrayb
uffer')

表示返回响应的类型。勾选时，表示返回响应是一个包含
二进制数据的JavaScript ArrayBuffer。

输入参数 填写该服务编排运行实例的输入参数及取值。

 

步骤4 检查输出页签的调试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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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1 输出页签

调试结果 取值

查看日志 单击该按钮，可弹出“日志跟踪器”，显示该服务编排实
例的运行日志。

结果 调试结果。

● 成功

● '参数名'的值'%!v(BADINDEX)'无效或格式非法

输出 该服务编排的输出内容，检查输出是否和预期一致。

 

● 若输出结果符合预期，单击服务编排设计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 若发现输出结果不符合预期，单击服务编排设计器页面右上方的“跟踪”，打开
“跟踪器”页面，查看详细信息。

在“跟踪器”页面，查看服务编排执行的每一步的详细信息。检查哪一步的输出
不符合预期，并按照调试服务编排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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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0 日志跟踪器

----结束

调试服务编排

步骤1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中，选中需要设置断点的图元，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设置断点”。

设置断点后，选中图元，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禁用断点”或者“移除断点”，可禁用
或移除断点。

说明

目前不支持在等待Wait图元，以及等待图元之后的所有图元，设置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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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1 设置断点

步骤2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器上方的 ，开始调试服务编排。

步骤3 在弹出的输入参数页面进行配置，单击“运行”。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左侧，会显示调试页面。

步骤4 单击 ，可执行到下一断点，单击 ，可停止调试，查看执行到某一断点的参数变化是
否符合预期。

图 1-642 调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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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调试页面参数说明：

● 变量：展示执行到当前断点，服务编排中的变量取值情况，包括全局变量、某图
元的输入输出变量等。

● 调用堆栈：执行到当前断点时，出现的调用堆栈。

● 正在调试：正在调试的服务编排名。当执行到子服务编排时，该处显示当前子服
务编排名。

● 断点：展示设置的所有断点，选中某一断点，单击鼠标右键可出现“移除断
点”、“移除所有断点”、“启用所有断点”或“禁用所有断点”。也可以单击
该区域某一断点，进行启用或禁用该断点。

步骤5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器页面右上方的“跟踪”，打开“跟踪器”页面。

在弹出的页面，可查看服务编排执行的每一步的详细信息。

图 1-643 查看详情信息

步骤6 关闭跟踪器页签，单击 ，至执行完 后一个断点，调试结束。

步骤7 重新设计问题图元及前后逻辑，再次运行服务编排，直至结果符合预期。

步骤8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调试服务编排符合预期后，需要启用服务编排。启用后，服务编排才能在系统中使
用。

----结束

1.6.9 如何管理服务编排

使用说明

服务编排创建成功后，您可以管理服务编排，如查看服务编排、修改详情、删除服务
编排、克隆服务编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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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目录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在右侧的编排中，可查看该应用拥有或依赖的所有服务编排。

图 1-644 查看服务编排

步骤4 单击编排后的 ，进入添加目录页面。

步骤5 设置目录名称，单击“保存”。

步骤6 目录创建后，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单击目录后的 ，可新建服务编排。

● 单击目录后的 ，可新建子目录。目录创建后，可直接拖拽服务编排到目录中。

● 单击 后，选择“编辑”，可修改目录名称。

● 单击 后，选择“移动”，可移动页面、数据、逻辑、流程等到其他应用。

● 单击 后，选择“删除”，可删除目录。删除目录前，请确保当前目录为空。

----结束

查看编排详情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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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右侧的编排中，单击已创建编排后的 ，选择“详情”，进入服务编排详情页面 。

步骤4 在服务编排详情页面，查看编排的基本信息和输入/输出参数。

----结束

编辑服务编排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在右侧的编排中，单击已创建编排后的 ，选择“编辑”，进入服务编排设计页面。

步骤4 根据业务需求，重新设计服务编排。

----结束

移动服务编排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在右侧的编排中，单击已创建编排后的 ，选择“移动” 。

步骤4 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待移动的元素，单击“下一步”。

步骤5 选择应用，单击“确认 ”， 移动所选的元素到其他应用中。

只能移动到有开发权限的应用中。

----结束

删除服务编排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在右侧的编排中，单击已创建编排后的 ，选择“删除” 。

步骤4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认”。

服务编排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克隆服务编排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在右侧的编排中，单击已创建编排后的 ，选择“克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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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设置编排名称和唯一标识，单击“确认”。

克隆成功后，在编排目录下，可查看到克隆成功的服务编排。

----结束

1.6.10 如何定制服务编排

使用说明

API接口是通过开发服务编排来实现的，定制API其实是定制服务编排。当前定制服务
编排有如下种方式：

● 将基线服务编排另存为一个新的定制版本，在这个定制版本上修改。

● 基于基线服务编排中预留的扩展点，在扩展点中增加业务逻辑。

另存版本后进行定制

此处以基于服务编排“testFlow”的基线“1.0.1”版本另存一个“1.0.2”的定制版本
为例，进行说明。

步骤1 单击已创建好的服务编排“testFlow”，进入该服务编排设计页面。

步骤2 单击页面上方的 ，禁用该服务编排。

步骤3 单击页面上方的 ，进入另存为页面。

步骤4 “类型”选择“新版本”，设置服务编排标签，单击“保存”。

保存后，系统默认进入“1.0.2”的新版本服务编排设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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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5 另存为新版本

● 标签：服务编排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服务编排的名称，和基线版本的服务编排名称保持一致。

● 类型：另存为的类型。

– 新版本：另存为新版本，适用于新建的服务编排，基础服务编排仍可使用。

– 新服务编排：是将原服务编排重新另存并命名，新保存后为另一服务编排，
与选择“新版本”场景不同，适用于新建的服务编排，基础服务编排仍可使
用。

● 服务编排类型：服务编排的类型，在创建基础服务编排时配置的类型，不可更
改。

– Autolaunched Flow：自启动服务编排，在接口调用后会立即执行服务编排
模型定义的逻辑。

– Event Trigger：事件触发的服务编排，在事件触发时才会开始执行服务编排
模型定义的逻辑。

● 展示标签：服务编排实例的展示标签，系统自动填充为“标签值{!
$Flow.CurrentDateTime}”。

● 描述：服务编排的描述信息。

步骤5 在“1.0.2”版本服务编排设计页面，按需进行定制。

步骤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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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检查服务编排运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步骤8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新版本服务编排。

须知

在此方式下，当基线版本升级时，系统默认启用和使用服务编排的定制版本。升级造
成的基线服务编排原有图元变化，定制服务编排可继承。升级造成的基线服务编排新
增图元，定制服务编排无法继承。

----结束

基于预留扩展点进行定制

此处以“createOrder”接口为例进行介绍，基线“createOrder”接口中预留了一个
扩展点。

这个扩展点是一个空的子服务编排“AfterSaveOrder”，将这个子服务编排另存一个
定制版本“AfterSaveOrder_0419”，实现新的业务逻辑。子服务编排另存为定制版本
的操作方法，请参见另存版本后进行定制。

须知

在此方式下，定制内容在基线接口预留节点中，该接口还是属于基线接口，可以随版
本升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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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6 定制示例

1.6.11 如何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脚本

场景说明

介绍如何创建名为“GetResourceListFlow”的服务编排，由Script封装而来，用于生
成资源列表中的数据，模拟用户可下载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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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设计

表 1-82 设计逻辑

设计点 结合业务场景设计

服务编排类型 选择“Autolaunched Flow”。

基本图元_脚本 脚本图元配置界面选中具体的脚本，配置入参、
出参。

指定图元的逻辑关系 连接起始和脚本图元。

 

前提条件
● 已创建名为“Approved Resource”的Object，用于存储资源数据，该对象中需要

包含如下字段。

表 1-83 Approved Resource 对象说明

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系统自动
生成）

字段
类型

取值 读写
权限

是否加入
界面布局

含义

ownerId ownerId__C
ST

文本 长度：
255

全选 不勾选 资源拥有者
ID

Resource
Name

ResourceNa
me__CST

文本 长度：
255

全选 不勾选 资源名称

Type Type__CST 选项
列表

枚举值如
下：

● File
● Folde

r

全选 不勾选 资源类型

SubmitD
ate

SubmitDate
__CST

日期/
时间

不涉及 全选 不勾选 资源提交时
间

Approve
Date

ApproveDat
e__CST

日期/
时间

不涉及 全选 不勾选 资源审批时
间

Status Status__CST 选项
列表

枚举值如
下：

● Waiti
ng

● Subm
itted

● Appro
ved

全选 不勾选 审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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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创建场景描述中的脚本。该脚本根据对象的数据生成资源列表数据，用于前台
数据呈现。示例脚本为“ResourceListScript.zip”，单击下载链接可获取该脚本
包。该脚本中定义的入参和出参说明，如表1-84和表1-85所示。

表 1-84 入参说明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ownerId string 资源拥有者ID。

limit number 每页展示的资源条数。

offset number 每页展示第一条资源的偏移量，即从offset+1条资
源开始展示。

 

表 1-85 出参说明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resource struct 返回资源数组集合。

● approveDate：审批时间，若该记录已审批则
返回审批时间。

● ownerId：资源拥有者ID。

● resourceName：资源名称。

● status：资源状态。

– Waiting：记录未提交。

– Submitted：记录已提交未审批。

– Approved：记录已审批。

● submitDate：资源提交时间。

● type：资源类型。

totalCount number 资源总数（固定100）。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平台。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编排后的 ，进入添加服务编排页面。

步骤4 按照下图，创建服务编排GetResourveListFlow，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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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7 创建服务编排

步骤5 创建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变量。

由于该服务编排封装的是“ResourceListScript”脚本，所以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的字段类型和字段名与“ResourceListScript”脚本保持一致。

表 1-86 服务编排变量

变量类型 参数名 Data Type Input/Output Type

普通变量
Variable

ownerId text Input Only

limit number Input Only

offset number Input Only

totalCount number Output Only

结构体变量
Struct

resource struct Output Only

 

1.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在私有结构体页面单击“新增”。

创建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变量“resource”前，首先需要创建私有结构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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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8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2. 设置页面参数。

– 在“基本信息”中，输入结构体名字、描述信息。

– 在“结构体成员”中，设置自定义成员变量，包括设置成员变量的名称、数
据类型、是否必填、是否是集合、描述信息等。单击“新增”，可增加成员
变量。成员变量需要和“ResourceListScript”脚本中定义的出参
“resource”成员变量（参见表1-85）保持一致。

创建私有结构体后，即可创建私有结构体变量。

图 1-649 配置私有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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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

。

图 1-650 新建对象变量

4. 选择“私有结构体”，设置页面参数。

图 1-651 配置私有结构体变量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44



表 1-87 私有结构体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结构体的变量名称，与“ResourceListScript”脚本中定义的
出参命名保持一致。

本示例设置为resource。

私有结构体 结构体变量类型。

本示例选择刚创建的结构体类型名称“resourcestruct”。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本示例不用配置。

描述 变量的描述说明，建议设置为该变量的作用。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本示例请勾选。

 

5.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 。

6.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图 1-652 设置变量

7. 配置普通变量“own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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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3 配置变量

表 1-88 普通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新建变量的名称。

本示例设置为ownerId。

数据类型 变量的数据类型。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本示例不用配置。

描述 新增变量的描述说明，建议设置为变量的作用。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本示例不用勾选。

 
8. 参考上述操作，创建表1-86中其他普通变量。

9.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按照表1-86从全局上下文页面中拖拽参数到
相应的入参和出参区域，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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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4 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步骤6 拖拽“基本”下的“脚本”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7 单击 ，如图1-655所示，设置页面参数。

将服务编排中的变量赋值给脚本中的输入参数，脚本中的输出参数赋值给服务编排中
的变量。

图 1-655 配置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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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9 脚本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脚本 调用的脚本名称，选择“命名空间_ResourceListScript”。

只有在启用状态下同一应用工程内的脚本，才能被服务编排
调用。

输入参数/目标 脚本的输入参数名称，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

输入参数/源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为目标赋值。

请从“全局上下文”中，拖拽之前创建的服务编排输入变
量。

输出参数/源 脚本的输出参数名称，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

输出参数/目标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脚本中的输出参数赋值给服务编排中的
变量，请从“全局上下文”中拖拽之前创建的服务编排输出
变量。

 

说明

若有多个输入参数或输出参数，请单击“新增行”，进行添加。

步骤8 连接所有元素。

步骤9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结束

调试过程

步骤1 单击页面上方的 ，输入参数后单击“运行”，运行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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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参数：
{ 
   "ownerId":"123", 
   "limit":3, 
   "offset":1
}

步骤2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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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如下：
{
  "interviewId": "002N000000P4ApgMJOM4",
  "outputs": {
    "resource": [
      {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older01",
        "status": "Waiting",
        "type": "Folder"
      },
      {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ile02",
        "status": "Waiting",
        "type": "File"
      },
      {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older02",
        "status": "Waiting",
        "type": "Folder"
      }
    ],
    "totalCount": 100
  }
}

步骤3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上方的“跟踪”，打开“日志跟踪器”页面。

在“日志跟踪器”页面中，可查看服务编排执行的每一步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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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6 查看跟踪日志

步骤4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6.12 如何自定义调用服务编排的 URL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支持将已有的接口URL地址再包装成一个新的URL地址，使得URL地址的表
达形式更规范，方便让第三方系统进行调用。原来的URL地址也同样可以使用。

场景描述

对某个服务编排的URL进行包装，自定义为新的URL。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在开放接口后，单击 ，进入新建开放接口页面。

步骤4 设置开放接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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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7 开放接口配置页面

表 1-90 新建开放接口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新建接口的标签。

操作名称 新建接口的操作名称。

版本 URL对应的版本号。

URL 新URL地址，其中“/service”为固定值，其次是“/App名
称/版本号”，剩下部分进行自定义。

自定义的URL需要符合一定规则，规则如下：

● 必须以单个“/”开头。

● 可以配置多级路径，两个或者多个“/”之间必须有内
容。

内容类型 请求中的body类型。

● application/json
● multipart/form-data
● binary-data
“multipart/form-data”和“binary-data”用于文件上传
接口，选择该内容类型，只能调用POST类型的脚本。

分类 新建接口所属的分类。

描述 新建接口的描述信息，建议设置为API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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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允许匿名访问 是否可匿名访问运行环境中，该API接口。

勾选表示允许匿名访问，通过运行环境子域名访问此接口
时，如果无有效的Token认证信息，则以匿名用户身份继
续访问此接口，且不需要做CSRF校验。匿名用户的权限为
“Anonymous User Profile”，请确保该权限具备访问该
接口的业务权限凭证或者相关资源权限。如当该接口有配
置业务权限凭证时，给“Anonymous User Profile”权限
添加相应业务权限凭证，即可通过运行环境子域名匿名访
问该接口。

说明如下：

● 需要支持匿名访问自定义接口的帐号，必须要设置运行
环境子域名。

● 带有合法认证信息来访问允许匿名访问的自定义接口
时，优先以合法认证的身份权限来访问。

● 匿名用户身份访问自定义接口，不需要做CSRF校验。

● 不论以什么方式来访问， 认证身份后做的权限校验保
持一致。如果配置了业务权限凭证，还会查看用户权
限，是否配置了相应的业务权限凭证。

例如：登录业务应用接口“login”的URL为“/service/
trq1__MyApp/1.0.0/login”，运行环境子域名为
“test.XXX.com”，期望可匿名访问该自定义接口，则配
置接口时请勾选“允许匿名访问”，且“Anonymous
User Profile”权限配置了该接口的业务权限凭证，则匿名
用户通过“https://test.XXX.com/service/trq1__MyApp/
1.0.0/login”，即可访问该接口。

类型 系统支持以下三种类型。

● 服务编排：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服务编
排。

● 脚本：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脚本。

● 对象：表示该定义URL是操作对象数据，包括对象数据
的增删改查。

本示例选择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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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自定义响应 是否需要格式化，调用该URL后返回的响应消息。如果勾
选，表示对响应消息进行格式化，删除resCode、
resMsg、result外层信息，只透传返回的消息。

例如，不勾选“自定义响应”，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
}

勾选“自定义响应”后，只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资源 调用的服务编排、脚本或操作的对象名称。

对象操作 请选择具体的操作。当“类型”选择为“对象”时，该参
数才会显示。

● Insert Record：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or Insert Record：更新或者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By ID：按记录ID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ID：按记录ID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ID：按记录ID查询对象数据。

● Update By Condition：按条件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Condition：按条件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Condition：按条件查询对象数据。

方法 映射后调用的方法名，如GET（查询）、PUT（增加）、
POST（修改）和DELETE（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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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输出参数 展示服务编排的入参、出参，同时支持修改未受保护资源
的参数描述。由于开发人员在开发服务编排过程中，可能
未设置或未精确添加参数的描述信息，导出自定义接口的
yaml描述文档时对参数的描述就会缺失或模糊。在开放接
口二次封装服务编排时，可对参数描述进行编辑补充。

当“类型”选择为“服务编排”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步骤5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保存后，进入接口详情页。在接口详情页的“基本信息”区域，勾选“是否已废弃”
后，可配置是否推荐使用该接口。若不推荐使用，勾选“是否已废弃”，勾选后，在
后续使用到该接口时，会显示该接口“已废弃”的提示，但接口仍可被调用。

步骤6 接口创建完成后，支持在线进行测试。

1. 在新版应用开发设计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2. 在开放接口中，单击对应接口后的 ，选择“查看”，进入接口预览页面。

3. 在接口预览页面，单击URL后的 。

4. 单击“测试一下”，如果有输入参数，设置输入参数后，单击“执行”。

返回成功响应，表示接口调用成功 。

----结束

1.6.13 是否可以多人编辑服务编排
当多人编辑已有服务编排时，为防止多人篡改，低代码平台提供了一套保护机制。假

设，A用户打开X服务编排，编辑前单击 锁定服务编排，A用户进行编辑，此时B用户
也打开X服务编排，B用户的服务编排编辑器将自动进入锁定模式。

● 保持A用户对X流程的编辑设计权限。A用户编辑完成后，需要单击 进行解锁或

者单击启用按钮 进行自动解锁。

● 当A用户锁定X流程后，系统会只读模式锁定B用户对X流程的操作，B用户的服务
编排编辑器页面会有提示“该资源已经由A用户锁定，点击此处强制获得编辑
权”。B用户如果按照提示强制获得编辑权，A用户的X流程编辑器画面会自动锁
定。

说明

当多人编辑已有工作流、触发器、标准页面或状态机时，低代码提供的保护机制是相同的，后续
不再分别介绍。

1.7 脚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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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什么是脚本
针对业务逻辑比较复杂的场景，低代码平台提供了脚本（Script）能力，支持用户在线
开发TypeScript脚本，完成灵活复杂的业务逻辑。

与服务编排对比
● 脚本是代码化的，使用TypeScript开发的。脚本是内聚的，相当于生产积木的，并

且脚本可以对这个积木实现批量化处理的复杂场景。

● 服务编排是图形化的，组合编排业务，相当于使用积木编排业务的流程（建议不
超过20个图元）。

● 参见使用SQL查询数据操作一条SQL查询语句，可以看出脚本更直观代码化，服务
编排更流程图形化。

脚本用什么编辑器

低代码平台提供了一个方便简洁的在线开发IDE，即脚本编辑界面，脚本编辑界面开发
体验接近离线的开发工具，具有如下优势：

● 现代化的编辑界面，语法高亮显示。

● 智能提示、智能补全。

● 精确查看定义、代码预览、查找引用。

● 快速在线编译。

● 友好的语法错误提示。

● 可以使用console.log，写日志分析复杂的问题。

脚本编辑界面如图1-658所示，您可以在线编辑、测试和发布脚本。

图 1-658 脚本编辑界面

● 按钮区域

脚本编辑页面常用的图标按钮区，具体功能说明如表1-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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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1 图标说明

图标 说明

/ 获取锁、释放锁。脚本在获取锁后，才能进行编辑。

/ ● ，单击即可启用脚本，该图标高亮时，表示当前脚本已
被启用。

● ，单击即可禁用脚本，该图标非高亮时，表示当前脚本
未启用。

说明
脚本开发完成后，需要启用脚本。只有启用状态的脚本，才能在被其
他资源（如服务编排、标准页面）调用时，搜索到。

保存脚本。

另存为脚本。

设置脚本属性，如可见性、是否开启允许覆盖等。

执行脚本。

/ 操作回退、撤销回退。

对已开发好的脚本代码进行性能检查、兼容性检查和静态配置
检查。

说明

● 代码检查的具体操作，请参见脚本代码性能检查规则说明。

● 在静态检查配置中，进行代码检查配置，需要具备“管理系统设
置”权限。
添加权限的方法：在开发环境管理中心的“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
中，单击用户所属的权限。在权限详情页的“基本信息 > 权限管理
> 系统权限”中，勾选“管理系统设置”权限。

刷新当前引入的脚本到 新状态。

单击该图标，脚本编辑器可分屏显示。

脚本启用后，单击右上角的 ，可查看该组件的调用关系图。

版本对比。

切换版本。

 

● 代码编辑区域

在该区域开发代码，实现功能。代码编辑器提供智能提示、代码补全、显示光标
的所在行和列信息等能力，更多介绍请参见提供AI代码补全功能。

脚本编辑页面同样支持离线编辑器中的常规快捷键操作，例如“Ctrl+S”可以保存
当前修改，“Ctrl+H”可以调出查找替换对话框，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开发习
惯，尝试各种快捷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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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区

运行代码后的显示区域。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参数后，单击测试区右侧的运

行按钮 ，运行脚本。即可在“输出参数”页签，查看输出结果是否正确。在
“问题”和“日志”页签，查看问题和日志。除此之外，还支持清除日志输出、
运行脚本并动态检查和保存输入参数。

脚本主要用什么语言和库

低代码平台的脚本引擎采用TypeScript语言。脚本执行时，TypeScript语言会被翻译成
JavaScript语言，由JavaScript引擎执行。

在JavaScript es5的官方标准库外，低代码平台还扩展了10+预置标准库（即预置
API），帮助您更高效地开发脚本，有关系统预置的标准库说明请参见脚本中预置的
API。

库的使用方法举例：

import * as http from 'http';

代码编辑器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会出现如图1-659所示代码导航功能。除此
之外，脚本编辑器还提供了智能提示、代码补全、显示光标的所在行和列信息等能
力。

图 1-659 代码导航

● Go to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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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Go To Definition，可以跳转到符
号的定义代码部分。

● Go to References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Go to References，可以查看符号
在脚本中的引用情况。

● Run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Run，执行脚本。

● Go to Symbol
在代码编辑区域，单击鼠标右键，选择Go To Symbol，选择任意符号，可以跳转
到该符号的定义代码部分。

● Peek Definition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Peek Definition，可以查看代码
的定义。

● Peek References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Peek References，可以查看代码
的引用。

● Rename Symbol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Rename Symbol，可重命名所选
符号。

● Change All Occurrences
在代码编辑区域，选中一个字符串，单击鼠标右键，选择Change All
Occurrences，可以批量修改代码中所有包含该字符串的内容。

● Format Document/Format Selection
在代码编辑区域，选择一块代码，单击鼠标右键，选择Format Selection；或者直
接在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右键，选择Format Document，可以对代码进行格式化排
版。

● Cut/Copy
在代码编辑区域，选择代码单击鼠标右键，选择Copy，可以剪切或者拷贝所选代
码。

● Command Palette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Command Palette或者按F1，进
入命令面板，可以执行很多编辑功能。

图 1-660 命令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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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ver
把鼠标停留在符号上，可以查看符号的定义概要。再按住Ctrl键，单击符号，可以
查看符号更加详细的定义。

例如，鼠标停留在“useObject”上，显示如下图所示，可查看其定义概要。按
Ctrl键，单击“useObject”，可查看更详细的定义。

图 1-661 查看定义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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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62 查看更详细的定义

● Bracket matching
高亮显示与选择内容匹配的符号，如{}、()、[]等。

图 1-663 Bracket mathching

● Errors & Warnings
编辑代码时，如果有语法错误，会在这个语法下面显示红色波浪线，鼠标移动上
去，会显示具体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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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64 Errors&Warnings

● Go to Line
按“Ctrl + g”，再输入行号，可以跳转到指定的代码行。

● Search and Replace

按“Ctrl + f”，输入关键字，可以搜索当前代码的内容。 表示搜索的内
容分别支持大小写匹配、全文匹配、正则表达式。

按Ctrl + h，输入关键字，可以查找并替换代码中的内容。

● Code Complete
– 全局符号补全

图 1-665 complete_symbol

– 对象成员补全

图 1-666 complete_member

– 参数补全

图 1-667 complete_parameter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62



● Comment Code
在代码编辑区域，选择一块代码，输入“ctrl + /”组合键，可以注释或去注释选
择的代码块。

● Save File
在代码编辑区域，“按Ctrl + s” ，或者单击右上角的保存图标，可以保存脚本。

提供 AI 代码补全功能

代码补全引擎会从开发者历史创建脚本中，学习其编码习惯，从当前代码脚本中获得
代码上下文语法知识。开发者在编写脚本代码过程中，系统根据代码上下文和历史代
码，对将要编写的代码进行提示，从而自动构建智能代码补全服务，增强IDE代码补全
能力。

AI代码补全功能具体使用方法：开发者在代码编辑器中，编写脚本代码过程中，敲击
字符时自动触发代码推荐，选中后按Enter补全。开发者将鼠标移动到待查看详细信息
的字段，将字段悬浮窗中的文字选中复制粘贴到代码中。

如果想深入了解AI代码补全功能，请继续阅读以下内容：

● 常规补全：开发者编码过程中，输入任意字符均会触发的补全提示。

例如：开发者键入“@u”，如下图所示，系统根据意图在代码编辑器中给出 可
能使用的方法。

● 定制补全：低代码平台脚本开发中，提供了内部预置系统级依赖库，供开发者调
用。用户也可以在前台页面配置对象数据、系统参数、错误码、事件和工作流
后，在脚本中引用这些内容。定制补全是指在脚本开发中引用依赖库和各配置项
时，IDE触发的对潜在内容名称的补全提示。

– 依赖库补全：脚本代码中引入依赖的代码行时，对依赖库的名称进行推荐提
示。如下图所示，开发者键入“import * as xxx from”后，提示z开头的依赖
库名称。

– 表名（即对象名）补全：脚本代码引入对象数据的代码行中，推荐提示对象
名称。如下图所示，开发者键入“@useObject”后提示m开头的对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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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字段提示：脚本代码中引用表字段时，鼠标移动到表名上，悬浮窗会对表
名进行提示。如下图所示，开发者鼠标放在表名上，展示所有字段。

– 错误码补全：脚本中引入数据表的代码行中，对表名称进行推荐提示。如下
图所示，开发者键入“setI18nError”后，提示相关错误码名。

– 错误码内容提示：脚本代码中引入数据表的代码行中，对表名称进行推荐提
示。如下图所示，鼠标放在错误码名称上，展示相关描述。

– 系统参数补全：脚本代码中引入系统参数的代码行中，对参数名称进行推荐
提示。如下图所示，开发者键入“sys.getParameter”后，提示相关系统参
数。

脚本开发有什么限制
● 不支持以下正则表达式语法

(?=)  // Lookahead (positive), currently a parsing error
(?!)  // Lookahead (backhead), currently a parsing error
\1    // Backreference (\1, \2, \3, ...), currently a parsing error

● 使用场景限制

– 触发器目前只能使用ES5 JavaScript语法。

– 独立的脚本支持TypeScript语法。

– Script中只可使用平台封装的标准库API，不能使用Formula公式。

● console不兼容特性

console模块目前不支持格式化参数功能。
console.log('在 main 中，a.done=%j，b.done=%j', a.done, b.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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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异步ES 7语法和库，如async/wait。

样例代码解读

通过以下详细的脚本代码内容解读，对脚本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

一般情况下，编写脚本的大致流程为：

1. 按需引入平台标准库。

图 1-668 引入平台标准库

2. 定义出参、入参结构。

图 1-669 定义入参

图 1-670 定义出参

3. 定义方法以及使用的对象。

图 1-671 定义方法及使用对象

4. 进行数据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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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2 数据库相关操作

以下将通过解读一个脚本样例，带您了解脚本的总体结构框架及编写要求。

import * as decimal from 'decimal';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ActionInpu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label: 'your name', description: 'please input your name'})
    name: string;

    @action.param({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min: 1, max: 100, message: 'age must during [1, 100]'})
    age: decimal.Decimal;

    @action.param({type: 'Date', pattern: 'yyyy-MM-dd'})
    birthday: Date;

    @action.param({type: 'String', isCollection: true})
    schools: string[];

    @action.param({type: 'Boolean'})
    married: boolean;

    @action.param({type: 'MyObject'})
    obj: MyObject;
}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MyObjec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something: string;
     @action.param({type: 'Number'})
    otherthing: decimal.Decimal;
}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ActionOutpu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isCollection: true})
    greets: string[];
}

@action.object({type: "method"})
export class ActionDemo {
    @action.method({ label: 'greeting something', description: 'greeting something.', input: 'ActionInput', 
output: 'ActionOutput' })
    public greet(inarg: ActionInput): ActionOutput {

        console.log('name = ', inarg.name);
        console.log('age = ', inarg.age);
        console.log('birthday = ', inarg.birthday);
        console.log('schools = ', inarg.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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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married = ', inarg.married);
        console.log('obj = ', inarg.obj);

        let out = new ActionOutput();
        out.greets = ['hello', 'hi',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long time no see'];
        return out;
    }
}

上述示例脚本主要分为如下三部分：

● 导入标准库或其他模块。

上例中，第1行表示使用平台提供的decimal库。
import * as decimal from 'decimal';

除了平台预置的标准库，还可以声明对其他自定义模块的引用。例如，已提前开
发了一个脚本cirle，可以用如下方式加载它。
import * as circle from './circle';

● 定义输入、输出变量。

脚本可以有多个输入、输出参数，也可以没有。所有的输入或输出参数，必须封
装在一个class中，作为实例成员。

本例中，脚本有6个输入参数，被封装为ActionInput。每个参数都必须定义其参
数类型，同时还可以定义是否必填、标签、 大值、 小值等可选属性。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ActionInpu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label: 'your name', description: 'please input your 
name'})
    name: string;

    @action.param({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min: 1, max: 100, message: 'age must during [1, 
100]'})
    age: decimal.Decimal;

    @action.param({type: 'Date', pattern: 'yyyy-MM-dd'})
    birthday: Date;

    @action.param({type: 'String', isCollection: true})
    schools: string[];

    @action.param({type: 'Boolean'})
    married: boolean;

    @action.param({type: 'MyObject'})
    obj: MyObject;
}

因为第6个输入参数“obj”的参数类型为自定义对象，所以还需要给出
“ MyObject”的定义。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MyObjec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something: string;
     @action.param({type: 'Number'})
    otherthing: decimal.Decimal;
}

脚本中有1个输出参数，被封装为ActionOutput。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ActionOutpu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isCollection: true})
    greets: string[];
}

● 定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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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中，ActionDemo是外部调用的class，使用export导出。ActionDemo定义了
一个action method，使用action.method装饰，表明调用脚本时从此方法入口。
greet是class的实例方法，其输入、输出参数就是前面定义的ActionInput和
ActionOutput。在一个脚本文件中，action.method只能使用一次。
@action.object({type: "method"})
export class ActionDemo {
    @action.method({ label: 'greeting something', description: 'greeting something.', input: 
'ActionInput', output: 'ActionOutput' })
    public greet(inarg: ActionInput): ActionOutput {

        console.log('name = ', inarg.name);
        console.log('age = ', inarg.age);
        console.log('birthday = ', inarg.birthday);
        console.log('schools = ', inarg.schools);
        console.log('married = ', inarg.married);
        console.log('obj = ', inarg.obj);

        let out = new ActionOutput();
        out.greets = ['hello', 'hi',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long time no see'];
        return out;
    }
}

脚本编辑页面不支持单步调试，样例里的console.log可实现在日志里打印过程输
出，方便代码调试。

1.7.2 脚本开发实例

1.7.2.1 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

使用说明

以创建一个全新的脚本为例，向您介绍如何在低代码平台中新建一个脚本。本脚本实
例不涉及对象，及调用接口等内容，脚本只实现请求“http://www.huawei.com”，
返回网站请求的消息头功能。

创建空白脚本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脚本后的 ，进入新增脚本页面。

步骤4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设置脚本名称（如httpTest），单击“添加”，进入脚本编
辑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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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3 新增脚本

步骤5 在脚本编辑器中，将以下脚本代码粘贴到代码编辑区。
import * as http from 'http' // 导入http库
let client = http.newClient() // 实例化
let resp = client.get("https://www.huawei.com/")// 请求网址
console.log(resp.headers) // 打印返回headers

步骤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7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执行脚本。

2. 在页面底部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返回消息头信息。
{
     Age: [ '10309' ], 
     Cache-Control: [ 'no-store' ], 
     Content-Type: [ 'text/html; charset=utf-8' ], 
     Date: [ 'Thu, 01 Dec 2022 03:41:39 GMT' ], 
     Expires: [ 'Wed, 30 Nov 2022 22:01:57 GMT' ], 
     Pragma: [ 'no-cache' ], 
     Processtime: [ '0.049' ], 
     Server: [ 'PAAS-WEB' ], 
     Set-Cookie: [ 'HMF_CI=596020aa4dbe4b6***42343ba04a; Expires=Sat, 31-Dec-22 03:41:39 GMT; 
Path=/' ], 
     Strict-Transport-Security: [ 'max-age=31536000' ], 
     Ws-S2h-Acc-Level: [ '1' ], 
     X-Content-Type-Options: [ 'nosniff' ], 
     X-Download-Options: [ 'noopen' ], 
     X-Frame-Options: [ 'SAMEORIGIN' ], 
     X-Powered-By: [ 'ASP.NET' ], 
     X-Via: [ '1.1 PSjsczsxga60:2 (Cdn Cache Server V2.0), 1.1 uzhoudianxin101:13 (Cdn Cache Server 
V2.0), 1.1 wdx18:10 (Cdn Cache Server V2.0)' ], 
     X-Ws-Request-Id: [ '63882273_wdx18_41265-37840' ], 
     X-Xss-Protection: [ '1; mode=bloc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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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步骤已完成了一个简单脚本的编写，如果后续其他脚本、服务编排、编译打包等

需要继续使用该脚本，则必须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该脚本。如果未启用，其他组
件无法查询到该脚本，查询时会报错该脚本不存在或未启用。

后续在新版本功能中如果需要更新该脚本，可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选择“新建版

本”，在新建的版本中更改脚本并保存、测试及启用。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选择对
比版本，可将当前版本与历史版本进行比对。

----结束

1.7.2.2 开发一个业务场景脚本实例

场景说明

根据对象的数据生成资源列表数据，用于前台数据呈现，启用本脚本后，可实现数据
导入模板使用。

创建脚本前，需要先创建脚本中操作的对象ApprovedResource，其字段如表1-92所
示。

表 1-92 对象说明

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字段类
型

取值 读写权
限

含义

ownerId ownerId 文本 长度：255 全选 资源拥有者ID

ResourceN
ame

ResourceName 文本 长度：255 全选 资源名称

Type Type 选项列
表

枚举值如
下：

● File
● Folder

全选 资源类型

SubmitDat
e

SubmitDate 日期/时
间

不涉及 全选 资源提交时间

ApproveDa
te

ApproveDate 日期/时
间

不涉及 全选 资源审批时间

Status Status 选项列
表

枚举值如
下：

● Waiting
● Submitt

ed
● Approve

d

全选 审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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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一个业务场景脚本实例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创建一个脚本操作的对象ApprovedResource。

1.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2. 单击对象后的 ，进入创建新对象页面。

3. 设置对象的“名称”、“唯一标识”为“ApprovedResource”，单击“确定”。

4. 导入字段模板，创建字段模板。

请单击import-fields-template.zip，下载并解压获取“import-fields-
template.xlsm”，将待导入字段模板到本地。

5. 单击当前对象中 ，进入对象的字段页签。

6. 单击“批量创建 > 批量导入字段”，选择上一步下载的字段模板，单击“确
定”。

图 1-674 批量导入字段

步骤3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的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4 单击脚本后的 ，进入新增脚本页面。

步骤5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设置脚本名称为“ResourceListScript”，单击“添加”，
进入脚本编辑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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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5 新增脚本

● 名称：新增脚本的名称，设置为ResourceListScript。

● 模板：脚本模板，用于生成不同类型的脚本，本示例设置为“空脚本”。

– 空脚本：创建一个空脚本。

– 空白测试脚本：创建一个空测试脚本。

– 示例服务脚本：对外提供服务的脚本，可通过restful直接调用。

– 示例内部脚本：是内部库代码，只能被其它脚本import使用。

– 示例安装脚本：在安装或升级应用/BO包时，在导入实例化配置数据之前或
者之后执行的脚本。一般用于预清理数据、删除和更新数据等。

– 示例自定义接口前置/后置脚本：在开放低代码平台的服务编排、脚本或者操
作对象数据接口给第三方系统调用时，通过该示例脚本可实现在第三方系统
配置这些接口的访问权限。

● 描述：新建脚本的描述信息，建议设置为脚本的功能。

步骤6 在脚本编辑器中，将以下脚本代码粘贴到代码编辑区。

其中，“CNAME__”替换为实际的命名空间、对象名、字段名。
//导入该脚本所依赖的标准库文件，decimal和context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
import * as db from 'db';
import * as decimal from 'decimal';
import * as context from 'context';
//声明该脚本中所应用到的ApprovedResource__CST对象
@useObject(['CNAME__ApprovedResource__CST'])
//定义入参变量ownerId、limit、offset，分别表示资源拥有者ID、每页展示的资源条数、每页展示第一条资源的
偏移量，即从offset+1条资源开始展示。
@action.object({ type: 'param' })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
    ownerId: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
    limit: number;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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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et: number;
}
//定义出参变量resource和totalCount，分别表示资源数组集合和资源总数（固定100）。
@action.object({ type: 'param'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any', isCollection: true, label: "object" })
    resource: object[];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
    totalCount: number;
}
//定义查询SQL语句，用于查询某条资源审批详情；SQL语句中的表名和字段名要和预定义的对象名和字段名保持
一致。
class querySql {
    static queryRecord = "select CNAME__Status__CST, CNAME__SubmitDate__CST, 
CNAME__ApproveDate__CST from CNAME__ApprovedResource__CST where CNAME__ownerId__CST=? and 
CNAME__ResourceName__CST=?";
}
//定义数据源方法体，用于模拟数据源，并支持状态检查和分页功能。
@action.object({ type: 'method' })
export class getFileList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label: "getFileList" })
    getFileList(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Result = new Output()
        let resource: Array<Object> = [];
        let resourceLimit: Array<Object> = [];
        outResult.totalCount = 100;
        try {
            let sequence = "";
            for (let i = 1; i < 51; i++) {
                if (i < 10) {
                    sequence = "0" + i;
                } else {
                    sequence = "" + i;
                }
                let file = {
                    "ownerId": input.ownerId,
                    "approveDate": null,
                    "resourceName": "File" + sequence,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ile"
                }
                let folder = {
                    "ownerId": input.ownerId,
                    "approveDate": null,
                    "resourceName": "Folder" + sequence,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older"
                }
                resource.push(file);
                resource.push(folder);
            }
            if (resource.length > 0) {
                for (let i = 0; i < resource.length; i++) {
                    let s = db.sql()
                    let query = s.exec(querySql.queryRecord, { params: [input.ownerId, 
resource[i].resourceName] });
                    if (query.length == 1) {
                        resource[i].status = query[0]["CNAME__Status__CST"];
                        resource[i].submitDate = query[0]["CNAME__SubmitDate__CST"];
                        resource[i].approveDate = query[0]["CNAME__ApproveDate__CST"];
                    }
                }
            }
            for (let j = 0; j < decimal.toNumber(input.limit); j++) {
                console.log(decimal.toNumber(input.offset) + j);
                resourceLimit.push(resource[decimal.toNumber(input.offset) + j]);
                outResult.resource = resource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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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outResult;
        } catch (error) {
            console.log(error.name, error.message);
            context.setError(error.name, error.message);
        }

    }
}

步骤7 单击代码编辑器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8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执行脚本。

2.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中，输入请求报文，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 
   "ownerId":"123", 
   "limit":3, 
   "offset":1
}

脚本的入参支持写入http-header参数，如下所示。
{
  "http-header": {
    "header1": "value1"
  }
}

3. 检查输出参数中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
    "resource": [
        {
            "approveDate": null,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older01",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older"
        },
        {
            "approveDate": null,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ile02",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ile"
        },
        {
            "approveDate": null,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older02",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older"
        }
    ],
    "totalCount": 100
}

步骤9 单击代码编辑器上方的 ，启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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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在新版本功能中如果需要更新该脚本，可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选择“新建版

本”。在新建的版本中更改脚本并保存、测试及启用。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选择对
比版本，可将当前版本与历史版本进行比对。

----结束

1.7.2.3 如何定制已有脚本

使用说明

在如下两个场景，您可以基于已有脚本，创建新脚本：

● 场景1：在已有脚本基础上新建版本。

因业务需要，脚本要实现的能力变化，此时您可以基于原有脚本修改，并保存为
脚本的新版本。在此场景下，原有脚本作为老版本自动失效。

● 场景2：在已有脚本基础上新建脚本。

需要开发的新脚本与已有的某个脚本类似，此时您可以基于原有脚本修改，再保
存为新的脚本名称。在此场景下，原有脚本仍然有效。新脚本和老脚本也没有关
联关系，各自独立。

场景 1：在已有脚本基础上新建版本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名称为BulkInsert的脚本，假设脚本版本
为1.0.1。

步骤2 进入已创建BulkInsert脚本的编辑器页面，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选择“新建版
本”，单击“保存”。

图 1-676 保存新建版本

步骤3 编辑新脚本版本的内容，修改后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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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7 修改版本后保存与启用

步骤4 测试脚本，确保其运行结果符合预期后，再单击 ，启用脚本。

----结束

场景 2：在已有脚本基础上新建脚本

根据已有的“BulkInsert”脚本 ，开发一个“BulkInsertOther”。

步骤1 进入已创建BulkInsert脚本的编辑器页面。

步骤2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选择“新建脚本”，新脚本名称设置为
“BulkInsertOther”，单击“保存”。

图 1-678 新建脚本

步骤3 编辑新脚本的内容，修改后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测试脚本，确保其运行结果符合预期后，再单击 ，启用脚本。

----结束

1.7.3 脚本的模块使用限制

模块管理

TypeScript执行引擎没有自带模块管理，嵌入引擎时，需要开发人员手动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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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管理机制类似Node.js，但因为平台是基于数据库存放脚本，没有目录与路径的概
念，所以下面的module管理只是一个简化版本的Node.js模块管理，也不支持npm的
整套机制。

脚本文件和模块是一一对应的，每个脚本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模块。假设，有一个名称
为foo的脚本：

import * as circle from './命名空间__circle';
console.log(`半径为 4 的圆的面积是 ${circle.area(4)}`);

在第一行中，foo加载circle模块。circle脚本的内容为：

const { PI } = Math;

exports.area = (r) => PI r *2;

exports.circumference = (r) => 2 PI r;

circle模块导出了area() 和circumference()两个函数。 通过在特殊的exports对象上，
指定额外的属性，函数和对象可以被添加到模块的根部。

模块内的本地变量是私有的，因为模块被装在一个函数中。 在这个例子中，变量PI是
circle私有的。

import 语法

Typescript模块import语法，请参考typescrip官方网站。

标准库模块

低代码平台中有些模块会被编译成二进制，预先加载到内存中。例如，decimal、
context都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模块。

在低代码平台中，会优先加载标准库模块， 例如：

import * as http from 'http';

始终返回内置的HTTP模块，即使有同名自定义模块。如果需要返回自定义的模块，请
使用相对路径语法：

import * as http from './http';

关于标准库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什么是脚本。

扩展名

因为脚本实际上是存在数据库中的，所以脚本没有路径的概念，扩展名也没有特别的
意义。

导入模块时，尽量采用不带扩展的方式。

import * as circle from './circle';

平台只允许“.ts”扩展名文件存在，不允许包含“.js”后 的模块，请尽量不要使用
待扩展名的导入方式。如下方式等同上面的举例，但不推荐。

import * as circle from './circle.ts';

循环依赖

当循环调用模块时，一个模块可能在未完成执行时被返回。因此，需要仔细的规划模
块间调用，以允许循环模块依赖在应用程序内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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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脚本a：

console.log('a 开始');
exports.done = false;
import * as b from 'b';
console.log('在 a 中，b.done = ', b.done);
exports.done = true;
console.log('a 结束');

脚本b：

console.log('b 开始');
exports.done = false;
import * as a from 'a';
console.log('在 b 中，a.done = ', a.done);
exports.done = true;
console.log('b 结束');

脚本main：

console.log('main 开始');
import * as a from 'a';
import * as b from 'b';
console.log('在 main 中，a.done = ', a.done '，b.done = ', b.done);

当main加载a时，a又加载b。 此时，b又会尝试去加载a。 为了防止无限的循环，会返
回一个a的exports对象的未完成的副本给b模块。然后b完成加载，并将exports对象提
供给a模块。当main加载这两个模块时，它们都已完成加载，因此该程序的输出会
是：

main 开始
a 开始
b 开始
在 b 中，a.done = false
b 结束
在 a 中，b.done = true
a 结束
在 main 中，a.done=true，b.done=true

1.7.4 如何调测脚本

使用说明

通过console.log打印日志，执行逻辑调试和throw new Error抛出异常来调试。调试运
行一般在脚本编辑中的测试调试区域。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示例服务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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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9 示例服务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页面，输入样例代码。
import { Decimal } from 'decimal';
import { Error } from 'error';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he operation type" })
    op: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he operation value 1" })
    value1: Decimal;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he operation value 2" })
    value2: Decimal;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
    result: Decimal;
}
 
export class Calculator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do a operation" })
    run(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put = new Output();
        switch (input.op) {
            case "+":
                output.result = this.sum(input.value1, input.value2);
                break;
            case "-":
                output.result = this.sub(input.value1, input.value2);
                break;
            default:
                throw new Error("00001", `unsupported calculator operator ${input.op}`);
        }
 
        return out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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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a: Decimal, b: Decimal): Decimal {
        return a.Add(b)
    }
 
    sub(a: Decimal, b: Decimal): Decimal {
        return a.Sub(b)
    }
}

步骤3 单击代码编辑器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执行脚本。

2. 在“输入参数”页签中，输入请求报文，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
    "op": "+",
    "value1": 0,
    "value2": 1
}

3. 检查输出参数页签中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
    "result": 1
}

4. 脚本执行完后，在日志页签检查输出日志。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Build #AppCube Core 1.3.3 on amd64
Built on 2020-11-30 16:11:26  
Commit #fdc6fc2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node:  2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script:  CNAME__ac 1.0.1 Calculator.run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locale:  zh_CN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timezone: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Asia/Shanghai)

步骤5 单击代码编辑器上方的 ，启用脚本。

----结束

1.7.5 如何管理脚本

使用说明

脚本创建完成后，支持对已开发的脚本进行管理，如编辑脚本、移动脚本、删除脚本
等。

编辑脚本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脚本后的 ，选择“编辑”，进入脚本详情页面。

步骤4 单击对应参数后的 ，可编辑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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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3 脚本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单击该按钮，可进入脚本的编辑器页签。

● 如果脚本有多个版本，则进入处于启用状态的脚本编辑器页面。

● 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进入 近版本的脚本编辑器页面。

名称 脚本的名称，在创建脚本时配置的名称。

是否启用 脚本是否已启用。

● 勾选：表示已启用。

● 不勾选：表示禁用。

归属APP 该脚本属于哪个应用。

版本 脚本的版本号。

方法名 脚本的方法名。

可见性 脚本是否可见。

允许覆盖 控制该资源是否可以被定制为新版本，或者是否可以被Addon应用
导入，若已存在于Addon应用中，是否允许被另存为新版本。

默认允许，当配置为不允许时，说明如下：

● 在该应用中基于该资源定制新版本时，会报错“XXX不允许定制
新版本，请检查基本属性并确认该资产是否允许覆盖”。

● Addon应用里不允许导入该资源。

● 如果已导入到Addon应用中，无法定制新版本。

描述 脚本的描述信息，建议设置为脚本的作用。

创建人 脚本创建人。

创建时间 脚本创建时间。

近修改人 近一次修改脚本的用户名。

后修改时
间

近一次修改脚本的时间。

输入参数 显示脚本的输入参数，包括参数名、参数类型、是否为集合和描述
信息。

● 如果脚本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脚本的参数。

● 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脚本的参数。

输出参数 显示脚本的输出参数，包括参数名、参数类型、是否为集合和描述
信息。

● 如果脚本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脚本的参数。

● 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脚本的参数。

版本 显示脚本的所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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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移动脚本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脚本后的 ，选择“移动”。

步骤4 在移动到其他应用中，选择待移动的元素，单击“下一步”。

步骤5 选择脚本待移动到的应用，单击“确认”。

只支持移动到有开发权限的应用下。

----结束

克隆脚本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脚本后的 ，选择“克隆”。

步骤4 设置脚本的唯一标识，单击“确认”。

克隆成功后，在脚本目录下，可查看到克隆成功的脚本。

----结束

删除脚本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脚本后的 ，选择“删除”。

步骤4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认”。

脚本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1.7.6 脚本代码性能检查规则说明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支持对已开发好的脚本代码，进行性能检查和兼容性检查，本节将带您了
解代码性能检查的规则。

在脚本编辑器上方，单击“性能分析”，即可进入性能分析页面。在该页面中，可查
看脚本代码的性能检查结果报告和兼容性检查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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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80 进入性能分析页面

● 脚本代码性能检查

低代码平台对脚本进行性能检查遵循的总体原则是：主要检查SELECT语句中，
WHERE查询字段是否创建索引，另外对SELECT查询字段和WHERE限制条件进行
检查。

– 静态检查规则

▪ 规则1：SELECT语句需要带上where条件

▪ 规则2：SELECT语句中单次limit查询数量需要低于平台 高查询个数
5000的限制

▪ 规则3：SELECT语句中谨慎使用区间查询条件

▪ 规则4：SELECT语句中查询字段不在表的索引库中

▪ 规则5：SELECT语句中尽量避免同时从大于等于4张表中取数据

▪ 规则6：SELECT语句中聚集函数必须增加别名

▪ 规则7：SELECT语句中严禁使用“select from...”形式查询语句

▪ 规则8：SELECT语句中拼接的参数值请谨慎使用入参变量

▪ 规则9：“for”循环中请谨慎使用SELECT语句

▪ 规则10：SELECT语句中谨慎使用order by

– 动态检查规则

脚本运行时，触发动态检查。动态检查规则以静态检查规则为基础，无法检
查SQL注入以及for循环中的SQL项。

▪ 当存在脚本性能问题时，通过弹框界面提示给用户，方便用户直观发现
脚本中的问题。

▪ 当不存在性能问题时，便不展示弹框页面，以免影响用户开发。

● 兼容性检查

根据当前应用所运行的版本，检查脚本代码中是否存在兼容性问题。

规则 1：SELECT 语句需要带上 where 条件

SELECT语句中缺少查询条件，存在由于查询结果数量过大，导致脚本性能不佳的风
险。请确认查询结果，如果查询结果数量过大，建议增加限制条件或采用分页查询，
分页查询请见下方推荐代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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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order by createddate desc")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 order by 
createddate desc")

● 推荐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se = db.sql()
let sqlResult = []
for(let i=0; i <1000; i++){
    let query_sql = se.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limit ${5000*i},5000")
    sqlResult.push(query_sql)
    if(query_sql.length<5000){
        break
    }
}

规则 2：SELECT 语句中单次 limit 查询数量需要低于平台 高查询个数 5000 的限
制

SELECT语句中单次limit查询数量大于平台限制个数，存在由于查询结果数量过大，导
致脚本性能不佳的风险。如果查询结果过大，请判断是否需要增加限制条件或采用分
页查询，分页查询请见下方推荐代码示例。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type = 'HuaWei' 
limit 100000")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type = 'HuaWei' 
limit 3000")

● 推荐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se = db.sql()
let sqlResult = []
for(let i=0; i <1000; i++){
    let query_sql = se.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limit ${5000*i},5000`)
    sqlResult.push(query_sql)
    if(query_sql.length<5000){
        break
    }
}

规则 3：SELECT 语句中谨慎使用区间查询条件

SELECT语句中使用区间查询（“<>”、“<”、“>”、“>=”、“<=”），存在由
于查询结果数量过大，导致脚本性能不佳的风险。如果必须采用区间查询，建议增加
limit限制条件，以免影响查询效率。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um > 50")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um > 50 limit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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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4：SELECT 语句中查询字段不在表的索引库中

如果SELECT语句where条件中，查询字段并未创建索引，请判断该字段是否需要创建
索引，以提高代码查询效率。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id = ?")

表“object_demo”中的“object_id”并没有创建索引。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

表“object_demo”中的“id”创建了索引。

规则 5：SELECT 语句中尽量避免同时从大于等于 4 张表中取数据

SELECT语句中，进行多表关联查询时，尽量不要同时从大于或等于4张表中获取数
据。如果必须要查询大于或等于4张表的数据时，建议先通过关联少于4张表进行查
询，然后根据查询结果再做关联查询，保证每次关联查询的表数量少于4，以提高查询
效率。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a.item as item1, b.item as item2, c.item as item3 ,d.item as 
item4, e.item as itmem5 from object_demo1 as a object_demo2 as b, object_demo3 as 
c ,object_demo4 as d, object_demo5 as e where a.id=b.objectid and b.name = c.objectid and c.name = 
d.objectid and d.name = e.objectid and e.name ='HuaWei'")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sqlResult1 = db.sql().exec("select c.item as item3, d.item as item4, e.item as itmem5 from 
object_demo3 as c ,object_demo4 as d, object_demo5 as e where c.name = d.objectid and d.name = 
e.objectid and e.name ='HuaWei'")
let sqlResult = []
let item3s = "'"+sqlResult1.map(item=>{item.item3}).join("','")+"'"
let sqlResult2 = db.sql().exec('select a.item as item1, b.item as item2, c.item as item3 from 
object_demo1 as a object_demo2 as b, object_demo3 as c where a.id=b.objectid and b.name = 
c.objectid and c.item in ('+item3s+')')
for(let i in sqlResult1){
 for(let j in sqlResult2){
  if i.item3 == j.item3:
   sqlResult.append({
    "item1":j.item1,
    "item2":j.item2,
    "item3":i.item3,
    "item4":i.item4,
    "item5":i.item5
   })
 }
}

规则 6：SELECT 语句中聚集函数必须增加别名

SELECT语句中，聚合函数必须使用别名方式存储查询结果，以免因聚合函数返回的结
果不一致，导致存在兼容性问题。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count(*)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ame = 'HuaWei'")

● 正确代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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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count(*) as count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ame = 
'HuaWei'")

● 推荐代码示例
***聚合函数示例 ****
select count(*) as count_res，
select max(*) as max_res,
select min(*) as min_res,
select avg(*) as avg_res,
select sum(*) as sum_res  

规则 7：SELECT 语句中严禁使用“select from...”形式查询语句

严禁使用“select ...”形式查询语句，请指出select的具体字段。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ame = 'test'")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id, object_typ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ame = 'test'")    

规则 8：SELECT 语句中拼接的参数值请谨慎使用入参变量

SELECT语句中，拼接的参数值请谨慎使用入参变量，以免引起SQL注入的风险。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select id,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
errorDemo += input.parameter 
let errorDemoResult = db.sql().exec(errorDemo)

其中，“input.parameter”为脚本入参。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select id,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
let correctDemoResult = db.sql().exec(correctDemo, { params: [input.parameter] })

其中，“input.parameter”为脚本入参。

规则 9：“for”循环中请谨慎使用 SELECT 语句

“for”循环中，请谨慎使用SELECT语句，以免后续进行结果赋值时，由于数据过多，
导致内存溢出。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for (let i = 0; i < input.para.length; i++) {
  db.sql().exec("select id,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HuaWei'");
}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db.sql().exec("select id,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HuaWei'");

规则 10：SELECT 语句中谨慎使用 order by
SELECT语句中，请谨慎使用order by。如果需要使用order by，请为排序字段增加索
引，以提高查询效率。如果无法增加索引，需要关注是否存在查询性能低下的风险。

● 错误代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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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id = 'HuaWei' 
Orde by createdDate") 

表“object_demo”中的“createdDate”，并没有创建索引。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HuaWei' Order by 
createdDate")

“object_demo”中的“createdDate”，创建了索引。

1.7.7 如何自定义调用脚本的 URL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支持将已启用的脚本，封装成一个新的URL地址，方便让第三方系统进行
调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单击开放接口后的 ，进入新建开放接口页面。

步骤4 设置接口参数，单击“保存”。

图 1-681 新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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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4 新建接口参数配置

参数 参数说明

标签 新建接口的标签。

操作名称 新建接口的操作名称。

版本 URL对应的版本号。

URL 新URL地址，其中“/service”是固定值，其次是“/App名称/版
本号”，剩下部分请自定义。

自定义的URL需要符合一定规则，规则如下：

● 必须以单个“/”开头。

● 可以配置多级路径，两个或者多个“/”之间必须有内容。

内容类型 请求中的body类型。

● application/json
● multipart/form-data
● binary-data
“multipart/form-data”和“binary-data”用于文件上传接口，
选择该内容类型，只能调用POST类型的脚本。

分类 新建接口所属的分类。

描述 新建接口的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允许匿名访问 是否可匿名访问运行环境中，该API接口。

勾选表示允许匿名访问，通过运行环境子域名访问此接口时，如
果无有效的Token认证信息，则以匿名用户身份继续访问此接口，
且不需要做CSRF校验。匿名用户的权限为“Anonymous User
Profile”，请确保该权限具备访问该接口的业务权限凭证或者相
关资源权限。例如，当该接口有配置业务权限凭证时，给
“Anonymous User Profile”权限添加相应业务权限凭证，即可
通过运行环境子域名匿名访问该接口。

● 需要支持匿名访问自定义接口的帐号，必须要设置运行环境子
域名。

● 带有合法认证信息来访问允许匿名访问的自定义接口时，优先
以合法认证的身份权限来访问。

● 匿名用户身份访问自定义接口，不需要做CSRF校验。

● 不论以什么方式来访问， 认证身份后做的权限校验保持一致。
如果配置了业务权限凭证，还是会查看用户权限是否配置相应
业务权限凭证。

例如：登录业务应用接口“login”的URL为“/service/
trq1__MyApp/1.0.0/login”，运行环境子域名为
“test.XXX.com”，期望可匿名访问该自定义接口，则配置接口
时请勾选“允许匿名访问”，且“Anonymous User Profile”权
限配置了该接口的业务权限凭证，则匿名用户通过“https://
test.XXX.com/service/trq1__MyApp/1.0.0/login”即可访问该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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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类型 新建接口类型。

● 服务编排：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服务编排。

● 脚本：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脚本。

● 对象：表示该定义URL是操作对象数据，包括对象数据的增删
改查。

本示例选择脚本。

自定义响应 是否需要格式化调用该URL后，返回的响应消息。如果勾选，表
示对响应消息进行格式化，删除resCode、resMsg、result外层信
息，只透传返回的消息。

例如，不勾选“自定义响应”，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
}

勾选“自定义响应”后，只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资源 调用的服务编排、脚本或操作的对象名称。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89



参数 参数说明

对象操作 设置具体的操作，“类型”选择“对象”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Insert Record：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or Insert Record：更新或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By ID：按记录ID，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ID：按记录ID，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ID：按记录ID，查询对象数据。

● Update By Condition：按条件，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Condition：按条件，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Condition：按条件，查询对象数据。

方法 映射后调用的方法名，如GET（查询）、PUT（增加）、POST
（修改）和DELETE（删除）。

 

步骤5 接口创建完成后，支持在线测试。

1.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的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2. 在开放接口中，单击对应接口后的 ，选择“查看”，进入接口预览页面。

3. 在接口预览页面，单击URL后的 。

4. 单击“测试一下”，如果有输入参数，设置输入参数后，单击“执行”。

返回成功响应，表示接口调用成功。

----结束

1.8 定时任务

1.8.1 新建定时任务

什么是定时任务

业务系统中通常存在很多场景不需要人工参与，可以在系统后台定期完成的任务。例
如，系统中存在一个定时任务，在每天凌晨3点，定时将到期的商品进行下架处理。系
统提供自定义定时任务，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在线创建、查看、删除定时任务并
监控任务执行的结果。

创建定时任务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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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开始”页面，单击“新建定时任务”。

图 1-682 新建定时任务

步骤3 配置定时任务，单击“保存”。

例如，创建一个定时任务“OfferingOffline”，用于实现从2021-11-25开始，每天零
点自动将过期商品下架。其中，将过期商品下架的功能由“OfferingOffline”脚本实
现。在创建定时任务之前，需要先开发实现定时任务功能的脚本。如何开发脚本，请
参见脚本开发。

图 1-683 配置定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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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5 定时任务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定时任务名称。

例如：OfferingOffline

类型 选择定时任务执行的类型，支持脚本或服务编排。

例如：脚本

服务编排/脚本 选择定时任务执行的脚本或服务编排。

例如：选择已启用的脚本“OfferingOffline”。

输入参数 输入脚本或服务编排的输入参数。

任务首次执行时间 首次执行脚本或服务编排的时间。

例如：2021-11-25 00:00:00

执行次数 定时任务执行次数。

● 仅执行一次。

● 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

例如：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

执行周期 “执行次数”配置为“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时，需要
设置。

例如：1

执行周期单位 “执行次数”配置为“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时，需要
设置执行任务时间的间隔单位。

例如：天

描述 定时任务的描述信息，建议描述其用途。

 

----结束

1.8.2 禁用定时任务

使用说明

定时任务创建成功后，其默认为启用状态，支持禁用定时任务。

禁用定时任务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在定时任务中，单击已创建的定时任务，进入定时任务详情页面。

步骤4 在定时任务详情页面的右上角，单击“禁用”，禁用定时任务。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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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批量导入定时任务

使用说明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支持批量导入定时任务。

批量导入定时任务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定时任务后的 ，进入导入定时任务页面。

步骤4 选中待导入的定时，单击“导入”。

导入成功后，在“流程 > 定时任务”中，可查看到已导入的定时任务。

图 1-684 导入定时任务

----结束

1.8.4 移动定时任务

使用说明

定时任务创建完成后，支持将定时任务移动到拥有开发权限的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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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定时任务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定时任务后的 ，选择“移动”。

步骤4 在移动到其他应用页面，单击“下一步”。

您也可以选择其他元素，一起移动。

步骤5 在选择应用中，选择有开发权限的应用，单击“确认”。

步骤6 移动成功后，单击提示信息中的“立即打开”，即可进入目标应用。

在目标应用的“流程 > 定时任务”中，可查看到定时任务。

图 1-685 立即打开

----结束

1.8.5 克隆定时任务

使用说明

定时任务创建完成后，支持将定时任务克隆到当前应用中。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定时任务后的 ，选择“克隆”。

步骤4 设置定时任务的唯一标识，单击“确认”。

克隆成功后，在定时任务目录下，可查看到克隆成功的定时任务。

----结束

1.9 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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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什么是工作流

什么是工作流

工作流即业务流程管理，源自业界工作流N 2.0标准。低代码平台基于该规范实现了自
己的业务流程管理系统，由于工作流本身已成为了业界一套行业规范，因此在低代码
平台中称实现此类流程的引擎为工作流。

与服务编排类似，工作流也是一套图形化的流程编排引擎，但是工作流着重于构建带
有用户交互行为的业务流程，例如审批流、工单派发流程等。

工作流与服务编排主要区别如下：

● 工作流描述的是用户交互流程，使用用户任务将人和页面进行了关联，而服务编
排描述的则是单次的业务操作。

● 工作流内置实现了顺序审批、或签、会签、投票等任务分派规则，可基于用户任
务实现复杂的任务分派规则，应对复杂的交互流程。

● 工作流对每次用户交互都会产生流程历史并可以在流程历史中查看，对于非交互
类流程这是非必要的。

以上也是工作流更适合制作交互式流程的原因。人工交互流程需要页面的结合、需要
对复杂的分配规则的封装，需要能够进行事后审计的能力。而对于系统的服务编排是
不必要的，并且，记录日志反而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性能损失。

因此，结合两者的不同场景，工作流可与服务编排结合使用。服务编排用于实现系统
的具体逻辑操作，工作流通过调用服务编排、关联用户任务与页面，实现多次人机交
互的流程，例如审批流、工单分发等场景。

初识工作流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中，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流程”。单击“工作流”后面的“+”，
设置工作流的标签和名称后，单击“添加”，即可进入工作流设计界面。

图 1-686 添加工作流

工作流设计界面由上方按钮区域、左侧面板图元区域、中间画布工作区域和右侧属性
配置区域四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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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87 工作流设计界面

表 1-96 工作流设计界面说明

分类 功能说明

按钮区域 功能按钮区域，包括锁定、解锁、启用（或者禁用）、保存、另
存为新版本或者新工作流、运行、操作回退、撤销回退、启用流
跟踪器以及切换版本的操作。支持快捷键操作，即可脱离鼠标直
接用键盘操作。

面板图元区域 工作流的组成图元，详细介绍请参见工作流图元。

画布工作区域 工作流设计操作区域，在该区域可对工作流进行具体流程设计、
组件放置。

选中图元或者泳道按“Delete”，可进行删除操作。

属性配置区域 整个工作流、泳道（Lane）或图元属性设置区域。

● 当选择工作流中图元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图元的属性设置
区域。

● 当选择工作流中空白区域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工作流的设
置区域。

● 当选择泳道左侧标签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泳道的属性设置
区域。

 

工作流开发流程

添加一个工作流的主要流程，如图1-68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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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88 工作流开发流程

1.9.2 工作流图元

1.9.2.1 事件

事件类图元用来处理与工作流相关的内部（开始、结束、终止、捕获时间）或外部事
件（抛出信号、捕获信号），事件总是画成一个圆圈。

背景信息

根据图元的不同使用场景，工作流图元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 事件（Events）：驱动流程流转的事件图元，用来表明工作流的生命周期中发生
的事件，例如开始、捕获信号等。

● 网关（Gateways）：根据条件，分发的网关图元。网关用来控制流程的执行流
向，可理解为决策、判断。

● 活动（Activities）：提供用户交互或系统调用的图元，是工作流的核心图元，可
理解为节点或步骤，例如调用脚本、用户需要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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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常规的开始事件，开始类型分以下两种：

● 自定义：不指定事件的起因，即不需要指定触发条件，主要用于接口调用进行启
动。

● 表单：使用表单或者页面启动工作流。选择该项时，需要配置具体的表单、标准
页面或高级页面。

图 1-689 开始配置页面

其中：

● ：为图元的基本信息配置界面，包括“标签”、“名称”和“描述”。

● ：为全局上下文，主要用于创建工作流中需要使用的变量、公式以及结构体变
量等。

抛出信号

当工作流执行到达“抛出信号”事件时，引擎向系统内部发出一个事件，事件发出后
流程沿后续路线继续执行。抛出的信号，可以被“捕获信号”订阅处理。

使用该图元时，需要配置抛出的具体事件，并需要在“输入参数”配置事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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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90 抛出信号的“事件配置”页面

● 事件：请选择待发送的事件。

● 分区字段：从事件中选择一个自定义参数用作分区字段，根据该字段值进行路
由，相同的值将路由到同一个分区。如果不指定，则默认随机路由到不同分区，
从而提升并发处理性能。

● 目标/源：配置事件的数据，即为事件自定义参数赋值，将“源”取值赋值到“目
标”中。

捕获时间

当工作流执行到达“捕获时间”事件时中断在这里，引擎会创建一个定时器，当定时
器触发后事件结束，流程沿后续路线继续执行。

使用该图元时，您需要配置基准时间、偏移时间和偏移单位。下图示例为在基准时间
基础上，超时一天后沿后续路线继续执行工作流。

图 1-691 捕获时间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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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信号

当工作流执行到达“捕获信号”事件时中断在这里，等待抛出信号事件或者API发出匹
配的信号后结束，流程沿后续路线继续执行。

使用该图元时，您需要配置需要捕获的具体事件、捕获条件以及输出参数。

图 1-692 捕获信号配置页面

结束

表示流程或分支的自然结束，什么都不做。当流程有多个分支路线在执行时， 末尾
一个分支自然结束后，流程实例结束。

终止

表示流程被强制终止，什么都不做。当流程有多个分支路线在执行时，这些分支上的
活动任务都被终止。

1.9.2.2 活动

活动图元是工作流的核心图元，可理解为节点或者步骤。一个活动图元可以是流程中
一个基本处理单元（如用户需要做的任务、调用脚本任务），也可以是一个组合单元
（如嵌套的工作流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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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任务

用户任务用来表示，业务流程中由用户参与完成的工作。当引擎处理到该节点时，给
指定的用户（参与者）或者一组用户（如某泳道的工作队列）创建待处理的任务项，
等待用户的处理。

● 用户任务配置：在用户任务配置界面，配置任务接收人和活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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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93 用户任务配置页面

– 任务标题：显示在任务界面的标题。

– 任务描述：显示在任务界面的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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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级：该任务的优先级。

– 渲染类型：用户处理的界面，可以是标准页面、标准表单或高级页面。当配
置为标准表单时，需要配置用户可执行的动作（例如同意或拒绝）。

– 类型：待处理任务的用户类型。

▪ 当前泳道：可配置为“当前泳道角色的任意成员”或者“当前泳道中的
上一个任务被分配的人员”。

▪ 流程发起人的主管：当配置为该类型时，需要配置“部门经理层级”。

▪ 名称和表达式：当配置为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参与者”。

▪ 基于规则：当配置为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的“规则”。

– 参与者：当类型为“名称和表达式”时，该参数才会显示。参与者类型可以
是“用户”、“组”或者“表达式”。当“参与者”配置为“表达式”时，
实际是一个变量。在“取值”中，可设置变量的值，变量值支持以下几种：

▪ 用户的用户名或用户ID，其中用户名前需要加“user:”前 。

▪ 业务用户的用户名或业务用户ID，其中业务用户名前需要加“puser:”
前 。

▪ 公共组名称或者公共组ID，其中公共组名称前需要加“group:”前 。

▪ 角色名称或者角色ID，其中角色名称前需要加“role:”前 。

例如，分配任务接受者为用户名为“PortalUser1”的业务用户、用户名为
“User1”的用户、用户ID为“10XX000000XXXXXXX”的用户、公共组名称
为“group1”和角色名称为“role1”的合集，则取值为
“"puser:PortalUser1,user:User1,10XX000000XXXXXXX,group:group1,role:r
ole1"”。多个取值之间用英文逗号“,”分隔，取值外加英文双引号。

– 规则：接收人满足的规则。类型为“基于规则”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审批类型：审批的类型。

▪ 若选择了“或签：任一个分配人均可审批”，则只需要接收人中的某一
用户完成了审批，即可推动任务流程，走向下一个任务。

▪ 若选择了“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则需要接收人中的用户群
体满足您设置的审批条件才可推动任务流程，走向下一个任务。

– 如果审批人中包含群组，则群组中任意一人审批即认为该群组已经审批。当
审批类型为“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勾选，表示如果审批人中包含群组，则群组中任意一人第一个审批即认
为该群组已经审批，不需要其他用户再进行审批，该群组只算一个有效
审批人数。

▪ 不勾，选表示如果审批人中包含群组，则群组中每个人都需要审批，都
计算在有效审批人数内。

– 投票结果门槛：该参数取值表示百分比，如果达到设置的百分比，审批结果
中 高的得票结果将覆盖 “$BP.TaskOutcome”系统变量，即将执行 高得
票的审批结果。

– 默认结果：审批百分比（已审批的人数/总的有效审批人数）未达到“投票结
果门槛”百分比时，默认的审批结果。当审批类型为“会签：每个分配人都
需要审批”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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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触发方式：当审批类型为“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时，该参数
才会显示。

▪ 当 小百分比满足时，立即触发投票结果。

▪ 等待所有投票完成，触发投票结果。

– 候选动作：设定一些候选的动作为默认审批结果。

– 当存在以下动作时立即终止任务：当存设定的某个或者某些动作时立即终止
任务。

– 自动审批：该用户任务是否自动审批。

▪ 流程触发人自动通过：通过接收人“类型”和“参与者”已设置用户任
务的接收人后，若勾选自动审批中“流程触发人自动通过”，接收人正
好是流程触发人时，该用户任务会被自动审批。

▪ 已审批过该流程的审批人自动通过：通过接收人“类型”和“参与者”
已设置用户任务的接收人后，若勾选自动审批中“已审批过该流程的审
批人自动通过”，接收人在当前工作流实例中已审批过其他用户任务，
则该用户任务会被自动审批。

当前自动审批功能，只支持接收人为某一用户，可使用表达式的形式指派某
一具体用户，使用自动审批功能。

– 自动审批时默认选择的动作：勾选自动审批时，可设置自动审批默认选择的
动作。

● 动作配置：为该用户任务配置前置或者后置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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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置动作：流程执行该用户任务前执行的动作。

▪ 触发条件：触发该动作的条件表达式。

▪ 动作类型：动作的类型。

○ 通知经理：发邮件通知经理。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邮件模
板”。

○ 通知分配人：发邮件通知任务分配人。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
“邮件模板”。

○ 调用服务编排：调用服务编排。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的
服务编排以及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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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脚本：调用脚本。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的脚本。

○ 发送事件：发送某一事件。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的事
件。

○ 转移：将该用户任务转移给其他用户或者工作队列的用户处理。当
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接收者类型”以及“接收者”。

○ 设置状态：设置该用户任务的状态。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
体的状态。

○ 完成任务：完成某一任务，超期会自动完成任务。

– 后置动作：流程执行该用户任务后，执行的动作。请参考“前置动作”进行
配置。

● 数据映射：对该用户任务的输入输出参数，进行数据映射。

● SLA：为用户任务设置定时器，时间逾期可增加紧急程度并执行相应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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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94 启用 SLA 定期器

– 开始时间：定时器的开始时间。

▪ 任务创建后

▪ 由变量指定：通过指定时间变量，来确定开始时间。

▪ 由表达式指定：开始时间支持表达式，例如支持特定时间的相对时间，
设置为“STRING2TIME('yyyy-MM-dd hh:mm:ss.S', {!variable1})”。动
态指定时间的相对时间，设置为“TIMEADD({!
$Flow.CurrentDateTime}, 100)”。

– 目标期限：任务在目标期限内且即将过期时，满足触发条件后触发一个指定
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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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限期：任务过期，满足触发条件后触发一个指定的动作。

– 紧急程度：定时器的紧急程度。

– 动作：时间逾期后执行的相应动作。单击“添加”新增动作。

▪ 触发条件：触发该动作的条件表达式。

▪ 动作类型：动作的类型。

○ 通知经理：发邮件通知经理。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邮件模
板”。

○ 通知分配人：发邮件通知任务分配人。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
“邮件模板”。

○ 调用服务编排：调用服务编排。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的
服务编排以及输入参数。

○ 调用脚本：调用脚本。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的脚本。

○ 发送事件：发送某一事件。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的事
件。

○ 转移：将该用户任务转移给其他用户或者工作队列的用户处理。当
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接收者类型”以及“接收者”。

○ 设置状态：设置该用户任务的状态。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
体的状态。

○ 完成任务：完成某一任务，超期会自动完成任务。

记录创建

“记录创建”图元用于新增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INSERT INTO命
令。系统提供了，以下两种模式新增对象实例记录：

● 对象模式：需要先单击 ，在“对象变量”中定义一个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使用该对象变量或
对象变量数组的值，创建实例记录。

图 1-695 对象模式创建

● 条件模式：需要先指定对象并为对象的字段赋值，来创建记录。例如，如下图所
示，为“Account”对象新增实例记录，在变量“id”中保存新建的记录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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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96 条件模式创建

记录查询

“记录查询”图元用于根据条件查询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SELECT
命令。系统提供了，以下两种模式查询对象实例记录：

● 对象模式：需要先单击 ，在“对象变量”中定义一个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并设置条件以及选
择排序方式，即可实现根据条件和排序方式，将查询结果保存在对象变量中。例
如，如下图所示，根据条件查询对象数据，并将查询结果保存在对象变量数组
“account”中。

图 1-697 对象模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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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模式：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象部分字段的值，根据条件查询
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并赋值到设置的变量上。

图 1-698 条件模式查询

– 对象：查询的具体对象名。

– 剔重：若查询记录有重复值，是否需要删掉重复记录只保留一条记录。

– 条件：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段。单击“新
增行”，可设置查询数据的条件。

在“字段”中选择要进行判断的对象字段，在“比较符”中选择相应的比较
符，“值”则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名}”。

– 排序字段/顺序：使查询结果根据某个字段进行升序或者降序排序。

– 记录行的偏移量：分页，跳过前n条记录，从第n+1条记录开始。

– 记录行的 大数目：分页，每页 多显示的记录数。

– 记录的总行数存入变量：限定查询出来的总记录数，存入变量中。

– （输出）源/目标：输出的结果。其中，“源”为需要查询的字段，查询结果
需要保存到设置的变量中，“目标”为设置的变量。

– 无记录时配置空值：当根据条件查询无记录时，则变量为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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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更新

“记录更新”图元用于更新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UPDATE命令。系
统提供以下两种模式更新对象实例记录：

● 对象模式：需要先单击 ，在“对象变量”中定义一个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
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即可根据对象变
量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更新到数据库中，更新的值来源于对象变量中的值。如
下图所示，根据对象变量数组“account”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中的值更新到
数据库中。

● 条件模式：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象部分字段的值，在赋值中设置
需要更新的目标字段及更新值， 后根据条件查找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并将赋值
中的值更新到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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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删除

“记录删除”图元能够删除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DELETE命令。系
统提供了，以下两种模式删除对象实例记录：

● 对象模式：需要先单击 ，在“对象变量”中定义一个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使用该对象变量
或对象变量数组的记录ID删除对应的对象记录。

● 条件模式：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象部分字段的值，根据条件删除
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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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脚本

当流程到达“调用脚本”任务时，系统自动执行脚本，执行完成后继续执行后续路
线。

使用该图元时，需要选择具体调用的脚本，配置输入输出参数。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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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99 调用脚本配置页面

工作流中只允许调用当前应用工程下的资源（例如脚本、服务编排），即调用脚本中
可供选择的脚本和该工作流都处于同一应用下。

例如，工作流A中需要调用脚本B，请确保A和B处于同一应用中。若需要调用的资源不
在同一应用中，请在工作流A所在的应用中新建脚本B，或选择“使用已有脚本”导入
脚本B。再在工作流A中，使用“调用脚本”图元调用该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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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0 使用已有脚本

调用服务编排

当流程到达“调用服务编排”任务时，系统自动执行服务编排，执行完成后继续执行
后续路线。

使用该图元时，需要选择当前应用下具体调用的服务编排，配置输入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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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1 调用服务编排配置页面

规则

该图元根据决策表的配置生成一定的规则，后续根据规则的输出连接网关路由到不同
的其他图元节点，当流程到达“规则”任务时，系统根据该规则路由到不同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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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2 调用规则配置页面

● 规则实现

– 实现类型：规则基于决策表生成，请选择决策表类型。

– 引用：决策表的输入参数名称。此处只能使用当前项目依赖BO中，公开的及
全局的已启用的决策表。

● 输入参数

– 目标：决策表的输入参数名称，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即可。

– 源：工作流中的变量，为目标赋值。可以直接填写，也可以拖入全局上下文
变量，将工作流中的变量赋值给决策表中的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目标：决策表的输出参数名称，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即可。

– 源：工作流中的变量，将决策表中的输出参数赋值给工作流中的变量。

例如，在问题单流程中，问题单的工作流设计流程如下，业务的流转通过规则图元
（即“步骤选择”）驱动，不同的规则输出不同的步骤取值，根据步骤取值路由到不
同的步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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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活动

在工作流中，可以嵌套其他工作流。当流程到达“调用活动”任务时，系统自动执行
该活动（其实是调用的另一个工作流），执行完成后继续执行后续路线。

使用该图元时，需要选择具体调用的工作流，配置输入输出参数。还可以为该任务启
用SLA定期器，详情请参见• 您还可为用户任务设置定时器，时间逾期可增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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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3 调用活动页面

邮件

当流程到达“邮件”任务时，系统自动发送邮件，执行完成后继续执行后续路线。

说明

使用邮件图元，需要提前配置租户的默认邮件服务器，具体操作请参考服务编排、BPM、脚本
中发送邮件功能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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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4 调用邮件页面

● 邮件配置：支持“直接编辑”手动设置邮件信息或“基于模板”选择邮件模板。

● 模板：当“邮件配置”设置为“直接编辑”时，需要配置邮件标题。

● 内容：当“邮件配置”设置为“直接编辑”时，需要配置邮件内容。

● 主题：当“邮件配置”设置为“基于模板”时，需要选择邮件模板。

● 地址：设置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文本：直接输入邮箱地址，多个地址请用分号分隔，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拽
变量代表一个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集合：可以从全局上下文拖拽集合变量，集合变量即数组型变量，表示多个
接收人的邮箱地址。在定义变量时，勾选“是否为数组”，则该变量被定义
为集合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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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抄送人的邮箱地址。

● 密送：密送人的邮箱地址。

● 是否同步发送：选择“是否同步发送”。

数据映射

当流程到达“数据映射”任务时，进行赋值操作，执行完成后继续执行后续路线。

如下图所示，配置数据映射，将员工提交的出差申请数据赋值给主管审批表单，即
“Director_ApprovalForm.SubmissionForm={!Submission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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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5 配置“数据映射”

子流程

子流程任务是一个特殊的自动化容器任务，其内在包含了对子流程（Sub Process）的
创建、启动和调度管理。

当流程到达子流程任务时，按照配置策略自动启动子流程实例，父流程的该分支中
断，在这里等待子流程实例全部结束后继续执行后续路线。

子流程模型可以再包含调用子流程，成为每层嵌套的多级流程。

图 1-706 子流程实例

调用活动和子流程图元都是工作流的内嵌子流程，区别在于：

● 调用活动把子流程当做一个黑盒，通过参数传递进行调用。

● 内嵌子流程则直接在当前流程中规划出一个子流程，子流程可共享父流程的变
量。可用于流程步骤的划分、封装和复用。

说明

内嵌子流程中使用“终止”事件，只终止当前内嵌子流程。

1.9.2.3 网关

网关用来控制流程的执行流向，可理解为决策、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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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网关

排他网关用来在流程中，实现一组分支的唯一决策。系统将按照“条件顺序”评估流
出网关的分支，流程会执行第一个连线条件被评估为true（当多个条件为true时，将执
行第一个决策）的分支，并且不再继续评估下面的分支。如果所有分支条件决策都为
false且该网关定义了一个默认的连线，那么该默认分支将被执行。如果没有可到达的
分支，抛出异常，流程被中断，在工作流设计上应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图 1-707 排他网关配置页面

图 1-708 分支连线配置

并行网关

并行网关用于无条件的合并分支，该类网关对连线条件是忽略的。允许流程多进一
出，引出的多个分支被工作流引擎并发执行。 并行网关是成对出现的，一对网关中可
以有多个并行分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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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9 并行网关

包容网关

包容网关是一类特殊的并行网关，在并行网关的基础上每条连线都可以配置一个条
件，符合条件的连线分支都将被并行执行。如果都不符合，若配置了默认分支，将会
执行默认分支。每个包容网关都应该成对出现，从包容发散网关出发 终连接到汇聚
网关。

图 1-710 包容网关

事件网关

通常网关根据连线条件来决定后续路径，这要求条件信息必须存在于流程自身之中。
但是，当需要选择的后续路径的条件不是来自该流程时，可以使用事件网关。事件网
关只有分支行为，允许从多个候选分支中选择事件 先到达的分支（如时间事件、消
息事件），并取消其他分支。

事件网关之后的连线目标必须是一个“捕获信号”或者“捕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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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1 事件网关

1.9.3 工作流如何与页面交互
工作流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户任务，而用户任务所有的交互都是通过页面实现
的。在工作流中，使用页面与普通的页面开发有一定的区别。本节将要讲解的内容需
要用户有一定的页面开发基础，如果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可以先从 标准页面 和 高
级页面开始学习。

图 1-712 工作流与页面交互

工作流与页面的交互模式采用了业界“依赖反转”的设计模式。一般情况下，页面之
间的跳转应该在页面的事件代码中定义，但在页面上是无法确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因此，又需要依赖工作流进行页面的跳转，即“依赖反转”。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
可以复用页面而无需考虑页面的下一步是什么。

在标准页面中与工作流交互

在标准页面的自定义事件中，内置了一些交互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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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变量：context.$工作流.loadVariables(): Promise
● 提交任务、流程： context.$工作流.submitTask(variables: {[key: string]: any}):

Promise
● 修改变量： context.$工作流.putVariables(variables: {[key: string]: any}):

Promise

图 1-713 在标准页面的事件代码中与工作流交互

在标准表单中与工作流交互

标准表单是标准页面的一个简化子集，标准表单实际上是一个带内置了与工作流相关
的动作等的页面母版，用户在使用标准表单时只需要关注表单的内容而不需要关注页
面是如何交互的。但是也正因为表单内置了此类动作，其界面也相对固定，无法定
制。

在高级页面中与工作流交互

在高级页面中也提供了类似的API，但由于高级页面使用了懒加载的方式，其API表达
为闭包形式：

● 获取变量： $工作流(op => op.loadVariables(variables))
● 提交实例： $工作流(op => op.submitInstance(variables))
● 提交任务： $工作流(op => op.submitTask(variables))
● 更改变量： $工作流(op => op.putVariables(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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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4 在高级页面组件的事件中与工作流交互

另外，在高级页面的自定义组件的JS文件中，也可以通过以下代码即可触发名称为
“test工作流”的工作流流程，并将“test1”作为“val”变量的值传到工作流流程
中。
$工作流(op => op.submitInstance({
   "name": "test工作流",
   "variables":{
      "val": "test1"
   }
}))

1.9.4 运行态界面布局

使用说明

在配置完整个工作流图元及流程后，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的配置工作流运行态界面
布局。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工作流开发设计页面，选中空白区域，在右侧配置界面选择 。

在“基本信息”中，可以设置工作流的流程是否可以撤销，以及通过哪个元素后不允
许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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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5 流程设置

设置后在运行态可查看到“撤销”按钮，终止的流程该按钮置灰。

步骤2 在“实例显示名”中，配置工作流运行后，工作流实例在运行态的显示名称。

步骤3 在“BPM布局”中，单击实例详情后的 ，可编辑工作流运行态布局。

在编辑布局页面，可以修改“实例基本信息”、“当前任务”和“流程历史”的运行
态显示标题，还可以编辑“流程历史”中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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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6 编辑布局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工作流设计页面上方的 ，保存工作流。

步骤5 单击新版应用设计器页面上方的“运行 > 立即运行”，预览该应用。

步骤6 在应用预览页面，单击“历史”。

图 1-717 预览应用

步骤7 在历史任务中，单击该实例的任务名称，可查看到该工作流的运行态布局。

图 1-718 历史任务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29



图 1-719 工作流运行态布局

----结束

1.9.5 如何管理工作流

新建工作流目录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工作流后的 ，进入添加目录页面。

步骤4 输入目录名称，单击“保存”。

目录创建后，可拖拽已创建的工作流到对应的目录中。

----结束

查看工作流详情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对应工作流后的 ，选择“详情”。

步骤4 在工作流详情页面，可执行如下操作。

● 单击对应参数后的 ，可修改参数，如修改工作流的可见性、是否允许覆盖等。

● 单击 ，可进入工作流设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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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可运行工作流。

----结束

再次编辑工作流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对应工作流后的 ，选择“编辑”。

步骤4 在工作流设计页面，按需修改工作流。

----结束

移动工作流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对应工作流后的 ，选择“移动”。

步骤4 选中需要移动的工作流或其它元素，单击“下一步”。

步骤5 选中目标应用，单击“确认”。

只能移动工作流到具有开发权限的应用中。

----结束

克隆工作流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对应工作流后的 ，选择“克隆”。

步骤4 设置工作流的名称和唯一标识，单击“确认”。

克隆成功后，在工作流目录下，可查看到克隆成功的工作流。

----结束

删除工作流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对应工作流后的 ，选择“删除”。

步骤4 在弹出的页面，确认是否勾选“同时删除资源中的记录”，单击“确认”。

工作流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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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启动工作流
在低代码平台中，您可以通过如下三种方式，启动工作流。

在工作流设计页面启动工作流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对应工作流后的 ，选择“编辑”。

步骤4 在工作流设计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动该工作流。

在工作流设计页面，可以通过如下两者方式启动。

● 自定义：将工作流的“开始”图元的开始类型设置为“自定义”启动，不指定事
件的起因，即不需要指定触发条件，主要用于接口调用进行启动。

● 表单：使用表单或页面，启动工作流。选择该项时，需要配置具体的表单、标准
页面或高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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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接口启动

通过调用工作流的Rest接口“http://AppCube对外提供的默认域名/u-route/baas/bp/
v2.0”，进行启动。

接口URI：POST AppCube域名/u-route/baas/bp/v2.0/runtime/instances

表 1-97 请求参数

参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是 String 工作流的名称，在界面处创建工作流时配置的名
称。

version 否 String 工作流版本号，为可选参数，因为一个工作流可以
存在多个版本。如不带版本号表示运行当前启用的
版本。

variabl
es

否 Object 工作流元数据中定义的变量，包括自定义变量和系
统变量， key-value形式，key为变量名字，value
为变量的值。如果需要在启动工作流前设置工作流
的变量，可以填写该参数。如需启动时设置变量，
可以在variables中设置系统变量
$Flow.BusinessKey；如需设置BP title，可以设置
系统变量$Flow.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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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8 响应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Code String 返回码，如果返回“0”代表请求成功。

resMsg String 返回消息，如果成功状态，通常会返回
“Success”，其他情况会返回具体的错误信息。

result Object 在成功请求时会有内容，返回启动工作流之后，工
作流实例的运行信息。

 

例如，创建并启动了一个工作流，工作流名称为“createCloudOK_NEW”，版本号为
“1.0.1”，带有4个启动参数。

● 请求示例
POST AppCube域名/u-route/baas/bp/v2.0/runtime/instances
    
 {
    "name":"createCloudOK_NEW",
    "version":"1.0.1",
    "variables":{
        "name":"sun",
        "memorySize":"15",
        "storageSize":"15",
        "expiryDate":"2018-12-12"
    }
}

● 响应示例
{
    "resCode":"0",
    "resMsg":"Success",
    "result":{
        "name":"bpName1",
        "version":"1.0.1",
        "id":"002N000000Sy2NphoRbU",
        "processDefID":"001L000000S8Yi3xG9Gi",
        "interviewLabel":"BP Label 1",
        "nextElem":"subProcess",
        "isTest":true,
        "state":"Dispatched",
        "bpStatus":"New",
        "urgency":0,
        "taskOutcome":"",
        "businessKey":"002N000000Sy2NphoRbU",
        "startTime":"2019-08-27 10:53:04",
        "endTime":"",
        "Ext1":"",
        "Ext2":"",
        "Ext3":"",
        "Ext4":"",
        "Ext5":"",
        "Ext6":"",
        "Ext7":0,
        "Ext8":0,
        "suspended":false,
        "isClosed":fal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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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启动

在脚本代码中，导入工作流的脚本库，通过下面脚本代码方式启动。
import * as bp from "bp";
//......（其他代码）
const client = bp.newInstanceClient();  
client.start(工作流名称, 工作流版本号, BP中定义的变量); 

脚本样例如下：

import * as bp from 'bp';
let client = bp.newInstanceClient();
let res = client.start("test", "1.0.1", {  "foo": 1,  "bar": 3});

输出样例如下：

{
    "interviewId": "002N000000FdtN6xwgjI",
    "screen": {
        "allowBack": false,
        "allowFinish": true,
        "allowNext": true,
        "allowPause": false,
        "helpText": "",
        "label": "input phone number",
        "name": "inputphonenumber",
        "pausedText": "",
        "screenFields": [
            {
                "dataType": "text",
                "defaultValue": "135xxxxxxxx",
                "fieldType": "InputField",
                "helpText": "",
                "isRequired": false,
                "label": "phone number",
                "name": "phoneNumber"
            }
        ]
    }

1.9.7 如何定制已有工作流

使用说明

在如下两种情况下，需要修改已有工作流：

● 因业务需要，工作流要实现的能力变化。此时可以基于原有工作流修改，并保存
为新版本。使用时，只可选择一个版本的工作流进行启用。

● 需要开发的新工作流与已有的某个工作流类似。此时可以基于原有工作流修改，
再保存为新的工作流名称。在此场景下，原有工作流仍然有效。新工作流和老工
作流也没有关联关系，各自独立。

场景描述

根据已有的“LoanRequest”工作流，进行新版本的定制开发。

另存版本后进行定制

此处以“LoanRequest”为例进行说明，基于基线“1.0.1”版本另存一个“1.0.2”的
定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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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流程”。

步骤3 单击工作流“LoanRequest”后的“编辑”，进入工作流设计页面。

步骤4 单击页面上方的 ，禁用该工作流。

步骤5 禁用后，单击 ，进入另存为页面。

步骤6 “类型”选择“新版本”，设置标签和名称，单击“保存”。

选择“新实例”，是将原工作流重新另存并命名，新保存后为另一个工作流，与选择
“新版本”场景不同，适用于新建的工作流，基础工作流仍可使用。

图 1-720 另存为新版本

步骤7 在“1.0.2”版本工作流设计页面，进行定制修改。

步骤8 修改后，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工作流。

步骤9 单击 ，运行工作流，检查工作流运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步骤10 符合预期后，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新版本工作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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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如何创建标准表单

使用说明

在工作流用户任务活动中，任务界面会经常用到标准表单页面。本章节为您介绍，如
何创建一个标准表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工作流设计页面，单击空白区域。

步骤2 在右侧配置页面，选择 。

步骤3 单击“BPM表单管理”后的 ，进入创建表单页面。

步骤4 设置表单标签和名称（如Submission），单击“保存”。

图 1-721 创建表单

步骤5 在BPM表单管理中，单击已创建表单后的 ，进入表单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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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2 进入表单编辑页面

步骤6 从“基本组件 > 布局”中，拖一个表单到页面中。

图 1-723 拖入表单

步骤7 “表单配置向导”选择“基础类型”，“选择数据”配置为“文本”，名称和标签配
置为“Name”，单击“添加到表单”。

您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表单类型或对象类型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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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4 添加 Name

步骤8 参考上一步操作，添加如下基础类型数据到表单中。

选择数据 请输入名称 标签

文本（步骤7已添
加）

Name Name

文本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日期 Begin_Time Begin Time

日期 End_Time End Time

文本 Reason Reason

 

步骤9 添加完成后，在“表单配置向导”中，单击“取消”，关闭“表单配置向导”页面。

步骤10 如下图所示，选中分栏，调整为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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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5 设置两列

步骤11 拖动输入框和日期选择框到相应列中，合理调整表单页面布局，选中多余的组件单击
鼠标右键选择“删除”。

图 1-726 调整布局

步骤12 将表单中输入框和右侧“上下文”中字段，进行一一对应，到此员工提交出差申请的
表单，就创建完成了。

图 1-727 将输入框和“上下文”一一对应

----结束

1.9.9 如何调测工作流

使用说明

与服务编排类似，工作流也有一个流程执行历史的查看器，称为“日志跟踪器”。通
过跟踪流程的每一步的输入和输出，确定流程的执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操作步骤

步骤1 打开某个工作流，单击编辑器上方的“运行”，运行工作流，模拟与工作流进行交
互。

交互完成后，请确认步骤操作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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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工作流编辑器页面右上方的“跟踪器”，打开日志跟踪器页面。

步骤3 在“日志跟踪器”页面，查看工作流执行的每一步的详细信息，例如查看变量传递是
否符合预期。

图 1-728 日志跟踪器

日志跟踪器界面分为两部分，即搜索框和流程日志跟踪记录表格。

● 搜索框

图 1-729 搜索框

– 流程切换：用户可以根据时间筛选曾启动过的流程，每个流程的跟踪信息只
保存半个小时。

– 搜索框：根据流程跟踪信息进行搜索。

– 下载：将当前完整的流程日志，以文件形式下载到本地，便于保存或查看。

● 表格：日志跟踪器表格记录了工作流的流程流转的日志。其中包含时间戳、所属
模块的类型、所属模块的名字、具体操作的图元类型、图元名称以及该操作的描
述。模块在执行子流程时，会切换为子流程的类型和名称。

步骤4 若不符合预期，则重新返回工作流修改，重复步骤1。

----结束

常见错误
● 变量赋值错误？

请检查输入参数的类型与定义是否匹配，必要时进行类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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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结构错误？

请检查输入参数的结构（属性名、取值类型）与目标结构是否一致。当出现大段
JSON报错信息时，可借助JSON Viewer或在线JSON格式化工具进行对比。

● 没有走指定分支？流程意外终止？

由于流程的结束时隐含的，当没有下一步的内容时流程即结束。因此，在排他网
关里如果没有设置默认分支，当所有分支的条件都不满足时，流程即进入结束状
态。

1.9.10 深入了解用户任务

1.9.10.1 指派用户

“用户任务”图元是工作流引擎的核心，通过配置“用户任务”图元能够实现复杂的
任务分配，达到用户的业务目标。如果不太了解工作流、用户任务的基本概念，请参
考工作流图元 和 工作流如何与页面交互章节进行学习，以便了解其基本使用方法。

用户和业务用户

在进行任务分配时，低代码平台提供了两种用户可以进行任务的分配，分别是用户和
业务用户。

● 用户（User）：是租户帐号或子帐号开发者，用来管理应用和业务用户。购买
AppCube的租户帐号默认拥有所有权限，是管理员用户，可添加子帐号并为其配
置需要的权限。

● 业务用户（即PortalUser）：是访问在AppCube中开发的业务应用的用户帐号，
即业务应用的使用者。

用户可以在工作流中通过用户任务图元，在用户任务配置页面的“接收人”模块，通
过以下三种方式将任务分配给用户或业务用户。

● 当前泳道

● 流程发起人的主管

● 名称和表达式

● 基于规则

图 1-730 接收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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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泳道

“用户任务”图元接收人类型设置为“当前泳道”，将泳道和工作队列绑定，则处于
该泳道的用户任务图元，由该泳道对应工作队列中的成员去处理。工作队列中的成员
可以是多个用户、业务用户、公共组中成员、角色或带有下属的角色中成员。配置过
程如下：

步骤1 参考管理队列中操作，创建工作队列，将处理任务的用户或业务用户加入工作队列
中。

例如，创建派单员工作队列“Dispatcher”。

图 1-731 创建工作队列

步骤2 如图1-732所示，“用户任务”的接收人类型选择“当前泳道”，用户可以将任务分配
给“当前泳道角色的任意成员”或“当前泳道中的上一个任务被分配的人员”。

图 1-732 用户任务中设置当前泳道接收

步骤3 如图1-733所示，单击左侧泳道区域，在“泳道配置”中设置派单员工作队列
“Dispatcher”。

处于该泳道的用户任务图元，则由工作队列“Dispatcher”中的成员去处理。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43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dmin-appcube/appcube_06_0014.html


图 1-733 设置泳道

----结束

流程发起人的主管

“用户任务”图元接收人类型设置为“流程发起人的主管”时，需要配置“部门经理
层级”，即主管所属的部门。

名称和表达式

“用户任务”图元接收人类型设置为“名称和表达式”时，可以通过“表达式”、
“用户”和“组”三种方式分配该任务的参与者。这时，泳道中的工作队列配置不起
作用。

图 1-734 名称和表达式

● 用户：在“取值”中，选择接收该任务的用户，不包括业务用户。

● 组：在“取值”中选择公共组，则该任务由公共组的成员去处理。公共组的成员
可以是用户、业务用户、其他公共组的成员、角色或带有下属的角色中成员。如
何创建工作组，请参见管理公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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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式：当将“参与者”配置为“表达式”时，实际是一个变量。在“取值”
中，可设置变量的值，变量值支持以下几种：

– 用户的用户名或用户ID，其中用户名前需要加“user:”前 。

– 业务用户的用户名或业务用户ID，其中业务用户名前需要加“puser:”前 。

– 公共组名称或者公共组ID，其中公共组名称前需要加“group:”前 。

– 角色名称或者角色ID，其中角色名称前需要加“role:”前 。

例如，分配任务接受者为用户名为“PortalUser1”的业务用户、用户名为
“User1”的用户、用户ID为“10XX000000XXXXXXX”的用户、公共组名称为
“group1”和角色名称为“role1”的合集，则取值为
“"puser:PortalUser1,user:User1,10XX000000XXXXXXX,group:group1,role:role1
"”。多个取值之间用英文逗号“,”分隔，取值外加英文双引号。

基于规则

“用户任务”图元接收人类型设置为“基于规则”时，可以将全局上下文中的变量拖
入到条件输入框中。当条件输入框中的变量或条件为true时，将会把任务分配给选择
框中配置的用户。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配置接收任务的用户：

● 当前用户：把任务分配给，执行当前用户任务的用户。

● 上级经理：把任务分配给，执行当前用户任务的用户的上级经理。

● 特定的用户：把任务分配给，选择框中选择的用户。

● 队列：把任务分配给，选择框中选择的工作队列中的所有用户。

● 用户属性：根据用户对象的某一字段，进行任务的分配。

● 变量：根据输入框中的用户ID或用户名，将任务分配给相应的用户。

图 1-735 基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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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 工作队列与泳道

什么是工作队列

工作队列是在业务场景中，用来记录一类具有相同权限和任务对象的成员集。按照如
下操作，可创建一个工作队列。

步骤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在页面左上方，单击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中
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工作队列”。

步骤4 单击“新建”，新建工作队列，并在队列中添加用户（用户可以是租户用户、开发
者、业务用户等）。

图 1-736 创建工作队列

----结束

什么是泳道

在工作流中，可以添加或删除泳道，并在泳道配置中选择相应的工作队列。配置了工
作队列后，处于不同泳道的图元，分别归属不同的工作队列中的用户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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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7 泳道与工作队列

1.9.10.3 实现会签

在配置用户任务时，可以选择“或签”或“会签”两种审批类型。

图 1-738 审批类型

● 或签：任一个分配人均可审批：只需要接收人中的某一用户完成了审批，即可推
动任务流程，走向下一个任务。

● 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需要接收人中的用户群体，满足设置的审批条
件，才可推动任务流程，走向下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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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并行审批，可以快速的实现会签功能。可以将结果触发方式选择为“等待所有投
票完成触发投票结果”，在这种投票触发方式下，将需要所有被分配了当前任务的用
户完成相应的任务后才能推动工作流流程，即实现了会签功能。

1.9.10.4 实现投票

使用说明

在实现会签章节中，通过将结果触发方式选择为“等待所有投票完成触发投票结果”
实现了会签功能，本节将介绍如何通过用户任务实现投票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需要先将操作投票任务的用户加入到一个工作队列或公共组中。

1.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2. 在页面左上方，单击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入开发环境管
理中心。

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工作队列/公共组”。

4. 单击“新建”，新建工作队列/公共组，并在工作队列/公共组中添加用户。

图 1-739 在工作队列中添加用户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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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0 在公共组中添加用户

说明

– “当前泳道”方式是通过指定泳道的工作队列实现的。

– “名称和表达式”方式是通过设置“参与者”类型为“组”，并指定组（公共组）实现
的。

步骤2 通过“当前泳道”或“名称和表达式”的方式，将需要进行投票操作的用户加入到用
户任务的接收人中，再将“审批类型”选择为“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将
结果触发方式选择为“当 小百分比满足时立即触发投票结果”，并自定义“投票结
果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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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1 当前泳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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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2 名称和表达式方式

通过以上配置，将在处理任务的用户数量达到需要处理任务的总用户数量的对应百分
比后，将得票 高的结果赋值到“$BP.TaskOutcome”系统变量中，实现投票功能。

----结束

1.9.10.5 支持自动审批

AppCube支持用户任务自动审批功能，例如设置“主管审核”任务自动审批。在用户
任务配置界面，指定该任务具体某一接收人，可使用表达式的形式将任务指派某一用
户，在自动审批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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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触发人自动通过：若勾选该选项，任务接收人是流程触发人时，该用户任务
会被自动审批。

● 已审批过该流程的审批人自动通过：若勾选该选项，任务接收人在当前工作流实
例中已审批过其他用户任务，则该用户任务会被自动审批。

图 1-743 自动审批设置

说明

当任务接收人设置为“当前泳道”对应的工作队列或用户组时，将无法使用自动审批功能。只有
任务接收人设置为某一用户时，才可进行自动审批。

1.10 API 接口

1.10.1 如何开放 API 接口

什么是 API 接口

API接口是用户将在应用中开发的脚本、服务编排等包装成自定义REST接口的形式发布
出去使用，使得URL地址的表达形式更规范，方便让第三方系统进行调用。

如何定义 API 接口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

步骤3 在应用开发页面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

步骤4 在低代码应用列表中，单击应用后的“编辑”，选择“体验新版设计器”，进入新版
应用设计器。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52



图 1-744 进入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

也可以在“开始”页面，直接单击“新建开放接口”。

步骤6 单击开放接口后的“+”，设置开放接口参数，单击“保存”。

● 标签：新建API接口的标签。

● 操作名称：新建API接口的操作名称。

● 版本：API接口的版本，格式为“x.y.z”。

● URL：API接口路径， 固定以 /service/{命名空间}__{应用名}/{版本} 开头， 后面
接API的具体路径。

● 内容类型：请求中的body类型。

其中“multipart/form-data”和“binary-data”用于文件上传接口，选择该内容
类型，只能调用post类型的脚本。

● 分类：API接口所属的分类。

● 描述：自定义API接口的描述信息。

● 允许匿名访问：是否可以匿名访问运行环境中该API接口。

勾选表示允许匿名访问，通过运行环境子域名访问此接口时，如果无有效的Token
认证信息，则以匿名用户身份继续访问此接口，且不需要做CSRF校验。匿名用户
的权限为“Anonymous User Profile”，请确保该权限具备访问该接口的业务权
限凭证或者相关资源权限。例如，当该接口有配置业务权限凭证时，给
“Anonymous User Profile”权限添加相应业务权限凭证，即可通过运行环境子
域名匿名访问该接口。

– 需要支持匿名访问自定义接口的帐号，必须要设置运行环境子域名。

– 带有合法认证信息来访问允许匿名访问的自定义接口时，优先以合法认证的
身份权限来访问。

– 匿名用户身份访问自定义接口，不需要做CSRF校验。

– 不论以什么方式来访问， 认证身份后做的权限校验保持一致。如果配置了业
务权限凭证，还是会查看用户权限是否配置相应业务权限凭证。

例如：登录业务应用接口“login”的URL为“/service/trq1__MyApp/1.0.0/
login”，运行环境子域名为“test.XXX.com”，期望可匿名访问该自定义接口，
则配置接口时请勾选“允许匿名访问”，且“Anonymous User Profile”权限配
置了该接口的业务权限凭证，则匿名用户通过“https://test.XXX.com/service/
trq1__MyApp/1.0.0/login”即可访问该接口。

● 类型：选择资源类型，只有服务编排类型的接口能够在服务编排中被调用，其他
类型接口只能通过API的形式进行调用。

– 服务编排：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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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本：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脚本。

– 对象：定义URL是操作对象数据，包括对象数据的增删改查。

● 自定义响应：是否需要格式化调用，该URL后返回的响应消息。如果勾选，表示
对响应消息进行格式化，删除resCode、resMsg、result外层信息，只透传返回的
消息。

– 不勾选“自定义响应”，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
}

– 勾选“自定义响应”后，只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 资源：根据类型选择需要绑定的资源，如脚本，服务编排或操作的对象名称。

须知

如果找不到需要绑定的服务编排或脚本，请检查服务编排或脚本是否启用，如果
没有启用请单击按钮启用。

● 对象操作：“类型”选择“对象”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Insert Record：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or Insert Record：更新或者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By ID：按记录ID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ID：按记录ID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ID：按记录ID查询对象数据。

– Update By Condition：按条件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Condition：按条件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Condition：按条件查询对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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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API接口的HTTP方法。

– GET：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 PUT：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 POST：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 DELETE：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

– PATCH：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PATCH可
能会去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步骤7 返回“集成”页面，单击已创建接口后的 ，选择“查看”，进入接口预览页面。

步骤8 单击接口后的 ，可查看定义的API信息。

步骤9 单击“测试一下”，可模拟API接口调用。

图 1-745 API 接口请求参数信息

图 1-746 API 接口返回参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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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PI接口的请求参数和返回消息体，为绑定的资源（如脚本，服务编排等）所配置的入参和出
参。

----结束

1.10.2 如何进行接口鉴权

使用说明

AppCube提供了“客户端模式”和“授权码模式”两种授权模式进行OAuth鉴权。

● 客户端模式

通过该模式获取的access-token，用于在调用API接口时进行鉴权，使用时需在请
求消息头上设置“access-token”。

● 授权码模式

通过该模式获取的access-token，只能用于在获取用户信息时进行鉴权，使用时
需在请求消息头上设置“Authorization”。

说明

● 每个OAuth都有特定的用途，建议为不同的第三方系统单独新建一个OAuth。

● 关于“客户端模式”和“授权码模式”的更多介绍，请参见配置OAuth管理。本章节主要介
绍自定义OAuth2授权码模式接入鉴权。

自定义 OAuth2 授权码模式接入鉴权

配置OAuth管理中介绍了第三方系统访问AppCube时，如何配置接入鉴权，通过鉴权
认证的第三方系统才可访问AppCube。在AppCube中开发的应用也可以通过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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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uth2授权码模式接入鉴权，当应用配置鉴权后，只有通过鉴权的第三方系统才可访
问应用。

步骤1 参考配置OAuth管理中操作，获取鉴权ID“client_id”和鉴权密钥“client_secret”。

步骤2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的集成中，开发者通过自定义接口，给第三方接入调用，用于第三
方系统获取授权码code。

步骤3 应用调用脚本API，判断第三方客户端的鉴权ID“client_id”和重定向地址
“redirect_url”是否和注册接入鉴权时匹配。

如果匹配，则由平台应用自定义接口，实现登入跳转和授权跳转。在授权完成后，再
调用脚本API获取授权码code，并将需要展示给第三方的授权用户信息，通过该API传
给AppCube，AppCube会返回一个code，然后应用重定向到“redirect_url”，并携带
code。

● 判断第三方客户端的鉴权ID“client_id”和重定向地址“redirect_url”是否和注
册接入鉴权时，匹配的API样例如下：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oauth from 'oauth'
let handle = oauth.getAuthorizeHandle()
let clientDatas: oauth.clientDataFromApp = {
    redirect_uri: "http://10.26.30.68:14000/appauth/code",
    client_id: "bff4398905ee4a918722debec98b594c",
}
let pass = handle.checkURL(clientDatas)
console.log(pass) //true
if (pass){
//判断是否登入，做登入跳转
//判断是否授权，做授权跳转
}

● 获取授权码code的脚本API样例如下：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oauth from 'oauth'
let handle = oauth.getAuthorizeHandle()
 
 
//前面步骤已经走完
let clientDatas: oauth.clientDataFromApp = {
      redirect_uri: "http://10.26.30.68:14000/appauth/code",
    client_id: "bff4398905ee4a918722debec98b594c",
}
 
let userInfo = {
    "name": "jack",
    "phone": "1256287222",
    "email": "dsfsdf.com"
} 
let code = handle.getAuthCode(clientDatas, userInfo)
console.log(code) //WEUcqXbeQDKUHxcn8til3Q

步骤4 第三方系统接收到该请求，并解析出code后，在自己的后端访问AppCube接口获取
access_token，其步骤和配置OAuth管理中一致。

步骤5 第三方系统在获取到access_token后，使用该凭证访问平台“https://AppCube域名/u-
route/baas/oauth/v1.0/third/userinfo”接口，来获取授权用户的信息。

响应示例如下：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email": "dsfsdf.com",
        "name":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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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 "1256287222"
    }
}

----结束

1.10.3 如何自定义错误码

使用说明

系统支持对错误码信息进行多语言国际化配置。通过配置错误码，实现根据用户使用
的不同语言，将错误码信息进行不同的展示。

自定义错误码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单击“设置 > 自定义错误码”。

图 1-747 自定义错误码

步骤3 在自定义错误码页签，单击“新建”，进入新建错误码页面。

也可以单击“导入”，选择系统中已创建的错误码进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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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设置错误码参数，单击“保存”。

图 1-748 新建错误码

● 名称：自定义的错误码，建议以字母开头，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包括命名空
间。

● 类别：新建错误码所属的分类。

● Http状态码：选择Http协议状态码。

● 语言：根据需要，选择所需的语言类型。单击“新增”，可添加多语言错误码。

若待添加的语言不存在，可单击语言后的 。在提示信息中，单击“翻译工作
台”，跳转至翻译工作台配置页面进行添加。

● 格式：错误码的信息描述，支持使用{Number}表示变量名。例如 ，{0} 表示第一
个输出变量，{1} 表示第二个输出变量，以此类推。

----结束

如何使用自定义错误码

自定义错误码创建完成后，可在脚本中使用。在脚本中，调用抛出错误信息的error函
数I18nError('ErrorCodeName','变量1','变量2')。该函数中，输入参数为错误码名称
"t__testErrorCode"和错误码信息中所携带的变量（"val1"和"val2"）。

步骤1 创建脚本。

1. 在新版设计器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逻辑”。

2. 单击脚本后的 ，进入新增脚本页面。

3. 设置脚本的名称，模板选择“空脚本”，单击“添加”。

4.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 test custom error func , get diff language error by user lang
import * as error from 'error';
export class TestDemo {
    @action.method({ label: 'test', description: 'error code', input: 'No input', output: 'No output' })
    public test() {
        //使用I18nError函数设定错误码和错误码信息携带变量
         throw new error.I18nError('t__testErrorCode', ["val1", "val2"]);
    }
}

其中，“t__testErrorCode”为自定义错误码名称，请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5. 单击 ，保存脚本后，单击 ，启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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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按照如何定义API接口中操作，绑定上述开发的脚本，进行测试。

图 1-749 自定义错误信息测试

----结束

1.10.4 如何控制接口访问权限

为什么要添加业务权限凭证

通过业务权限凭证，可以控制AppCube的用户对于自定义公共接口的访问权限。如果
用户权限中包含了某个业务权限凭证，该用户将能够调用配置了相应业务权限凭证的
自定义公共接口。

什么是业务权限凭证

业务权限凭证用于控制接口的访问权限，AppCube提供了配置权限脚本和配置API接口
两种方式来控制API接口的访问权限。建议优先通过权限脚本进行权限验证，根据脚本
的返回值判断下一步的操作。

● 对于配置了业务权限凭证的接口，需要在权限的“业务权限凭证”页签中接入相
应的业务权限凭证，才可调用API接口。

– 若用户（User）没有配置业务权限凭证，则继续校验Profile权限中的数据权
限（例如执行服务编排、执行脚本、对象的增删改查、API读、API写权
限）。

– 若业务用户（PortalUser）没有配置业务权限凭证，调用接口直接报错，不
会继续校验Profile权限中的数据权限。

● 对于未配置业务权限凭证的接口，则需要查看内置系统参数
“bingo.permission.customapi.check”取值，该参数控制公共接口未绑定业务权
限凭证时的逻辑。

– 若该参数取值为“是”，公共接口未绑定业务权限凭证时，业务用户
（PortalUser）无法访问该接口；对于用户（User），则继续校验Profile权限
中的数据权限。

– 若该参数取值为“否”，公共接口未绑定业务权限凭证时，业务用户
（PortalUser）可直接访问该接口，无需鉴权；对于用户（User），则继续
校验Profile权限中的数据权限。

例如：内置参数bingo.permission.customapi.check配置为“是”，接口未绑定业
务权限凭证，即使在权限设置中勾选“API读”与“API写”权限，业务用户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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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操作对象数据。若业务用户需要操作对象数据，请将该内置参数配置为
“否”。

查看和配置该系统参数的方法为：在AppCube管理中心选择“系统管理 > 系统参
数”，在“内置系统参数”查看和配置该参数。

图 1-750 内置系统参数

如何配置业务权限凭证

步骤1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中，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设置”。

步骤2 在应用设置中，选择“权限设置”，进入业务权限凭证页面。

步骤3 单击“新建”，设置业务权限凭证标签和名称，单击“保存”。

图 1-751 新建业务权限凭证

步骤4 为API接口添加业务权限凭证。

1. 单击新版应用设计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入开发
环境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自定义接口”。

3. 在自定义接口列表中，单击已创建接口的操作名称，进入接口详情页面。

4. 单击业务权限凭证中的“编辑”，将相应的权限凭证添加到右侧选择框中，单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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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2 添加业务权限凭证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

步骤6 在权限列表中，单击需要配置业务权限凭证的权限名称，进入权限详情页面。

步骤7 在“业务权限凭证”页签，单击 。

步骤8 勾选对应业务权限凭证后的“可接入”，单击 。

图 1-753 权限绑定业务权限凭证

步骤9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用户”或“用户管理 > 业务用户”。

步骤10 为用户或业务用户配置相应的权限，该用户即可获取调用相应API接口的权限，否则将
无法通过API接口的业务权限凭证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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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4 为用户或业务用户添加权限

须知

AppCube对用户和业务用户，在业务权限凭证校验的处理有所不同。平台用户在业务
权限凭证校验失败后，会进行下一步的权限校验。如果后续校验通过，仍可以调通API
接口。业务用户则在业务权限凭证校验失败时，直接报错，终止操作。

----结束

1.11 集成开发

1.11.1 如何调用第三方接口
在使用AppCube时，通常会调用第三方系统接口，进行数据交互。针对常见Rest和
SOAP协议，AppCube封装了Rest服务连接器和SOAP服务连接器。使用这两种连接
器，可方便快捷的调用第三方接口，实现对第三方系统的数据增加、删除、修改和查
找。

● 使用Rest服务调用Rest协议接口：当系统需要调用第三方提供的Rest协议接口
时，可以通过配置Rest Service来实现。Rest Service是第三方系统提供的Rest服
务，是一组模块化的Rest接口（Rest Action），通过配置第三方提供的Rest服务
的URL进行调用。Action是对第三方接口的一个元数据描述，将第三方接口转换成
AppCube可识别的定义，方便AppCube调用第三方接口。

● 使用SOAP服务调用SOAP协议接口：当系统需要调用第三方提供的SOAP协议接
口时，可以通过配置SOAP Service来实现。SOAP Service是第三方系统提供的
Soap服务，是一组模块化的SOAP接口（SOAP Action），通过配置第三方提供的
SOAP服务的URL进行调用。Action是对第三方接口的一个元数据描述，将第三方
接口转换成AppCube可识别的定义，方便AppCube调用第三方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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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通过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手工创建SOAP Service，也可以直接导入第三
方提供的WSDL文件创建SOAP Service。

须知

调用第三方接口前，需要第三方系统提供符合Rest和SOAP协议规范的API。

1.11.2 使用 Rest 服务调用 Rest 协议接口

1.11.2.1 创建 Rest Service（自定义连接器）

使用说明

通过依次创建Rest Service和Rest Action，使得系统可以调用第三方提供的Rest协议的
接口，实现第三方提供的业务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在“连接器 ”中，单击“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在类型中，选择“自定义连接器”，进入自定义连接器页面。

步骤5 单击“+”，配置连接器信息，单击“保存”。

图 1-755 创建自定义连接器

● 标签：REST服务的标签名。

● 名称：REST服务的名称，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名空间__。

● 图标：REST服务的图标。

● 描述：REST服务的相关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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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在“认证信息”页签，单击“新建”，进入添加认证信息页面。

步骤7 设置认证信息，单击“保存”。

可以新建多个认证，不同的Rest Action可以有不同的认证方式。

图 1-756 配置认证信息

● 标签：认证的标签名。

● 名称：认证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名空间__。

● 目录：认证所属的目录分类名称。

● 描述：认证的描述信息。

● 使用证书：服务端是否需要客户端证书，是否需要进行双向认证。勾选“使用证
书”时，需要配置证书类型，证书和密钥。

● 使用根证书：客户端是否需要服务端证书，是否需要进行双向认证。

勾选“使用根证书”时，需要提前在管理中心开启根证书校验并上传根证书，具
体操作请参见管理HTTPS根证书。上传后，在根证书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证书即
可。

● API主机地址：配置此地址后，可以限定REST操作的请求前 ，防止敏感信息泄
露。每次更改此地址，都需要重新配置鉴权信息。

● 打包当前配置：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
出。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 可选设置 > 鉴权设置

– 鉴权协议：设置鉴权协议，支持OAuth、简单消息头和JWT（JSON Web
Tokens）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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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权模式：设置为“client credentials”，此处只支持OAuth2的client
credentials鉴权模式。

– 鉴权地址：第三方系统OAuth2协议，获取的token地址。例如，AppCube获
取token的地址为“https://{host}:{port}/baas/auth/v1.0/oauth2/token”，
这里需要填入第三方系统的。

– Client ID：OAuth2协议中的client id。如果该REST Service是AppCube提供
的，可通过如下方法查看：

i.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
配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中心。

ii.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OAuth”，进入OAuth管理页面。

iii. 在OAuth认证列表中，查看对应鉴权的“客户端Id”。

– Client Secret：OAuth2协议中的client secret。如果该REST Service是
AppCube提供的，可通过如下方法查看：

i. 在新版应用设计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
配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中心。

ii.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OAuth”，进入OAuth管理页面。

iii. 在OAuth认证列表中，查看对应鉴权后 。

iv. 在弹出的警告页面，单击“确定”，将密钥文件下载到本地。

密钥文件中的client_secret，即为Client Secret的值。

– 消息体属性：从鉴权接口返回的，消息字段的映射规则。

根据OAuth2标准协议，返回体一般如图1-757所示。由于不同的第三方实现
的情况可能不一样，返回的不一定是标准的键值。例如，有些第三方接口返
回的是“accessToken”，而不是“access_token”，所以平台需要对这些不
标准的键值映射成标准的。

图1-756中配置的消息体属性是第三方返回的“accessToken”，AppCube使
用“access_token”这个键值来存储。 终存储的结果如下：
{
“access_token”: ${accessTo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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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7 返回体

– 消息头属性：定义调用业务接口时，所用的消息头的映射规则。

当使用获取的token，去返回具体rest action时，按照OAuth2的标准一般是
将token放到请求头上。例如，Authorization: Bearer ${access_token}。
但是由于各个第三方接口实现的差异性，不一定叫Authorization，也不一定
会在token前面加Bearer，例如访问平台的接口，token直接放在请求头
Access-Token上，且不需要Bearer前 ，所以需要配置消息头属性。

图1-756中配置的消息头属性，意思是将从消息体属性获取到的
“access_token”放到请求头“Access-Token”上。

----结束

1.11.2.2 创建并启用 Rest Action
通过创建Rest Action，使得系统可以调用第三方提供的Rest协议的接口，实现第三方
提供的业务功能。

前提条件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Rest服务的URL地址、输入参数、输出参数和内容类型信息。

场景描述

若需要调用第三方提供的Rest协议的flapRefund接口，则需要该Rest Service。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在“连接器 ”中，单击“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在类型中，选择“自定义连接器”，进入自定义连接器页面。

步骤5 在Rest Service列表中，选择Rest Action所在的REST Service，在“动作”页签，单击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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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设置动作的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

● 标签：新建Rest Action的标签名。

● 名称：Rest Action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URL：第三方提供的，Rest协议服务的URL地址。

● 方法：选择Rest的方法。

– GET：获取资源。

– POST：创建资源。

– PUT：更新资源。

– PATCH：用于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

– DELETE：删除资源。

– OPTIONS：用于获取当前URL所支持的方法。

方法选择“PUT”或“POST”时，可自定义输入消息体参数。当第三方入参为数
组或非JSON类型时，需要在定义输入参数设置为“键-值”形式。勾选后系统会
引入一个通用的入参变量“$in”，将数组或非JSON类型的变量存到“$in”中，
变成“键-值”格式传入到Rest Action中。

● 内容类型：输入内容的类型，该值取决于第三方支持哪种类型，是在HTTP标准协
议中定义的。

● 返回类型：取值为“application/json”时，表示会忽略第三方实际返回的
“content-type”，使用第三方配置的“content-type”来解析第三方返回的内
容。

如果该参数取值为空，表示使用http返回中的“content-type”，来解析第三方返
回的内容。

● 超时时间：当超出该参数设定的时间，第三方没有返回结果时，系统报错。

● 日期格式：若该Rest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求格式，则必须进
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Rest服务存在Date
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MM-DD”，则此处必须配置为“YYYY-
MM-DD”。

● 日期/时间格式：若该Rest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Tim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求格式，
则必须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Rest服务存在
DateTim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MM-DD hh:mm:ss”，则此处必
须配置为“YYYY-MM-DD hh:mm:ss”。

● 描述：Rest Action的描述信息。

步骤7 设置消息头入参，单击“下一步”。

若此接口没有消息头输入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请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消息头
输入参数，且有多个，请单击“新增”。若之前创建Rest Service时，有定义消息头参
数，可选择“从模板中插入”，并定义输入参数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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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8 消息头入参配置页面

● 标签：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标签名。

● 名称：消息头输入参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数据类型：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数字：数字类型。

– 字符串：字符串类型。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 默认值：参数的默认取值。

● 描述：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描述信息。

● 默认：参数是否有默认值。

● 必填：参数是否必填。

● 操作：单击 或 ，可对Header输入参数进行添加或删除操作。

步骤8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下一步”。

若此接口没有输入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输入参数，且有
多个，请单击“新增”，并定义输入参数的基本信息。

页面上方“消息体格式”参数使用说明：当方法为“PUT”或“POST”时，该参数才
会显示。当第三方入参为数组类型或者非JSON类型时，需要将“输入消息体方式”设
置为“值”形式。

例如，若设置“消息体格式”为“键-值”，假设定义了输入参数A、B、C，调用时消
息体中传递了参数 {A: 1,B:2, C:3} ，此时被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是 {A: 1,B:2, C:3}。
若设置“输入消息体方式”为“值”，此时默认使用$in输入参数定义，调用时消息体
中传递了参数{$in: [1,2,3] }，此时被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为[1,2,3]。

图 1-759 输入参数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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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输入参数的标签名。

● 名称：输入参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参数位置：设置输入参数的位置。

● 数据类型：设置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日期：日期类型，精度到天。

– 日期/时间：时间类型，精度到秒。

– 数字：数字类型。

– 字符串：字符串类型。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 全局结构体

– 键值对（Map）：Map集合类型。

– 对象：对象标识类型。

● 命名空间：输入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 元数据名称：选择元数据的名称。

● 默认值：参数默认取值。

● 描述：输入参数的描述信息。

● 默认：参数是否有默认值。

● 必填：输入参数是否为必填。

● 集合：输入参数是否为数组型。

● 操作：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入参数。

步骤9 设置输出参数，单击“保存”。

若此接口没有输出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请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输出参数，且
有多个参数，请单击“+ 新增”，并定义输出参数的基本信息。

页面上方“消息体格式”参数使用说明：设置“输出消息体方式”为“值”后，系统
会引入一个通用的出参变量“$out”，将body的内容存到“$out”中，作为出参。

例如，若设置“消息体格式”为“键-值”，假设定义了输出参数A、B、C，调用后返
回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 {A: 1,B:2, C:3} ，此时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是 {A: 1,B:2, C:
3}；若设置“输出消息体方式”为“值”，此时默认使用$out输出参数定义，调用业
务接口返回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1,2,3]，此时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为{$out:
[1,2,3]}。

图 1-760 输出参数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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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设置输出参数的标签名。

● 名称：输出参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参数位置：设置输出参数的位置。

● 数据类型：输出参数的数据类型。

● 命名空间：输出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 元数据名称：设置元数据的名称。

● 描述：输出参数的描述信息。

● 集合：输出参数是否为数组型。

● 操作：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出参数。

步骤10 在动作页签，单击该Rest Action所在行的 ，启用Rest Action。

单击“导出”，可导出zip包，zip包中包括该服务的所有Rest接口。单击“导入”，可
通过导入yaml文件，导入Rest Action。

----结束

1.11.2.3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 Rest Action

使用说明

Rest Action启用后，可以在业务的服务编排中，调用该Rest Action。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编排后 ，设置服务编排的标签和名称，单击“添加”。

图 1-761 添加一个服务编排

步骤4 在服务编排设计器页面左侧，“连接器 > 自定义 > 服务名”，拖拽步骤6中的Rest服
务图标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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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设置调用Rest Action参数。

图 1-762 配置“Rest Action”

表 1-99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认证信息 选择创建Rest Service（自定义连接器）中配置的认证信息，不
同的Rest Action可以有不同的认证方式。

动作 调用的Rest Action。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步骤6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8 在输入参数中，输入请求参数，单击“运行”，查看输出结果。

----结束

1.11.2.4 在脚本中，调用 Rest Action

使用说明

Rest Action启用后，可在脚本中调用已创建的Rest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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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脚本后的 ，设置脚本名称，单击“添加”。

图 1-763 新增一个空脚本

步骤4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connector from "connector";
let client = connector.newClient("LT927__test", "test1");
let result = client.invoke("LT927__flapRefund", {});
console.log(result) 

其中，“LT927__test”表示连接器的名称，“test1”为创建Rest Service（自定义连
接器）配置的认证信息名称，“LT927__flapRefund”为步骤6中配置的动作名称。

步骤5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6 脚本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脚本。

步骤7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中，输入请求参数，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步骤8 在“日志”页签，查看打印的日志。

----结束

1.11.3 使用 SOAP 服务调用 SOAP 协议接口

1.11.3.1 创建 SOAP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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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1 手工创建 SOAP Services

一个SOAP Service中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SOAP Action。例如，一个订单Service，可
能包括创建订单、查询订单、修改订单和删除订单四个SOAP Action。可以通过依次创
建SOAP Service和SOAP Action，使得系统可以调用第三方提供的SOAP协议的接口，
实现第三方提供的业务功能。

前提条件
●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

●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SOAP版本号、SOAP服务的URL地址、SOAP Service入参格
式要求。

场景描述

调用第三方提供的“BillPayment”接口，则需要先创建包含“BillPayment”接口的
“QueryBills”的SOAP服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在“连接器 ”中，单击“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在类型中，选择“HTTP > Soap服务”，进入Soap服务连接器页面。

步骤5 单击 ，选择“创建”，进入创建Soap服务页面。

步骤6 配置连接器信息，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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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4 配置页面

● 基本信息：

– 标签：新建SOAP Service的标签名。

– 名称：SOAP Service服务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服务地址：第三方提供SOAP服务的URL地址，请从第三方获取。

– SOAP版本：SOAP版本号，请从第三方获取。

– 日期格式：若该SOAP服务的输入参数，包括Dat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求格式，
则必须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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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SOAP服务存在
Dat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MM-DD”，此处必须配置为
“YYYY-MM-DD”。

– 日期/时间格式：若该SOAP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Tim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
求格式，则必须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SOAP服务存在
DateTim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MM-DD hh:mm:ss”，此处
必须配置为“YYYY-MM-DD hh:mm:ss”。

– 描述：SOAP服务的描述信息。

● 命名空间

– 名称：SOAP Service中存在的命名空间名称，可自行定义。

– 命名空间：请和前提条件中，获取的WSDL文件中的“targetNamespace”
取值保持一致。

– 描述：命名空间描述信息。

– 操作：单击操作列的 或 ，可复制或删除命名空间。

● 配置操作

– 名称：配置操作信息，操作是指第三方提供的调用操作。在“名称”中，输
入该SOAP Service包含的操作名称，请和前提条件中，获取的WSDL文件中
的“operation name”取值保持一致。

– 操作：单击操作列的 或 ，可复制或删除操作。

----结束

1.11.3.1.2 导入 SOAP Package

通过导入WSDL文件，实现系统自动生成SOAP Service。

前提条件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并已压缩成zip格式。

场景描述

通过导入WSDL文件形式，创建“CCQuery”的SOAP Service。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在“连接器 ”中，单击“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在类型中，选择“Http > Soap服务”，进入Soap服务连接器页面。

步骤5 单击 ，选择“导入”，进入导入Soap包页面。

步骤6 设置基本信息，并在“选择文件”中选择已压缩好的zip文件，单击“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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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5 导入 SOAP 包配置页面

● 文件名：需要导入的WSDL文件名称，请和前提条件中获取的第三方提供的WSDL
文件名保持一致。

● 目录：保存SOAP Service导入后，生成的结构体所属的分类。可直接在下拉选择
已有的分类，也可以手动输入新的分类名称，创建新分类。

● 日期格式：若该SOAP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求格式，则必须
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SOAP服务存在
Dat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MM-DD”，此处必须配置为“YYYY-
MM-DD”。

● 日期/时间格式：若该SOAP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Tim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求格
式，则必须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SOAP服务存在
DateTim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MM-DD hh:mm:ss”，此处必须
配置为“YYYY-MM-DD hh:mm:ss”。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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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 创建并启用 SOAP Action

前提条件
●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

● 已创建好包含该SOAP Action的SOAP Service。

● 已获取该SOAP Action的输入参数、输出参数信息。

场景描述

调用第三方提供的“BillPayment”接口，该接口包含在“QueryBills”SOAP服务中。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在“连接器 ”中，单击“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在类型中，选择“HTTP > Soap服务”，进入Soap服务连接器页面。

步骤5 在动作页签中，单击“新建”，进入新建SOAP操作页面。

图 1-766 新建 SOAP 操作配置页面

● 基本信息

– 标签：新建SOAP Action的标签名。

– 名称：SOAP Action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SOAP操作：需要调用的SOAP操作。在创建SOAP Service时已配置，必须和
前提条件中获取的，WSDL文件中的“operation name”取值保持一致。

– SOAP操作接口：SOAP操作的接口名称，请和前提条件中获取的，WSDL文
件中的“soapAction”取值保持一致。

– 描述：SOAP操作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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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参数

– 标签：输入参数的标签名。

– 名称：输入参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数据类型：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日期：日期类型，精度到天。

▪ 日期/时间：时间类型，精度到秒。

▪ 数字：数字类型。

▪ 文本。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 命名空间：输入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 结构体类型：输入参数结构体类型，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类型也可以自定义
类型。

– 描述：输入参数的描述信息。

– 必填：输入参数是否必填。勾选，表示是必填字段。

– 集合：输入参数是否是数组型。勾选，表示是数组型。

– 操作：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标签：输出参数的标签名。

– 名称：输出参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数据类型：输出参数的数据类型。

▪ 日期：日期类型，精度到天。

▪ 日期/时间：时间类型，精度到秒。

▪ 数字：数字类型。

▪ 文本。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 命名空间：输出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 结构体类型：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类型也可以自定义
类型。

– 描述：输出参数的描述信息。

– 必填：输出参数是否必填。勾选，表示是必填字段。

– 集合：输出参数是否是数组型。勾选，表示是数组型。

– 操作：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出参数。

步骤6 在动作页签，单击该SOAP Action所在行的 ，启用SOAP Action。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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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3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 SOAP Action

使用说明

SOAP Action是一个具体的SOAP协议的接口，在Flow等其他开发环境中可以直接调用
已启用的Soap Action。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单击编排后 ，设置服务编排的标签和名称，单击“添加”。

图 1-767 添加一个服务编排

步骤4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Soap服务 > 服务名 ”，拖拽具体的SOAP
服务图标至画布中。

图 1-768 拖拽 SOAP 服务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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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设置SOAP Action基本信息。

图 1-769 设置基本信息

● 标签：图元在界面展示的名称。

● 名称：图元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SOAP Service：SOAP Service的名称。

步骤6 设置调用SOAP Action参数。

图 1-770 配置 SOAP Action

● 动作：调用的SOAP Action。

● 输入参数：设置输入参数，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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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参数：设置输出参数，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步骤7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9 在输入参数中，输入请求参数，单击“运行”，查看输出结果。

----结束

1.11.4 如何对接口鉴权

通过Rest连接器，只需简单配置即可实现方便快捷的调用第三方接口。但是为了保证
接口调用安全，调用第三方系统开放的Rest接口，通常需要进行鉴权。当前Rest连接
器，集成了如下几种通用的鉴权方式。

OAuth 鉴权模式

使用OAuth客户端模式鉴权，AppCube会根据填写的OAuth服务端地址、Client ID和
Client Secret，在发送请求前，后台自动获取第三放服务端的access_token， 并在发
送请求时携带此access_token，服务端根据携带的access_token进行鉴权。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单击“连接器”中的“ 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在新建或修改Rest服务时，设置鉴权信息。

图 1-771 鉴权设置操作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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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2 OAuth 鉴权模式示例配置

----结束

简单消息头鉴权

简单消息头鉴权模式，适用于在调用第三方接口时，携带固定的鉴权信息。例如，
Basic Auth对用户名和密码进行Base64编码后的鉴权信息。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单击“连接器”中的“ 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在新建或修改Rest服务时，设置鉴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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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3 简单消息头鉴权模式

----结束

JWT 鉴权模式

JWT鉴权模式通过客户端和服务端，约定签名密钥。客户端根据密钥生成身份凭证，
服务端使用密钥进行解析，信息是经过数字签名的，因此可以被验证和信任。JWT鉴
权模式一般用于AppCube内部服务之前的相互访问。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单击“连接器”中的“ 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在新建或修改Rest服务时，设置鉴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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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4 JWT 鉴权模式

----结束

HTTPS 双向认证鉴权

HTTPS双向认证是客户端和服务端，相互验证对方证书的一种鉴权模式。在调用第三
方服务时，AppCube会携带配置的客户端证书，证书需要向第三方服务申请。目前
Rest服务支持配置P12和CRT格式的证书，其他格式需要通过keytool或openssl工具转
换。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单击“连接器”中的“ 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在新建或修改Rest服务时，设置鉴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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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5 HTTPS 双向认证证书设置

----结束

1.11.5 与云服务集成

1.11.5.1 了解连接器

什么是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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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搜索、OCR、智能边缘平
台、SMS、华为消息推送服务、Rest服务、ROMA和Soap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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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连接器入口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进入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单击“连接器”中的“ 连接器实例”，进入连接器实例页面。

步骤4 选择待创建的连接器类型，单击 ，创建所需的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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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6 创建连接器

----结束

1.11.5.2 对接 OBS 云对象存储实例

背景信息

对象存储服务（Object-based Storage Service，OBS）是一个基于对象的海量存储服
务，为客户提供海量、安全、高可靠、低成本的数据存储能力，包括创建、修改、删
除桶，上传、下载和删除对象等。

在AppCube中，通过应用与华为OBS对接，可实现对象或Widget资产存储功能。

前提条件

● 使用OBS前，需要拥有一个华为云帐号或一个可用于访问OBS的IAM用户，即先注
册华为云并实名认证、创建IAM用户、充值以及购买资源包，具体操作请参见使
用OBS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 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具体操作
请参见获取AK/SK。

● 已在华为OBS上，创建存储桶（例如“bing.testonly.1”），用于后续存储对象使
用，具体操作请参见如何创建桶，请记录创建桶时选择的区域。

新建 OBS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OBS”。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OBS对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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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7 设置基本信息

● 名称：新建连接器的名称，如TestOBS。

● 鉴权方式：访问OBS的鉴权方式。

– 委托授权：通过创建委托，可将OBS资源共享给AppCube。选择该方式后，
保存连接器设置时，在弹出的提示框中，请单击“是”，即可访问OBS，不
需要输入访问密钥对（AK/SK）。

– AK/SK：通过IAM用户的访问密钥对（AK/SK），来进行鉴权。

● 访问密钥：当“鉴权方式”配置为“AK/SK”时，需要配置用户的访问密钥AK，
即前提条件中获取的Access Key ID值。

● 密钥：当“鉴权方式”配置为“AK/SK”时，需要配置与访问密钥AK结合使用的
私有访问密钥SK，即前提条件中获取的Secret Access Key值。

● 内容分发网络：CDN服务器的地址。配置后，后续访问上传的静态资源时，可不
用登录OBS，直接通过CDN访问到静态资源。

● 描述：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 开启操作日志：选中该选项后，用户使用连接器上传、下载、查看文件时，将会
记录操作日志。

● 校验文件内容类型：开启文件类型校验后，会检查文件内容是否跟后 类型匹
配。 当前仅支持bmp、gif、png、jpg、ico、txt、xml和html几种常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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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8 添加桶

设置存储桶所在的区域和桶名称。可选择多个桶，此处以桶“bing.testonly.1”为例。
通过配置“文件类型”和“文件大小（字节）”，可限制上传文件的类型和大小。

● 区域：存储桶所在的区域，配置为前提条件中，创建桶时选择的区域。

● 桶名称：配置为前提条件中，创建的桶名。

● 文件类型：文件类型可以配置为多个，多个文件类型之间由逗号分隔（如
txt,png）。如果此处不填写，则支持所有类型。

● 文件大小：配置为0或不填写，表示上传文件的大小不受限制，允许输入的 大值
为9007199254740991，单位为字节。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5 （可选）测试是否能在存储桶中，存储对象。

说明

此处的测试只能上传小于1MB字节的对象，且只支持txt文件。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存储桶所在行的 。

2. 单击“点击上传”，选择对象文件，单击“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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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9 选择对象

3. 单击上传好的文件名，进行下载。

4. 打开下载的对象存储文件，查看与上传的对象存储文件是否一致。

----结束

通过 REST 接口调用连接器

可以通过调用REST接口，完成表1-100中功能。如何调用接口，请参见连接器API。

表 1-100 调用连接器

接口 说明

上传文件 将本地文件上传到存储中。使用该API上传文件，默认只会上
传到连接器下配置的第一个桶中。待上传的文件可以是任何类
型，如文本文件、图片、视频等。

下载文件 从存储中下载文件。

删除文件 从存储中删除无用的文件。

删除目录 从存储中删除某目录。如果目录下不为空，删除目录的同时也
会删除该目录下文件。

列举目录下文件 列举存储中某目录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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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说明

分段上传 对于较大文件上传，可以切分成段上传。用户可以在如下的应
用场景内（但不仅限于此），使用分段上传的模式：

● 上传超过100MB大小的文件。

● 网络条件较差，和OBS等存储服务端之间的链接经常断开。

● 上传前无法确定将要上传文件的大小。

获取endpoint，即
文件存储地址的前

endpoint为文件存储地址的前 ，该前 加上传对象的路径，
是实际访问对象的全路径。

分享Token 获取临时Token，用户只要使用该临时Token即可访问文件，
不用再使用access-token进行鉴权。

 

通过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OBS连接器创建完成后，支持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该连接器，实现与OBS的对接。用户
也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OBS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服务编排。

图 1-780 添加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从左侧“连接器 > 存储”中，拖拽“OBS”图元至画布中。

OBS是系统预置的，与OBS对接的存储接口。

图 1-781 拖拽 OBS 图元到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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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选中OBS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图 1-782 设置基本信息

● 标签：OBS图元在系统中展示的名称。

● 名称：OBS图元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已创建的“TestOBS”。

步骤4 单击 ，设置调用OBS参数。

图 1-783 配置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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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系统预置了，如下三个动作。

– view_object_obs：系统预置的查看存储对象接口。

– put_object_obs：系统预置的存储对象接口，用于将系统的对象存储到OBS的
存储桶中。

– get_endpoint_obs：用于获取对象存储地址的前 。该前 加上传对象的路
径，是实际访问对象的全路径。

● 输入参数：为定义连接器时，设置的自定义参数。

– “目标”配置为“object”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名称。

– “目标”配置为“data”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具体数据。

– “目标”配置为“bucket”时：请在“源”中，配置桶。

– “目标”配置为“acl”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文件的访问控制权限。
例如“private”（私有）、“public-read”（公共读）、“public-read-
write”（公共读写）和“default”（和桶权限一致）。

● 输出参数：“源”选择“result”，“目标”用于接收支付结果，必须定义一个空
实例的结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步骤5 连接开始图元和OBS图元。

图 1-784 连接图元

步骤6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器空白区域，选择 ，设置服务编排出参。

将OBS图元的输出参数，作为整个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

步骤7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9 在OBS上，查看存储桶中存储的对象列表，可查看到对象已存储成功。

步骤10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11.5.3 对接 MINIO 存储功能

背景信息

MINIO为系统提供的预置存储器，在部署AppCube时已经进行安装配置。华为云线上
不支持使用MINIO，线下可使用。

在AppCube中，通过应用与MINIO对接，可实现对象或Widget资产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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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已获取MINIO的访问密钥ID和秘密访问密钥。

● 已在MINIO上，创建存储桶，用于后续存储对象使用。

新建 MINIO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MINIO”。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MINIO对接参数。

图 1-785 设置基本信息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访问密钥：MINIO的访问密钥ID。

● 密钥：MINIO的秘密访问密钥。

● 内容分发网络：CDN服务器的地址。配置后，后续访问上传的静态资源时，可不
用登录MINIO，直接通过CDN访问到静态资源。

● 描述：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 开启操作日志：选中该选项后，用户使用连接器上传、下载、查看文件时，将会
记录操作日志。

● 校验文件内容类型：开启文件类型校验后，会检查文件内容是否跟后 类型匹
配。 当前仅支持bmp、gif、png、jpg、ico、txt、xml和html几种常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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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86 添加桶

设置存储桶所在的区域和桶名称，可选择多个桶。通过配置“文件类型”和“文件大
小（字节）”，可限制上传文件的类型和大小。

● 区域：存储桶所在的区域。

● 桶名称：创建的桶名。

● 文件类型：文件类型可以配置为多个，多个文件类型之间由逗号分隔（如
txt,png）。如果此处不填写，则支持所有类型。

● 文件大小：配置为0或不填写，表示上传文件的大小不受限制，允许输入的 大值
为9007199254740991，单位为字节。

步骤4 （可选）测试是否能在存储桶中，存储对象。

说明

该测试只能上传小于1MB字节的对象。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存储桶所在行的 。

2. 单击“点击上传”，选择对象文件，单击“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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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87 选择对象

3. 单击上传好的文件名，进行下载。

4. 打开下载的对象存储文件，查看与上传的对象存储文件是否一致。

----结束

通过服务编排调用连接器

MINIO连接器创建完成后，支持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该连接器，实现与MINIO的对接。
用户也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MINIO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服务编排。

图 1-788 添加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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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从左侧“连接器 > 存储”中，拖拽“minio”图元到画布中。

minio是系统预置的，与MINIO对接的存储接口。

图 1-789 拖拽 minio 图元到画布中

步骤3 选中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图 1-790 设置基本信息

● 标签：图元在页面显示的名称。

● 名称：图元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4 单击 ，设置调用MINIO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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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91 配置 MINIO

● 动作：系统预置了，如下三个动作。

– view_object_minio：系统预置的查看存储对象接口。

– put_object_minio：是系统预置的存储对象接口，用于将系统的对象存储到
MINIO的存储桶中。

– get_endpoint_minio：用于获取对象存储地址的前 。该前 加上传对象的
路径，是实际访问对象的全路径。

● 输入参数：为定义连接器时，设置的自定义参数。

– “目标”配置为“object”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名称。

– “目标”配置为“data”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具体数据。

– “目标”配置为“bucket”时：请在“源”中，配置桶。可在连接器列表
中，单击连接器名称，进入详情页查看桶信息。

– “目标”配置为“acl”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文件的访问控制权限。
例如“private”（私有）、“public-read”（公共读）、“public-read-
write”（公共读写）和“default”（和桶权限一致）。

● 输出参数：“源”选择“result”，“目标”用于接收支付结果，必须定义一个空
实例的结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步骤5 连接开始图元和MINIO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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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92 连接图元

步骤6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器空白区域，选择 ，设置服务编排出参。

将MINIO图元的输出参数，作为整个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

图 1-793 设置输出参数

步骤7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9 在MINIO上，查看存储桶中存储的对象列表，可查看对象已存储成功。

----结束

1.11.5.4 对接对象存储代理

背景信息

当对不同存储类型（OBS或MINIO）中的对象实例进行操作时，为了实现实例格式的
兼容性，需要对不同存储类型中的对象实例配置存储代理连接器。

新建对象存储代理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对象存储代理”。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对象存储代理对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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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94 创建对象存储代理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代理类型：对象实例的存储容器类型，支持OBS、MINIO和S3。

● 代理名：在下拉框中，选择具体的连接器名称。

● 桶：存储对象的存储桶名，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服务编排。

图 1-795 添加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从左侧“连接器 > 存储”中，拖拽“objectstorageproxy”图元
到画布中。

objectstorageproxy是系统预置的，调用存储代理连接器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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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96 拖拽 objectstorageproxy 图元到画布中

步骤3 选中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图 1-797 设置基本信息

● 标签：图元在页面显示的名称。

● 名称：图元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4 单击 ，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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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98 配置 objectstorageproxy 参数

● 动作：系统预置了，如下三个动作。

– get_endpoint_objectstorageproxy：获取上传对象文件的地址前 。

– view_object_objectstorageproxy：系统预置的查看存储对象接口。

– put_object_objectstorageproxy：是系统预置的存储对象接口，用于将系统
的对象存储到存储桶中。

● 输入参数：为定义连接器时，设置的自定义参数。

– “目标”配置为“object”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名称。

– “目标”配置为“data”时：请在“源”中，配置对象具体数据。

– “目标”配置为“bucket”时：请在“源”中，配置桶。

– “目标”配置为“acl”时：可选参数，请在“源”中，配置对象文件的访问
控制权限。例如“private”（私有）、“public-read”（公共读）、
“public-read-write”（公共读写）和“default”（和桶权限一致）。

● 输出参数

– “源”选择“result”，“目标”用于接收支付结果，必须定义一个空实例的
结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 “源”选择“endpoint”，“目标”用于获取上传对象文件的地址前 ，必
须定义一个text类型的变量来进行接收。

步骤5 连接开始和objectstorageproxy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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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99 连接图元

步骤6 单击服务编排页面空白区域，选择 ，设置服务编排出参。

将objectstorageproxy图元的输出参数，作为整个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

图 1-800 设置输出参数

步骤7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不用设置输入参数，直接运行。输出结果如下，表示成功获取上传对象文件的地址前
。

{
  "interviewId": "002N000000T1Jl8Zzzpg",
  "outputs": {
    "variable0": "http://10.100.92.158:9000/mybucket/"
  }
}

----结束

1.11.5.5 对接 Redis 实现数据存储

通过应用与Redis对接，实现数据存储功能。

前提条件

已获取Redis提供服务的URL地址和登录密码。

新建 Redis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库 > Redis”。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Redis对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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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01 创建 Redis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地址：Redis提供服务的URL地址。每个地址占一行，集群模式下至少填写两个地
址。

● 密码：连接Redis的密码。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Redis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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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02 新建空白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import * as redis from 'redis';

try {
    let cli = redis.newClient("NS__Redis1");
    // cli.set("A", "B", 0);
    console.log(cli.get("A"));
    console.log(cli.set("some_non_exist_key", "1", 0));
    console.log(cli.get("some_non_exist_key"));
    console.log(cli.set("some_non_exist_key", "2", 0));
    console.log(cli.get("some_non_exist_key"));
} catch (e) {
    console.log(e.message);
}

其中，redis.newClient("NS__Redis1")中“NS__Redis1”为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脚本。

步骤5 不用设置输入参数，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步骤6 在日志页签，可查看到刷新了Redis上数据。
0829 14:09:10.889|debug|vm[7]>>> AppCube 1.2.8 - Production on 2019-08-28 14:28:06 
1e6786b57891a6512b6922bf02cc90ad972a4e9a debug (<unknown>.ts:0)
0829 14:09:10.889|debug|vm[7]>>> script: NS__testsingleredis 1.0.1  (<unknown>.ts:0)
0829 14:09:10.889|debug|vm[7]>>> locale: zh_CN (<unknown>.ts:0)
0829 14:09:10.889|debug|vm[7]>>> timezone: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Asia/Shanghai) 
(<unknown>.ts:0)
0829 14:09:10.897|debug|vm[7]>>> undefined (NS__testsingleredis.ts:6)
0829 14:09:10.898|debug|vm[7]>>> true (NS__testsingleredis.ts:7)
0829 14:09:10.899|debug|vm[7]>>> 1 (NS__testsingleredis.ts:8)
0829 14:09:10.901|debug|vm[7]>>> true (NS__testsingleredis.ts:9)
0829 14:09:10.902|debug|vm[7]>>> 2 (NS__testsingleredis.ts:1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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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6 对接 CSS 提供云搜索服务

背景信息

云搜索服务（Cloud Search Service，简称CSS），为您提供托管的分布式搜索引擎服
务，完全兼容开源Elasticsearch搜索引擎，支持结构化、非结构化文本的多条件检索、
统计、报表。云搜索服务的使用流程和数据库类似，更多介绍请参见云搜索服务。

在AppCube中，通过应用与华为CSS （Cloud Search Service）对接，实现云搜索服务
功能。

场景描述

使用云搜索服务创建索引。

前提条件

参照如下操作，获取CSS提供服务的URL地址。

步骤1 登录云搜索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群管理”。

步骤3 在集群管理列表中，获取“内网访问地址”的值。

----结束

新建 CSS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库 > 云搜索”。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云搜索对接参数。

图 1-803 创建云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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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地址：CSS提供服务的URL地址，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值。

● 版本：ElasticSearch的大版本号，目前支持版本6和7。

● 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访问集群时，将进行通讯加密及安全认证。安全模式下，
若地址未指明协议，将默认使用https。

● 使用证书：仅在使用https协议，且无法通过证书校验时，才需要使用自定义的证
书。

该证书将用于构建客户端，以验证服务端的真实性，当前支持x509格式的证书。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CSS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脚本。

图 1-804 新建空白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导入该脚本所依赖的标准库文件。es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
import * as es from 'es'

/
   ES模块部分脚本接口调用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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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indexName1 = "indexName1"
let indexName2 = "indexName2"
let aliasName = "alias"

let client = es.newClient('CSS1') //创建客户端需要输入连接器实例名称，这里举例为“CSS1”

//1. 准备，如果已经存在索引，先进行删除（删除索引同时会删除索引内文档）
let exist = client.checkIndexExist(indexName1)
if (exist) { client.dropIndex(indexName1) }
exist = client.checkIndexExist(indexName2)
if (exist) { client.dropIndex(indexName2) }
client.createIndex(indexName1) //创建一个没有映射的索引（根据插入的文档动态生成映射）

//2. 插入或更新文档，如果已存在同id文档则更新，不存在则插入
let doc = {
    "_id": "1001",     //自定义的文档ID，若不指定_id，则自动生成唯一随机的文档ID
    "foo": "apple",
    "bar": 30,
}
let docID = client.indexDoc(indexName1, doc) //返回index的文档id
console.log("docID: ", docID) //此处docID为1001

//3. 批量插入或更新文档
let docs = [    //再定义两个文档
    {
        "_id": "1002",
        "foo": "banana",
        "bar": 40,
    },
    {
        "_id": "1003",
        "foo": "orange",
        "bar": 50,
        "baz": true,
    }
]
client.bulkIndexDocs(indexName1, docs)

//4. 局部更新文档
client.updateDocByDocID(indexName1, "1001", {
    bar: 35,     //局部更新，只将bar字段改为35
    qux: "none",    //局部添加新字段和值
})

//5. 增删改之后可以显式调用refresh进行刷新，否则需等待约1秒之后，才可被搜
client.refresh(indexName1)

//6. 查记录数
let count = client.countDocs(indexName1)
console.log("count: ", count) //应打印3

//7. 按条件查
let condition = { 
    query: {
        range: {
            bar: { gte: 40 }
        }
    }
}
let searchRes = client.search(condition, indexName1)  //查询bar字段大于40的文档
console.log("searchRes: ", searchRes)   //此处会打印出两个匹配的文档

//8. 按条件更新
let script = 'ctx._source.bar = 70' 
let query = {
    match: {
        foo: "app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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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updatedCount = client.updateByQuery(indexName1, query, script) //批量更新，把foo为apple的文档的bar
都变为70
console.log("updatedCount: ", updatedCount) //打印出改动的文档数量，此处打印1
client.refresh(indexName1)

//9. 仅查询id列表
let idList = client.searchIDList(indexName1, {
    query: {
        match_all: {}   //全部查询
    },
    size: 5  //指定 多搜出5个结果
})
console.log("idList: ", idList) //会打印 ["1001","1002","1003"]

//10. 轻量查询(相比于search，query不需要写json条件，只需要简单字符串查询即可)
let queryRes = client.query("foo:apple", false, indexName1) //查询foo字段为apple的文档, 第二个参数false表
示只查前十个文档，为true则为全查
console.log("queryRes1: ", queryRes) //会有1个查询结果
queryRes = client.query("foo:apple OR banana", false, indexName1) //除了foo字段为apple的文档，再加上全
文查询banana的结果
console.log("queryRes2: ", queryRes) //会有2个查询结果

//11. 创建第二个索引，自定义映射
let mp = {
    dynamic: "strict",
    properties: {
        name: { type: "text"    },
        age: {  type: "integer" }
    }
}
client.createIndexWithMapping(indexName2, mp)

//12. 获得索引的映射
let mpRes = client.getMapping(indexName2)
console.log("mapping: ", mpRes)    //打印出映射

//13. 绑定别名
client.attachAlias(indexName1, aliasName)

//14. 对别名操作和对索引操作一致
client.deleteDocByDocID(aliasName, "1001")
client.refresh(aliasName)
count = client.countDocs(aliasName)
console.log("countAfterDelete: ", count) //这里会打印2

//15. 得到别名关联的索引
let attached = client.getAttachedIndexes(aliasName)
console.log(attached)   //这里会打印出indexName1

//16. 得到索引管理的别名
let ali = client.getAlias(indexName1)
console.log(ali)    //打印出alias的名字

//17. 同时绑定新索引，解绑旧索引
client.attachAndDetachAlias(indexName2, indexName1, aliasName)
attached = client.getAttachedIndexes(aliasName)
console.log(attached)   //打印出indexName2

//18. 获取当前所有索引的基本信息(对应的别名、文档数)
let catRes = client.cat()
console.log("catRes: ", catRes)

其中，es.newClient('NS__CSS1')中“NS__CSS1”为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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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不用设置输入参数，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步骤6 在日志页签，可查看到创建了索引。
0826 10:20:14.685|debug|vm[86]>>> AppCube 1.2.8 - Production on 2019-08-23 14:44:06 
2ce004a222b087e3ac55c70d4e2482d7338d81aa debug (<unknown>.ts:0)
0826 10:20:14.685|debug|vm[86]>>> script: Test_CSS1 1.0.1  (<unknown>.ts:0)
0826 10:20:14.685|debug|vm[86]>>> locale: zh_CN (<unknown>.ts:0)
0826 10:20:14.685|debug|vm[86]>>> timezone: (GMT+00:00) Greenwich Mean Time (GMT) (<unknown>.ts:
0)
0826 10:20:14.766|debug|vm[86]>>> docID:  1001 (Test_CSS1.ts:28)
0826 10:20:14.812|debug|vm[86]>>> count:  3 (Test_CSS1.ts:57)
0826 10:20:14.815|debug|vm[86]>>> searchRes:  {
    "aggregations": {},
    "hits": [
        {
            "_id": "1002",
            "_index": "indexname1",
            "_score": 1,
            "_source": {
                "bar": 40,
                "foo": "banana"
            },
            "_type": "_doc"
        },
        {
            "_id": "1003",
            "_index": "indexname1",
            "_score": 1,
            "_source": {
                "bar": 50,
                "baz": true,
                "foo": "orange"
            },
            "_type": "_doc"
        }
    ],
    "max_score": 1,
    "total": {
        "relation": "eq",
        "value": 2
    }
} (Test_CSS1.ts:68)
0826 10:20:14.82|debug|vm[86]>>> updatedCount:  1 (Test_CSS1.ts:78)
0826 10:20:14.831|debug|vm[86]>>> idList:  [
    "1002",
    "1003",
    "1001"
] (Test_CSS1.ts:88)
0826 10:20:14.833|debug|vm[86]>>> queryRes1:  {
    "_id": "1001",
    "_index": "indexname1",
    "bar": 70,
    "foo": "apple",
    "qux": "none"
} (Test_CSS1.ts:92)
0826 10:20:14.835|debug|vm[86]>>> queryRes2:  {
    "_id": "1002",
    "_index": "indexname1",
    "bar": 40,
    "foo": "banana"
},
{
    "_id": "1001",
    "_index": "indexname1",
    "bar": 70,
    "foo": "apple",
    "qux": "none"
} (Test_CSS1.ts:94)
0826 10:20:14.879|debug|vm[86]>>> mapp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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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 {
        "type": "integer"
    },
    "name": {
        "type": "text"
    }
} (Test_CSS1.ts:108)
0826 10:20:14.898|debug|vm[86]>>> countAfterDelete:  2 (Test_CSS1.ts:117)
0826 10:20:14.899|debug|vm[86]>>> indexname1 (Test_CSS1.ts:121)
0826 10:20:14.899|debug|vm[86]>>> alias (Test_CSS1.ts:125)
0826 10:20:14.908|debug|vm[86]>>> indexname2 (Test_CSS1.ts:130)
0826 10:20:14.912|debug|vm[86]>>> catRes:  [
    {
        "indexName": "indexname1",
        "aliases": null,
        "docCount": 2
    },
    {
        "indexName": "indexname2",
        "aliases": [
            "alias"
        ],
        "docCount": 0
    }
] (Test_CSS1.ts:134)

步骤7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脚本。

----结束

1.11.5.7 对接 OCR 实现图片上文字识别功能

背景信息

文字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简称OCR）以开放API的方式提供给用
户，用户使用Python、Java等编程语言调用OCR服务API将图片识别成文字，帮助用户
自动采集关键数据，打造智能化业务系统，提升业务效率。

在AppCube中，通过应用与华为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对接，可实现
图片或扫描件中文字识别功能。

场景描述

识别某用户上传到华为OBS上的身份证图片的全部信息。

前提条件
● 已申请身份证识别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文字识别服务。

● 已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具体操
作请参见获取AK/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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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将身份证照片上传到华为云的OBS存储桶上，并获取到图片的URL，具体操作
请参见如何上传文件。

新建 OCR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I > OCR”。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OCR对接信息。

图 1-805 创建 OCR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区域：OCR服务的区域。

● 访问密钥：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ID和私有
访问密钥一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配置为前提条件中的“AK”的值。

● 密钥：私有访问密钥，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可
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请与前提条件中的“SK”的值。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5 （可选）测试是否能识别身份证照片。

1.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

2. “选择类型”配置为“图片URL”或“图片文件”，输入图片URL或选择身份证图
片，单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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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06 配置身份证

提示如下信息，表明成功识别身份证信息。

图 1-807 测试成功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OCR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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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08 新建空白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导入该脚本所依赖的标准库文件。ocr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
import * as ocr from 'ocr';
 
let cli = ocr.newClient("OCR_Test");
try {
    let url = "https://obs-XXXX.obs.cn-north-1.testXXXX.com:443/1.PNG?
AccessKeyId=ZK87UUIONJF5ZHWBINUO&Expires=1556001233&Signature=DOwO6djb4Q3EBvCieQFaO3
T2GKU%3D&x-obs-security-token=gQpjbi1ub3J0aC0xipYOeC2mcbefHh5I_aMr6DEWQ8-
iFyxqatavdiFtYowH-
lpJCcxeTynsV_4PTJe9QIx85mlDIDo3sU9PUv3hFtRjQORjGE2PqA4hEtozvMuWxXb5b6RKiFT37-
z7NoI4R85XmlTmZGQ6OUZ92bercG5DWEBTDVd3I_UYuNGzF20q6S2COP__Z-
uqkhhw8nATd3k6GaIfCqxjcOih_juHBBoM1ON74vpKxCl1sJxnEYbZfkf6FO_xuGaJD7-
J7OzD8tsSmFf4jR1TqZFZzrPEc9bkd2bPr8pwOCdDp8Yy0EVauKDvtIXsvzFollOR0rUvZol1sIsQU0gVpFpZyI
qYqG6C_qQfXmr5DQwXTsQyifKjXLSj2MbPs6FKLYqu7mj0NhxUVcK5EQh5Vl5x5VHvYGRwgWJL078oXVB
KGnQnr05EDHcCiW-6Gris2mHBYdcNmuhJ1UwNekeumBc0S6_33yK-
U8OGYLMpR6HnLooyFmtmnOBIIQIkzWfWUNM7nIdWWcPmozJcBZ8iyawE0Cxgz5Xf56hPi-
YZda0d1Xu387GA8PBkEPVct1yo5nh2bmVfRH6z0zWzhN-
vbFcIHsfYv776DDLKQdSH0Sn-8bHdvPLPd2QieBkgS6wfvTcKMeBA6PwwNBl0Xqds6vQPpSZe6cYyplNuJo
Y05VLd8tLZMy_bR8Dmf1kArQaSquBzw2eDCfJAazjA4wTnkbccr38k7eM%3D"
    let resp = cli.idCardWithURL(url, "front");
    console.log(resp);
} catch (e) {
    console.log("error: ", e)
}

其中，ocr.newClient("OCR_Test")中，“OCR_Test”为连接器的名称，“url”取值是
图片的URL， “front”表示识别的是身份证正面。

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脚本。

步骤5 不用设置输入参数，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步骤6 在输出参数页签，检查是否识别出身份证上文字信息。

识别出身份证上的文字信息，表明成功调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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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脚本。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OCR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服务编排。

图 1-809 添加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从左侧“连接器 > AI”中，拖拽“OCR”图元至画布中。

OCR是系统预置的，与OCR对接的接口。

图 1-810 拖拽 OCR 图元到画布中

步骤3 选中组件，单击 ，设置OCR对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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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1 设置基本信息

● 标签：图元在页面展示的名称。

● 名称：图元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4 单击 ，设置动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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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2 设置动作参数

● 动作：系统提供了，如下两个动作。

– id_card_with_url：根据图片的URL路径，识别身份证。目前仅支持华为云
上，OBS提供的临时授权或匿名公开授权访问的URL。

– id_card_with_image：根据base64编码后的图像数据，识别身份证。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10M，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000之间，图片
格式为JPG、PNG、BMP或TIFF。

● 输入参数

– 当动作为“id_card_with_url”时，输入参数说明如下：

▪ “目标”取值为“url”时：请在“源”中，配置图片的URL路径，目前
仅支持华为云上OBS提供的临时授权或者匿名公开授权访问的URL。

▪ “目标”取值为“side”时：请在“源”中，配置身份证正面还是反
面，“源”配置为“front”，表示为身份证正面，配置为“back”，表
示为身份证背面。

– 当动作为“id_card_with_image”时，输入参数说明如下：

▪ “目标”取值为“image”时：请在“源”中，配置base64编码后的图
像数据。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10M，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
到8000之间，图片格式为JPG、PNG、BMP或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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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取值为“side”时：请在“源”中，配置身份证正面还是反
面，“源”配置为“front”，表示为身份证正面，配置为“back”，表
示为身份证背面。

● 输出参数

– “源”设置为“result”，“目标”用于调用成功时的调用结果。必须定义一
个如下表的结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表 1-101 result 结构体成员变量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姓名。

sex String 性别。

birth String 出生日期。

ethnicity String 民族。

address String 地址。

number String 身份证号。

issue String 发证机关。

valid_from String 有效起始日期。

valid_to String 有效结束日期。

 
– “源”设置为“error”，“目标”用于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

步骤5 连接开始图元和OCR图元。

图 1-813 连接图元

步骤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若输出身份证识别信息，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步骤8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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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8 对接 IEF 实现边缘节点管理功能

背景信息

智能边缘平台（Intelligent EdgeFabric，简称IEF ）满足客户对边缘计算资源的远程管
控、数据处理、分析决策、智能化的诉求， 为企业提供边、云协同的一体化边缘计算
解决方案。更多介绍，请参见智能边缘平台。

在AppCube中，通过应用与华为IEF（Intelligent EdgeFabric）对接，实现在5G智慧加
油站解决方案中，通过华为云IEF服务来纳管边缘节点，并通过IEF云边通信能力来向边
缘节点发送业务命令。

前提条件
● 已申请IEF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智能边缘平台。

● 已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具体操
作请参见获取AK/SK。

创建 IEF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I > 智能边缘平台”。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IEF对接信息。

图 1-814 创建智能边缘平台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区域：IEF服务的区域。该业务目前只用在5G智慧加油站解决方案中，因此区域目
前只支持“华北-北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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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ID和私有访问密钥一
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配置为前提条件中“AK”的值。

● 密钥：私有访问密钥。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可
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配置为前提条件中“SK”的值。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步骤4 （可选）测试连接器。

1.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

2. 选择接口，设置入参后，单击“测试”。

图 1-815 配置测试页面

– 选择接口：调用的IEF的接口名。

– 入参：调用接口的入参，所有接口的入参合集如下：

▪ project_id：项目ID。

▪ node_id：边缘节点ID。

▪ device_id：边缘设备ID。

▪ topic：IEF上的消息路由中的“源端点资源”取值，去掉“/”。获取方
法如下：

1) 登录IEF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边云消息 > 消息路由”。

3) 获取所用的消息路由的“源端点资源”取值。

“源端点资源”取值以“/”打头，去掉“/”，剩下部分即为该
“topic”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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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的消息(json)：发送的消息的json格式。

提示如下信息，表示测试成功。

图 1-816 测试成功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调用IEF的接口。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脚本。

图 1-817 新建空白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import { Decimal } from 'decimal';
import { Error } from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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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 as ief from 'ief';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ype" })
    project_id: string;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he operation value 2" })
    //  node_id: string;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Object", required: true })
    result: Object;
}

export class Calculator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do a operation" })
    run(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put = new Output();
        let cli = ief.newClient("ief_test");
        output.result = cli.getProjectNode(input.project_id);
        //console.log(output.result);
        return output;
    }

}

其中，ief.newClient("ief_test")中的“ief_test”为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脚本。

步骤5 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参数的项目ID，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
    "project_id":"XXXXXXXXXXX"
}

在输出参数页签，显示出边缘节点列表，表示执行脚本成功。

步骤6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脚本。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IEF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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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8 添加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从左侧“连接器 > AI”中，拖拽“IEF”图元到画布中。

IEF是系统预置的，与IEF对接的接口。

图 1-819 拖拽 IEF 图元到画布中

步骤3 创建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变量。

由于该服务编排调用的是IEF的查询边缘节点列表接口，需要定义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
出参，与接口的入参和出参类型保持一致。

表 1-102 服务编排变量

变量类型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put/
Output
Type

说明

普通变量 projectI
D

文本 Input Only 项目ID。

结构体变
量

result1 私有结构体变
量

Output
Only

输出的查询结果。

 

1.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页面的空白处，在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

2. 在私有结构体中，单击“新增”。

创建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变量“result1”前，需要先创建私有结构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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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0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3. 设置私有结构体名称，成员不用定义。

图 1-821 配置私有结构体

4.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单击 。

5.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号。

6. 选择“私有结构体”，设置页面参数，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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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2 配置私有结构体变量

– 名称：结构体变量的名称。

– 私有结构体：选择已创建的结构体类型名称，如result。
– 默认值：变量的默认取值。

– 描述：变量的描述说明。

– 是否为数组：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7.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8.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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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3 创建变量

9. 双击变量名，修改为“projectID”。

图 1-824 设置变量

步骤4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选中IEF图元后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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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5 设置基本信息

● 标签：图元在页面展示的名称。

● 名称：图元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5 单击 ，设置动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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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6 设置动作参数

● 动作：调用IEF的具体接口，本示例选择“查询边缘节点列表”。

● 输入参数：调用接口的输入参数。在“目标”中选择“project_id”，在“源”中
拖入全局上下文中的“projectID”。所有接口的输入参数合集如下：

– project_id：项目ID。

– node_id：边缘节点ID。

– device_id：边缘设备ID。

– topic：IEF上的消息路由中的“源端点资源”取值，去掉“/”。获取方法如
下：

i. 登录IEF服务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边云消息 > 消息路由”。

iii. 获取所用的消息路由的“源端点资源”取值。

“源端点资源”取值以“/”打头，去掉“/”，剩下部分即为该
“topic”取值。

– 发送的消息(json)：发送的消息的json格式。

步骤6 连接开始和IEF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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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7 连接图元

步骤7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9 设置输入参数项目ID，单击“运行”。
{
    "project_id":"XXXXXXXXXXX"
}

若输出边缘节点列表，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步骤10 单击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11.5.9 对接华为云 ModelArts Pro

背景信息

ModelArts Pro是为企业级AI应用打造的专业开发套件。基于华为云的先进算法和快速
训练能力，提供预置工作流和模型，提升企业AI应用的开发效率，降低开发难度。同
时，支持客户自主进行工作流编排，快速实现应用的开发、共享和发布，共建开放生
态，实现普惠行业AI落地。ModelArts Pro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套件、文字识别套件、视
觉套件等，能够快速响应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AI落地需求。更多关于ModelArts Pro
的介绍，请参见ModelArts Pro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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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ppCube中，通过配置ModelArts Pro连接器，可实现AppCube与华为ModelArts
Pro对接。对接后可使用ModelArts Pro提供的文字识别套件、自然语言处理套件提供
的能力。

场景描述

对行程码进行识别。

前提条件
● 使用ModelArts Pro过程中，ModelArts Pro需要访问ModelArts服务的云资源。请

先申请开通华为云ModelArts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准备工作。

● AppCube对接ModelArts Pro，使用ModelArts Pro提供的文字识别套件、自然语
言处理套件提供的能力。因此需要先申请文字识别套件和自然语言处理套件，具
体操作请参见申请行业套件。

●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
钥对。

● 本节场景是对行程码图片进行识别，需要在ModelArts Pro上创建并部署上线用于
对行程码进行识别的模型。由于各省份行程码可能不一致，所以部署的为多模
板，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多模板工作流开发应用。

创建 ModelArts Pro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I > ModelArtsPro”。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ModelArts Pro对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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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8 创建 ModelArtsPro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区域：对接ModelArts Pro的服务区域。

● 访问密钥：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ID和私有
访问密钥一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配置为前提条件中“AK”的值。

● 密钥：私有访问密钥，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可
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配置为前提条件中“SK”的值。

● 项目ID：ModelArts Pro服务区域对应的项目ID。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包括访问密钥和密钥）
一并带入应用包中。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
到运行环境中。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5 （可选）测试是否可识别行程码。

1.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

2. 配置测试参数，单击“测试”。

页面弹出“成功”提示框，表明成功识别行程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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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9 配置测试参数

– 选择类型：识别的主体可以是图片或文本信息。本示例选择“文字识别套件 /
图片文件”，并上传待识别的行程码图片。

▪ 文字识别套件 / 图片URL：识别的主体是图片URL。

▪ 文字识别套件 / 图片文件：识别的主体为图片文件。

▪ 自然语言处理套件 / 文本信息：识别的主体为文本。

– 模型Apig-Code：标识ModelArts Pro管理控制台中已部署服务的API接口，
用于AppCube调用ModelArts Pro中已上线的服务。“选择类型”设置为“自
然语言处理套件 / 文本信息”时，才显示该参数。该参数值获取方法如下：

i. 已部署模型，具体可参考自然语言处理套件（使用文本分类工作流开发
应用）。

ii. 登录ModelArts Pro管理控制台，单击“自然语言处理”套件卡片的“进
入套件”，进入自然语言处理套件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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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开发>工作台”，进入我的应用页签。

iv. 在“我的应用”页签下，选择已创建的应用，单击操作列的“查看”。

v. 单击页面上方的“应用监控”，查看“API URL”，如图1-830所示，该
参数值为“API URL”中的一串字符串。

图 1-830 查看“API URL”

– 模型Id：ModelArts Pro管理控制台中，已上线的模型ID。

图 1-831 获取模型 Id

– 是否多模板：模型模板是否为多模板。“选择类型”设置为“文字识别套
件”时，才会显示该参数。本示例场景，识别行程码的模板为多模板，请选
择“是”。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通过调用连接器，实现调用ModelArts Pro的接口。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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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32 新建空白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import * as modelartspro from 'modelartspro';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the image url" })
    url: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the base64 coded image" })
    image: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Boolean",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 })
    isMultiTemplate: boolean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 })
    modelId: string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
    result: string;
}

export class testModelartsPro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modelartspro test case" })
    run(input: Input): void {
        // 填写实例化的modelartspro连接器名称
        let client = modelartspro.newClient("custom_defined_ocr")
        let result = null
        result = client.customOCRWithURL(input.url, input.isMultiTemplate, input.modelId);
        console.log(result)
    }
}

代码modelartspro.newClient("custom_defined_ocr")中“custom_defined_ocr”为
连接器的名称，如果连接器名称带有命名空间前 ，代码中也要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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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脚本。

步骤5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中，设置输入请求参数，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
    "url": "https://XXXXXXXX/testModelArtsPro.jpg",
    "isMultiTemplate": true,
    "modelId": "0b7f0f28-27e2-11ec-8f30-0255ac100057"
}

其中，“url”为图片的URL。

步骤6 在日志页签，可查看到识别结果，表示执行脚本成功。

步骤7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脚本。

----结束

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ModelArts Pro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服务编排。

图 1-833 添加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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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创建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变量。

由于该服务编排调用的是ModelArts Pro的服务接口，需要定义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
参，与接口的入参和出参类型保持一致。

表 1-103 服务编排变量

变量类型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put/
Output
Type

说明

普通变量 isMultiT
emplate

复选框 Input Only 是否为多模板。

普通变量 image 文本 Input Only 行程码图片URL。

普通变量 modelID 文本 Input Only 模型Id。

普通变量 result 任意 Output
Only

输出的查询结果。

普通变量 error 文本 Output
Only

报错时的错误信息。

 

1.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单击 。

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图 1-834 创建变量

3. 修改变量名为“isMultiTemplate”，并修改类型为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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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35 设置变量

图 1-836 修改类型为复选框

4. 新增表1-103中其他变量，单击开始图元，在右侧设置整个服务编排的入参、出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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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37 设置入参、出参

步骤3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AI > ModelArtsPro”，拖拽
“ModelArtsPro”图元到画布中。

ModelArtsPro是系统预置的，与ModelArts Pro对接的接口。

图 1-838 拖拽 ModelArtsPro 图元到画布中

步骤4 选中ModelArtsPro图元，单击 。

步骤5 在“基本信息 > 连接器”中，选择创建ModelArts Pro连接器中创建的连接器
“custom_defined_ocr”。

步骤6 单击 ，设置动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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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39 设置动作参数

● 动作：调用的ModelArts的具体接口。本示例选择“custom_ocr_with_url”。

– custom_ocr_with_url：根据图片URL识别图片。

– custom_ocr_with_image：根据图片文件识别图片。

– custom_nlp_with_text：根据文本信息识别文本。

● 输入参数：调用接口的输入参数。在“目标”中选择参数，在“源”中拖入全局
上下文中的对应变量。

● 输出参数：调用接口的输出参数。

– 在“源”中选择“result”，“目标”中拖入全局上下文中的“result”，用
于接收调用结果。

– 在“源”中选择“error”，“目标”中拖入全局上下文中的“error”，用于
接收错误信息。

步骤7 连接开始和ModelArtsPro图元。

图 1-840 连接图元

步骤8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0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
{
    "image": "https://XXXXXXX/testModelArtsPr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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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MultiTemplate": "true",
    "modelID": "0b7f0f28-27e2-11ec-8f30-0255ac100057"
}

其中，“image”为图片的URL。若输出识别结果，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图 1-841 输出结果

步骤11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11.5.10 对接华为云 ModelArts

背景信息

ModelArts是面向AI开发者的一站式开发平台，提供海量数据预处理及半自动化标注、
大规模分布式训练、自动化模型生成及端-边-云模型按需部署能力，帮助用户快速创建
和部署AI智能模型，管理全周期AI工作流。更多ModelArts的介绍，请参见ModelArts
官方网站。

在AppCube中，通过配置ModelArts连接器，可实现AppCube与华为ModelArts对接，
用于图像识别、文字识别等AI（人工智能）场景。

场景描述

对花卉类图片进行识别，识别出具体花卉品种。

前提条件
● 已申请开通华为云ModelArts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准备工作。

● 已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具体操
作请参见获取AK/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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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景是对花卉类图片进行识别，需要在ModelArts上创建并部署上线用于花卉识
别的模型，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AI Gallery的订阅算法实现花卉识别。

创建 ModelArts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I > ModelArts”。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ModelArts对接信息。

图 1-842 创建 ModelArts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ID和私有访问密钥一
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配置为前提条件中“AK”的值。

● 访问密钥：私有访问密钥，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
名，可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配置为前提条件中“SK”的值。

● 区域：选择对接ModelArts的服务区域。

● 项目ID：ModelArts服务区域，对应的项目ID。

● 描述：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包括访问密钥和密钥）
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
境中。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5 （可选）测试是否能可识别花卉图片。

1.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41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modelarts/modelarts_10_0025.html


2. 配置测试参数，单击“测试”。

选择类型：识别的主体可以是图片或者文本信息。本示例选择“图片文件”，并
上传待识别的图片。

– 图片URL：识别的主体是图片时，可选择“图片URL”并设置图片的URL。

– 图片文件：识别的主体为图片时，可选择“图片文件”，直接拖入图片文
件。

– 文本信息：识别的主体为文本时，配置为“文本信息”，并填写具体的文
本。

– 模型Apig-Code：用于AppCube调用ModelArts中，已上线的服务。

i. 已执行前提条件中操作，即已部署上线用于花卉识别的模型。

ii. 在ModelArts管理控制台左侧菜单栏中，选择“部署上线 > 在线服
务”，进入在线服务管理页面。

iii. 单击目标服务名称，进入服务详情页面。

iv. 选择“调用指南”页签，查看“API接口地址”。

如图1-843所示，该参数值为“API接口地址”中的一串字符串。

图 1-843 查看“API 接口地址”

– 模型Id：ModelArts管理控制台中，已上线服务的服务ID。

i. 已执行前提条件中操作，即已部署上线用于花卉识别的模型。

ii. 在ModelArts管理控制台左侧菜单栏中，选择“部署上线 > 在线服
务”，进入在线服务管理页面。

iii. 单击目标服务名称，进入服务详情页面。

iv. 查看服务ID值。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调用ModelArts的接口。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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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4 新建空白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import * as modelarts from 'modelarts';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the image url" })
    url: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the base64 coded image" })
    image: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 })
    apigCode: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 })
    modelId: string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
    result: string;
}

export class testModelarts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modelartspro test case" })
    run(input: Input): void {
        // 填写实例化的modelartspro连接器名称
        let client = modelarts.newClient("testArts")
        let result = null
        result = client.modelArtsWithURL(input.url, input.apigCode, input.modelId);
        console.log(result)
        return result
    }
}

其中，代码modelarts.newClient("testArts")中“testArts”为连接器的名称。如果连
接器名称中带有命名空间前 ，代码中也需要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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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脚本。

步骤5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中，设置输入请求参数，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
    "url": "https://XXXXXXXXX/testmodelarts.jpg",
    "apigCode": "bec274062225485b95fbcd4d6e8f128a",
    "modelId": "5ecac550-eefe-4437-9767-57eca07fa91f"
}

其中，“url”请设置为图片的URL。

步骤6 在输出参数页签，可查看到识别的结果。
{
    "predicted_label": "roses",
    "scores": [
        [
            "roses",
            "0.947"
        ],
        [
            "daisy",
            "0.050"
        ],
        [
            "tulips",
            "0.002"
        ],
        [
            "dandelion",
            "0.000"
        ],
        [
            "sunflowers",
            "0.000"
        ]
    ]
}

步骤7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脚本。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ModelArts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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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5 添加服务编排

步骤2 创建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变量。

由于该服务编排调用的是ModelArts服务接口，需要定义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与
接口的入参和出参类型保持一致。

表 1-104 服务编排变量

变量类型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put/
Output
Type

说明

普通变量 image 文本 Input Only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

普通变量 apigCod
e

文本 Input Only 模型Apig-Code。

普通变量 modelID 文本 Input Only 模型Id。

普通变量 result 任意 Output
Only

输出的查询结果。

普通变量 error 文本 Output
Only

报错时的错误信息。

 

1.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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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6 创建变量

3. 修改变量名为“image”。

图 1-847 设置变量

4. 新增表1-104中其他变量，单击开始图元，在右侧设置整个服务编排的入参、出
参。

图 1-848 设置入参、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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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AI”，拖拽“ModelArts”图元至画布
中。

ModelArts是系统预置的，与ModelArts对接的接口。

图 1-849 拖拽 ModelArts 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4 选中ModelArts图元，在右侧单击 ，选择创建ModelArts连接器中创建的连接器
“testArts”。

步骤5 单击 ，设置动作参数。

图 1-850 设置动作参数

● 动作：调用的ModelArts的具体接口。本示例选择“modelarts_with_image”。

– modelarts_with_url：根据图片URL识别图片。

– modelarts_with_image：根据图片文件识别图片。

– modelarts_with_text：根据文本信息识别文本。

● 输入参数：调用接口的输入参数。在“目标”中选择参数，在“源”中拖入全局
上下文中的对应变量。

● 输出参数：调用接口的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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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中选择“result”，“目标”中拖入全局上下文中的“result”，用于
接收调用结果。

– “源”中选择“error”，“目标”中拖入全局上下文中的“error”，用于接
收错误信息。

步骤6 连接开始和ModelArts图元。

图 1-851 连接图元

步骤7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9 设置输入参数后，单击“运行”。
{
    "image": "https://XXXXXXXX/testmodelarts.jpg",
    "apigCode": "bec274062225485b95fbcd4d6e8f128a",
    "modelID": "5ecac550-eefe-4437-9767-57eca07fa91f"
}

其中，“image”为图片的URL。若输出识别结果，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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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52 输出结果

步骤10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11.5.11 对接 SMN 实现短信发送功能

背景信息

通过应用与华为云的消息通知服务SMN（Simple Message Notification）对接，实现
短信发送功能。

场景描述

给某手机号码发送条短信，短信内容为：“Hi Lily!”。

前提条件

● 已在华为云的消息通知服务SMN注册帐号，并获取“IAM用户名”、“帐号
名”、所用SMN资源对应的“项目ID”、“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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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53 获取关键信息

● 已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具体操
作请参见获取AK/SK。

新建 SMN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消息通知 > 消息通知服务SMN”。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消息通知服务SMN对接信息。

对接SMN有密钥模式和用户名密码模式两种，请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进行选择。

图 1-854 密钥模式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在服务编排中选用连接器时的一个标识。

● 访问密钥：用户的访问密钥ID（Access Key ID），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
“AK”取值。

● 密钥：用户的访问密钥（Secret Access Key），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SK”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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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ID：项目的唯一标识，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项目ID”取值。

● 区域：SMN服务的区域。

● 描述：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图 1-855 用户名密码模式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在服务编排中选用连接器时的一个标识。

● 帐号名：登录消息通知服务SMN的帐号名。请与前提条件中获取的“帐号名”取
值保持一致。

● 项目名：所用SMN资源对应区域的项目名。请与前提条件中获取的“项目”取值
保持一致。

● 用户名：使用消息通知服务SMN的用户名。请与前提条件中获取的“IAM用户
名”取值保持一致。

● 密码：登录消息通知服务SMN的用户密码。

● 项目ID：项目的唯一标识。请与前提条件中获取的“项目ID”取值保持一致。

● 用户类型：新建连接器所属的用户类型。

● 签发ID：短信内容中，包含的短信签名对应的ID。当“用户类型”为“企业用
户”时，该参数可见且需要配置。请从SMN获取，不填默认为华为云企业用户。

● 区域：SMN服务的区域。

● 描述：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51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5 （可选）测试是否能发送短信。

1.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发送测试”。

2. 输入接收者手机号码和短信内容，单击“发送”。

接受者收到短信，表示测试成功。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华为云的消息通知服务SMN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服务编排。

图 1-856 添加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消息通知”，拖拽“SMN”图元至画布
中。

SMN是系统预置的，与SMN对接的短信发送接口。

图 1-857 拖拽 SMN 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3 选中SMN图元，设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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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58 基本信息

● 标签：图元在页面显示的名称。

● 名称：图元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4 单击 ，设置调用SMN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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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59 配置 SMN

● 动作：设置为“SMSSendSMS”，是系统预置的短信发送接口。

● 输入参数：设置接口的输入参数。

– “目标”设置为“endPoint”时：请在“源”中，配置短信接收者手机号，
可定义为一个输入型变量“{!Phone}”。

– “目标”设置为“message”时：请在“源”中，配置短信内容，可定义为
一个输入型变量“{!Message}”。

● 输出参数：设置接口的输出参数。“源”设置为“result”，“目标”用于接收短
信发送结果（是否成功发送），必须定义一个空实例的结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步骤5 在服务编排页面左侧，选择“逻辑”，拖拽“决策”图元至画布中。

决策是对当前条件进行判断，根据判断的结果决定执行何种操作，类似if语句的判断。

当短信发送成功时，系统会将“resCode”赋值为“0”，这里创建Decision判断
“resCode”是否为“0”，来输出发送是否成功的标识（例如“sendFlag”）从而进
行后续操作。

1. 单击 ，单击公式后的 ，增加“GetResultCode”公式变量，表达式为
“GET({!result},"resCode")”，用于接收短信发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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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0 配置“GetResultCode”公式变量

2. 配置“决策”的成功分支，即success表示“resCode”为“0”，短信发送成功分
支。

图 1-861 配置“决策”成功分支

3. 配置“决策”的失败分支，即error表示其他分支，即短信发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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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2 配置“error”分支

步骤6 在服务编排页面左侧，选择“逻辑”，拖拽“赋值”图元至画布中，并进行配置。

创建一个普通变量“sendFlag”。赋值是创建变量的图元，主要作用是给变量赋值。
这里增加符合“success”分支的操作，短信发送成功，输出成功标识。

1. 单击 ，单击变量后的 ，新建一个普通变量“sendFlag”。

2. 单击 ，配置符合“success”的赋值操作。

图 1-863 赋值

步骤7 单击 ，配置符合“error”的赋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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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4 配置赋值操作

步骤8 如图1-865所示，连接所有图元。

图 1-865 连接元素

步骤9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页面空白区域，单击 ，设置服务编排入参和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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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6 设置服务编排入参和出参

步骤10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11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2 设置输入参数（接受者号码和短信内容），单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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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7 运行服务编排

如图1-868所示，表示发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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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8 发送成功

----结束

1.11.5.12 对接 Message&SMS 实现短信发送功能

背景信息

消息&短信 （Message&SMS）是华为云携手全球多家优质运营商和渠道，为企业用户
提供的通信服务。企业调用API或使用群发助手，即可使用验证码、通知短信服务。更
多介绍，请参见消息&短信服务。

在AppCube中，通过应用与消息&短信 （Message&SMS）对接，可实现短信发送功
能。

场景描述

使用Message&SMS给某用户发送条短信。

前提条件
● 已获取短信应用的APP_Key、APP_Secret、APP接入地址和上行短信接收地址。

a. 登录短信控制台。

b.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国内短信 > 应用管理”。

c. 在应用管理中，获取所需的值。

● 已获取短信模板的模板ID。

a. 登录短信控制台。

b.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国内短信 > 模板管理”。

c. 在模板管理中，获取所需的值。

● 已获取短信模板的签名名称、通道号。

a. 登录短信控制台。

b.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国内短信 > 签名管理”。

c. 在签名管理中，获取所需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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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消息&短信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消息通知 > 消息&短信”。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消息&短信对接参数。

● 标签：连接器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连接器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APP地址：短信APP接入地址，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PP接入地址”取值保持一
致。

● APP Key：APP Key和APP Secret是用户身份的唯一标识，调用短信业务API时需
携带，用于认证鉴权。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PP_Key”取值保持一致。

● App Secret：APP Key和APP Secret是用户身份的唯一标识，调用短信业务API时
需携带，用于认证鉴权。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PP_Secret”取值保持一致。

● APP回调地址：接收短信发送结果通知的回调地址。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步骤4 创建短信模板。

短信模板是用户发送短信时使用的内容模板，由纯固定文本或固定文本加变量组成。
使用短信模板前，需要在华为云的消息&短信上创建短信模板，相关操作请参考
MSGSMS帮助文档。

1. 在“模板”区域，单击“创建”。

2. 配置页面参数，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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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9 创建模板参数配置

– 名称：模板的名称。和华为云的消息&短信中模板名称保持一致。

– 发送者：通道号。由华为分配，仅用于接口调用时填写。请与前提条件中的
“通道号”取值保持一致。

– 模板：模板ID，用于唯一标识短信模板。请与前提条件中的“模板ID”取值
保持一致。

– 模板参数：发送短信时携带的模板参数。

▪ 变量格式为${1}、${2}、...、${20}，中间数字应代表变量在模板内容中
的位置顺序。

▪ 不允许设置局部变量，如www.${1}.cn、186${2}1234等。

– 客户回调地址：用户收到短信后，回复短信，消息&短信服务可以通过回调该
地址，通知业务方用户回复的短信。请与前提条件中的“上行短信接收地
址”取值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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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国际、港澳台短信，暂不支持上行短信功能。

– 签名：签名名称，请与前提条件中的“签名名称”取值保持一致。

步骤5 （可选）测试是否能发送短信。

1. 单击已创建的连接器，进入连接器详情页面。

2. 在连接器列表中，单击需要测试连接器所在行的 。

3. 输入接收者号码和模板参数，单击“确定”。

接受者收到短信，表示测试成功。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已创建的连接器，实现与Message&SMS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脚本。

图 1-870 新建空白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导入该脚本所依赖的标准库文件。msgsms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
import * as sms from 'msgsms'; 
  
@action.object({type: "method"}) 
export class ActionDemo { 
     @action.method({ label: 'greeting something', description: 'greeting something.', input: 
'ActionInput', output: 'ActionOutput' })     public greet(){ 
  
        console.log('`````````````````````test new sms`````````````````````') 
        let client = sms.newClient("MSGSMS_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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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res = client.sendByName("Test1","130XXXXXXXX","[\"6612\"]") 
        console.log(res) 
        console.log('`````````````````````test new sms end`````````````````````') 
    } 
}

其中，sms.newClient("MSGSMS_Test")中“MSGSMS_Test”为连接器的名称。
client.sendByName("Test1","130XXXXXXXX","[\"6612\"]")中携带的是模板名称、接
收者号码和模板参数。

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脚本。

步骤5 在页面底部，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步骤6 检查接收者是否收到短信，收到短信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步骤7 单击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脚本。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已创建的连接器，实现与MSGSMS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服务编排。

图 1-871 添加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消息通知”，拖拽“MSGSMS”图元至画
布中。

MSGSMS是系统预置的，与MSGSMS对接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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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72 拖拽 MSGSMS 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3 选中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图 1-873 设置基本信息

● 标签：图元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图元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4 单击 ，设置动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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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74 配置动作

● 模板名称：短信模板的名称。

● 模板参数：在“source”中，配置模板参数。

● 接收者：“target”设置为“to”，在“source”中配置接收者号码。

步骤5 连接开始和MSGSMS图元。

图 1-875 连接图元

步骤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8 单击“运行”，若接收者收到短信，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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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3 对接 SMTP 实现邮件发送功能

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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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ppCube中应用通过与SMTP对接，实现邮件发送功能。
如何开通邮箱的SMTP功能，请参见服务编排、BPM、脚本中发送邮件功能不可用。

场景描述

使用SMTP给某用户发送邮件。

创建 SMTP 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消息通知 > SMTP邮箱服务”。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SMTP邮箱服务对接参数。

图 1-876 创建 SMTP 邮箱服务

● 名称：新建连接器的名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用户名：邮箱的用户名，如果未修改过，默认为邮箱地址。

示例：以网易163邮箱为例，此处可配置为example@163.com。

● 密码：邮箱开通SMTP功能时，生成的授权密码，是一段随机字符串。

示例：配置为163邮箱开通SMTP功能时生成的授权密码，如图1-87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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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77 授权密码

● 发件人：填写发件人的邮箱地址。

● SMTP服务地址:端口：开通邮箱SMTP功能时，配置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常用
邮箱开启SMTP功能后，发送邮件服务器地址及端口，请参见常用邮箱SMTP服务
器地址及端口中操作获取。

● 描述：新建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 打包当前配置：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
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会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步骤4 （可选）测试是否能发送邮件。

1.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中的“发送邮件”。

2. 输入收件人、主题和邮件内容，单击“发送”。

图 1-878 发送邮件

收件人可收到邮件，表示测试成功，如图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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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79 接收邮件内容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已创建的连接器，实现与SMTP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脚本。

图 1-880 新建空白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 导入连接器
import * as connector from 'connector';

//新建SMTP邮件连接器，第一个参数固定是emailsmtp，第二个参数是连接器的名称
let client = connector.newClient("emailsmtp","命名空间__smtp01");

//构建请求消息头，包括收件人地址、邮件主题、邮件正文（主题和正文不能同时为空）
//按内容发送
let req ={"address":"test@huawei.com","subject":"SMTP功能验证-脚本","body":"使用SMTP发送邮件"};

//按模板发送，如果有template模板参数，则主题和正文配置无效，按邮件模板中的内容发送
//let req={"address":"test@huawei.com","template":"smtpt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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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邮件，其中第一个参数不用填写，第二个参数为消息体
let resp = client.invoke("",req);

其中，connector.newClient中“命名空间__smtp01”为连接器的名称，“address”
为收件人，“subject”为主题，“body”为邮件内容。

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 ，执行脚本。

步骤5 步骤2中已设置入参，故此处不需要再设置，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步骤6 检查收件人是否收到邮件。

收到邮件，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如图1-881。

图 1-881 接收邮件内容

步骤7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脚本。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已创建的连接器，实现与SMTP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服务编排。

图 1-882 新建一个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连接器 > 消息通知”，拖拽“EmailBySMTP”图元至画
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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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83 拖拽 EmailBySMTP 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3 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图 1-884 配置基本信息

● 标签：图元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图元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描述：图元的描述信息。

● 连接器：该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4 单击 ，设置调用SMTP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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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设置为“SendEmailBySMTP”，是系统预置的邮件发送接口。

● 输入参数：设置接口的输入参数。输入参数。

– “目标”设置为“address”时：请在“源”中，配置邮件接收地址，可定义
为一个输入型变量“"email add1"”。

– “目标”设置为“subject”时：请在“源”中，配置邮件主题，可定义为一
个输入型变量“"email sub1"”。

– “目标”设置为“body”时：请在“源”中，配置邮件内容，可定义为一个
输入型变量“"email body1"”。

说明

使用模板发送邮件时，只需要填入邮件模板(template)名，不需要填写主题和内容。

● 输出参数：设置接口的输出参数。本例无需设置输出参数。

步骤5 连接开始和SMTP图元。

图 1-885 连接图元

步骤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8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

输入参数样例如下：
{
    "address": "test@huawei.com",
    "subject": "SMTP连接器",
    "body":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SMTP连接器"
}

样例中，address为收件人，subject为邮件主题，body为邮件内容。address为必填字
段，邮件主题和邮件内容不能同时为空。

显示下图信息，表明邮件发送成功。

图 1-886 邮件发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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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单击服务编排设计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11.5.14 配置微信公众号登录功能

通过应用与微信对接，实现用户登录微信公众号并获取到用户信息。

前提条件

已在微信公众平台注册了商户的公众帐号，并获取如下所示关键信息。

● 开发者ID（AppID）：微信公众号开发识别码，配合开发者密码可调用公众号的
接口能力。在微信公众平台申请公众帐号后，微信会自动分配对应的AppID。

获取方法：使用注册的公众帐号和密码登录微信公众平台https://
mp.weixin.qq.com/，在微信公众平台“开发 > 基本配置”中，查看“AppID”
取值。商户的公众帐号审核通过后，邮件中也会包含该字段值。

● 开发者密码（AppSecret）：是校验公众号开发者身份的密码，具有极高的安全
性，用于获取接口调用凭证access_token时使用。

获取方法：使用注册的公众帐号和密码登录微信公众平台https://
mp.weixin.qq.com/，在微信公众平台“开发 > 基本配置”中，单击
“AppSecret”后的“重置”进行获取。

创建微信公众号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登录 > 微信登录”。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微信对接的参数。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APPID：微信公众号开发识别码，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ppID”取值保持一致。

● 密钥：校验公众号开发者身份的密码，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ppSecret”取值保持
一致。

● 作用域：用户登录微信公众号的授权作用域类型，有如下两种。

– snsapi_base ：不会弹出授权页面，不需要用户授权，只能获取用户的
openid。

– snsapi_userinfo：会弹出授权页面，需要用户授权，可通过openid获取用户
头像、昵称等信息。即使在用户未关注微信公众号的情况下，只要用户授
权，也能获取其信息。

● 重定向地址：用户授权后，重定向回调的地址。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结束

在脚本中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已创建的连接器，实现用户登录微信公众号。

步骤1 在微信客户端的H5页面，发起AJAX请求，用于获取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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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如下：

https://open.weixin.qq.com/connect/oauth2/authorize?
appid=APPID&redirect_uri=REDIRECT_URI&response_type=code&scope=SCOPE&state=STATE#wechat_redirec
t

若提示“该链接无法访问”，请检查参数是否填写错误，是否拥有scope参数对应的授
权作用域权限。

步骤2 参考脚本开发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空白脚本。

步骤3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import * as wechat from 'wechat';

let connectorID = "whchat"
let code = "xxxxx" // 该code值从步骤1获取
let client = wechat.NewClient(connectorID)
let res = client.GetAccessToken(code)
console.log(res)

其中，“connectorID”为连接器的名称，“code”为步骤1获取的code取值。

步骤4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5 保存成功后，单击 ，执行脚本。

步骤6 不用输入请求报文，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步骤7 在日志页签，查看到已获取“access_token”和“openid”，可用于登录微信公众
号。
{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expires_in":7200,
    "refresh_token":"REFRESH_TOKEN",
    "openid":"OPENID",
    "scope":"SCOPE"
}

----结束

1.11.5.15 配置 5G 消息连接器

背景信息

在AppCube中，通过应用与5G消息云服务平台对接，可实现上传、删除多媒体内容文
件等功能。

创建 5G 消息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行业 > 5G消息”。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5G消息对接参数。

● 名称：连接器的名称。

● 应用ID：5G消息云服务平台分配的应用ID，用于标识该应用。请从5G消息云服务
平台获取。

● 应用密钥：访问5G消息云服务平台的请求密钥。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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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类型：业务应用终端类型。

● 业务能力：业务能力标识，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台获取。

● chatbot版本：接口版本号，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台获取。

● chatbot身份：chatbot身份信息，包含chatbot码号信息，对应5G消息接口参数
“User-Agent”。

例如：SP/sip:10086@botplatform.rcs.chinamobile.com，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
台获取。

● 消息文件接口地址：chatbot身份信息，包含chatbot码号信息，对应5G消息接口
参数“User-Agent”。

例如：SP/sip:10086@botplatform.rcs.chinamobile.com，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
台获取。

● 撤回消息接口地址：Maap（5G消息云服务平台中的一个网元）提供的撤回消息
接口地址，例如http://10.10.10.1:8323/canclemsg/v1。

● 5G消息标准版链接：5G消息标准版API，保持默认，不需要修改。

● 描述：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5 （可选）测试是否能调用5G消息云服务平台提供的接口。

1.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区域的接口，例如单击“uploadMedia”。

2. 在接口页面，单击“测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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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表1-105，输入测试需要的参数，单击“执行”。

页面显示成功响应，表示调用成功。

图 1-887 进行测试

表 1-105 uploadMedia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notifyUrl 多媒体内容文件审核结果通知根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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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fileName 上传文件名。

例如：test.txt

content 媒体文件，采用base64编码。

例如：data:text/plain;base64,dGVzdA==

thumbnail 缩略图文件，采用base64编码。可以为空（如语音片段可以由客
户端使用默认缩略图）；非空时需要包含文件类型（image/
png）、缩略图内容等信息。

description 描述信息。

bodyTemp 扩展字段，暂不配置。

bodyVar 扩展字段，暂不配置。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已创建的连接器，实现与5G消息云服务平台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服务编排。

图 1-888 创建一个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行业”，拖拽“5G Message”图元至画布
中。

5G Message是系统预置的，与5G消息云服务平台对接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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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89 拖拽 5G Message 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3 设置变量和服务编排的输入输出参数。

1. 选中开始图元，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2. 在私有结构体页面，单击“新增”。

创建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变量前，首先需要创建私有结构体类型。

图 1-890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3. 新增一个空的私有结构体“uploadResult”，不用设置结构体成员，单击“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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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91 新建私有结构体 uploadResult

4.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5.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号。

6. 选择“私有结构体”，名称设置为“result”，结构体选择刚创建的私有结构体
“uploadResult”，默认值选择“$GlobalConstant.EmptyStruct”，单击“保
存”。

图 1-892 配置私有结构体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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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8.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新增图1-893中三个变量。

图 1-893 创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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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94 新增三个变量

9. 选中开始图元，单击 ，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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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95 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步骤4 选中“5G Message”图元，单击 ，设置调用“5G消息云服务平台”参数。

图 1-896 配置“5G 消息云服务平台”

● 模板：选中一个可用的5G消息卡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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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系统预置的调用5G消息云服务平台的接口。本示例以调用上传多媒体内容
文件接口为例，选择“uploadMedia”。

– cancelMsg：撤回消息接口。

– uploadMedia：上传多媒体内容文件接口。

– deleteMedia：删除多媒体内容文件接口。

– downloadMedia：下载多媒体内容文件接口。

– outboundMsg：下发消息接口。

● 输入参数：设置接口的输入参数。按照表1-105或SAG接口说明设置参数，从全局
上下文拖入变量。

● 输出参数：设置接口的输出参数，输出多媒体文件的上传结果。从全局上下文
中，拖入结构体变量“result”。

须知

调用5G消息云服务平台的上传接口，结果只会返回tid及status。具体的多媒体文
件访问地址，需要审核通过后，5G消息云服务平台才会返回给AppCube。5G消息
云服务平台接口详细介绍，请参见5G消息 API参考。

步骤5 连接开始和“5G Message”图元。

图 1-897 连接图元

步骤6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8 设置如下输入参数，单击“运行”。

输入参数示例如下：

{
    "fileName": "MediaManagementFor5G_Widget.png",
    "content": "data:image/
png;base64,iVBORw0KGgoAAAANSUhEUgAAANgAAACaCAYAAAG8t7YcAAAAAXNSR0IArs4c6QAAAERlWElm
TU0AKgAAAAgAAYdpAAQAAAABAAAAGgAAAAAAA6ABAAMAAAABAAEAAKACAAQAAAABAAAA2KADAAQA
AAABAAAAmgAAAADO2ThDAAAkaElEQVR4Ae1dC7AkV1n
+u2fuI8vusoQlkpBAEkLAGLBQFAQ0AoVofCFCVJTS
+EIJAUUlQnbjzZ27G5aglgFErEKrtFArVKkopZZaWhZqRUu0EIh57ioJLCEoZHeze++d6T5+3znnn9vT8+p59dzb9/
xTPf/p8/7///zn1echEmDmHLjh+HXTTCMeGNmSNAa6j+g4JDFTLLrV5FFp4BkC9YHu5xVMLJKHBsZTyPHY/
fd2+FttXiON9KMddiO8DGbjnrQzqih+nYgZm4rBiS1n2NhIbpJIPovUH4J8bmrnImtuW/
Y2DJbZUiYxA4r0tVYTaZhnIfEXINrPymrr9XJL/Q96J7FlO4Qy73HVXCP12udE8ETm85K2Pi/SepqY1kn70P4o/
AyBwZRpaUw3HxFZFEk3LXJ/MCeLjtZ0M/IOA5MbnBhltmIOyLKclPWvRLJ8wMg6mGcBiSssI1G6v9/
slRuiM2o9Gv74ZzqL/mihg+/AgcCBHc+BG08+ZdvQ4Ou5CfLTSL+IBjWS8+PLhtWLgyviQnkwD1tvY1fA/
RJptMbufzDK4mxsJO8Du1w2Dtff3C8/g+xHYSM6Orm8rSW/
KBLHcih696BE1C0XWq1zmH2MLqh9SmrJcyXxDgX6IMUoY79DwdSNMFRLzpeU9niPWoUyPdxTwzxbEvQxFtE
NSLzQ+E5QO3V/Z3SPte/zN5yyBfkCOjaRoH/j4CsOaX9kGRnocFd/AQcOBA4EDgQOzJADbzm
+rQduw5uXfrzJTln08zOKfSPZ8N4/KIdrbxklaC+/g2cleoVQu/PUMAXcSB9ALJw0Yn/
qWmm07pw01vEJW8rNaE2Sk8PxFZjGwSRV9JAsRS+Vw/WJp1MnKIpDKFlLfk97znbEcbj
+hoEhDtVfPtB9RMcJCNMucC7FI+YVmEB7BWy3Zu9idC9XkyNyS+3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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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vY5PWC8dO9r6HknlIjHxZyVCKY9RXFli0S+XGP+3tt4gv1L/fUvN6ubzJaq9CLYGbs7fLbXfmhalw3v4/VL6w/
+6V37oq5/ddj6ycbWktUslrhlJExdvikzXa8g03vP2DBiTYPhveenz/XD9Y
+04JzCML7HlTKofNHvkEVmCDeZum5GYBUgBOAJmnuMUdhBd1p7BI/
hJQFgN7in8cjS7tvkCObT4b3SeBMYnLDsb/qg8Cdz/
AgaFkAAyuAR8bgFjQ2S1dQ6ZRrmlOWvPXLcWImsv8MviqOGPmYvlpujh
+RC2x08WrJg6MvSIXIWM3w2CWsjOlRnzVZg1z9t/
Eu743NG2JwX58Ix3JWJsJcNdn3rrzFM0hnIMEDgQOBA4EDgQOBA4EDhQWQ7ccPyvZ07bm477DunMUyo5gQ
mm+LZ3J3P8QZX9tFayGHok12j9HkadP2BdDtc4YHWAYdq4MH
+JrZmnYZT57RihnQIRpzrW8GFwPS5MIOxxk8yFM8mHQdgpDFE9tA3CgfW4MH
+JJbWXYzLESYsSc2ZHzwQSmz9hK1Eq9fg1IOgx6NmXMW//dW0pTSCx2RXF1fRPJcLsk0T/iMze3s5sL8M7ov
+G9cu6nLBQYFyYDWENTG9HKF5YSwN47riZE0xJjgvTL4pHzIXIDIhq6wtquhaWwIwBC+N/+Ji
+xJL0zSiCqOVizAj7Go5z9+PABBKbLmGNFioBSsoWBM7YO4qoKo3kBuja+zvoa69ljs/
K4ei9HW58wdzruDDdohhFF0BSj6EYooazbZM3g1hMZndkcjX5GbyzyD4GCTdlrfnSDne
+TMD2CYLmssF11q0E0vL5TzN0kPExyhUXZqW1P5I4+UEs+gJB
+Fhh0FjZjxjR03MxYln3dpBYM9kLqZySWg0ZthJy0tB3oWTonlxrpZSACWnGHyXXaH1XB3Fzb8eOmYtkQ87gqw
K1CmxGPc/VazHeU0y/
05zCXANO6AdYV7LRne8W4JaFCSqP6ehYs3kR8nMGBJyWtPm4xbHHtKM5MmfwweKMxeqXduqudvyMpDBXi
RlIZ01AkF/uV8cSQLJrE0KoQXo12HMbQg2ybGHJHrWauAa7GJ+R+FXMgIJseCVMBanvI+DJK48j+DQbQRIkiN
+3+BVzAZj7LJjtTf91k+bzsBzxHHLHb2WETfhQcza8fh+boChOTlhLHsceDpdREtbC
+snWAbF2dj8HP1Z7O7oJ3EiM7vXgF7Be4WE9v2HLCj7OUTfWQdzlwDTLgTP4iHfa2vGdZtpZ8wGYYfcJtad/
PL3Cr
+Db2AQNNOLdxjDBRpvxa8W77n7fzFlST6+ceRoh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GKcaBzNr
ks4n72+OswAb6CCeHJZ/7KynM+HSP/Kb91OdfXVxxuPPGZylD45hMPlk3L+BOK4+a0toO1Kk/
zguHMfKlQvsB2QiV4p8GHrwL7aSb4CjSulMtn3wQfJ8clslC4RusuiSLu8RK5F+tl1oAbdl0AvihjtdSh
+Du64pnge2RXXAUt5qBh7stgwfyV440bmiW6GMLCIo6Ia+/
cqhS7SgVrGIx5LoT3nq7MzKHwla9hE6xE6WLYtCyMPAhhfb2NLnLr9LAqwJcs7Uib413JzaFKLF/
D5lAquxidtzhcu1Vic9Suq5QIX/3xGK6x5IPVeyb6BTlU+818sHl8F5+DhnWRPbqFPWjUuJV/
UfobcnP9L0ePJBfiUP3DsOFTHLAKs2woX2CTrNZYMU/
Fhv3fsGcsuPYFS87i63Hw7vXQipuwfPNEqQzEcqOyofwqsT7miuVG8i6ppw0wCJ0C2xFwVVaEBfr2Sd8pjea3lcrA
8ou7W4VcKpHjNNSrzV/FcjO2fujF6ROxRwehUXh4UrY18iocjfyc0uipjVn4Jshg
+WVk1E7HWnIL6KNWOdBmI1838OQaQppeJyvmPTgh46yzGPDfWH821n5+FwSNpYbJX
+M8lH8d4LvbaZLqvTu2QjblC2yUbn0jeatd101SVEBcl0rQiQi7Dci
+e3tsxojTn4bQ7oDQeqtAI3mjFRJDuKNuzmCR/
Itx7tKLUb2exik9H2ISQ6GmXf6hPqfmoXyBFS2VjRY6EuhWK09Us7jbgGD8wmIVpO5aUP
+15EfliPkLuTl6pM0tnlD0xQQbPw2XHmN5NePxrhqO+50a5npE92EI3PnxXrpQUVq6Ao5vUb7AiqTYMK/
BVhC2V+3dI5l9Y47FPK+K4A54YsfRvWsbSfs0eQmYb73ZrSWPYqqJOzOykA+vA+Z68t1ym/
kPeUd0POu9wzyHqaki7OvI48Qvw1K8tflK7Aw5LXXvkTtGCLojxE7v4Z2HkRGMd6977nFXCSH27y2dUPfxafpqr
+lwpwohbTkJ0z6VZ8rR9bq8c/k+65b/08KRt5/hu2Z/hknkoh6U4lrzxZLWuep+S7PamuQZnxecuusZ0/
quXz7Uvwo+8YLk5hNC25996y4Yce2g3LaeyjuWH/A+ttCoHaitkGObBrFv7EgHBuxXKo
+Yq9FunLa7eBiBCkA7FU0fq1ZZmoi613xzoxeScFeQA6cxUd1rkDZL/uISjUexCjKbfhrtkZXTF8jKPpyvn4F
+tGS8TNtYvsB6NdQr2EDX3HDd8Mgf92d3LoHcDd8GLfnDIVq
+m5BsOAGof33XMyRaXiCp97fgHZb89ISeZcstXwQNr/F1pb93L3qeZzqGC7tCw/
JErqDntihN2VxydZ4ycOOME8gT9lp+wodjrJbqBGdLWkZ7QSx6QW/4qm5R/
Xt3L3fZ9PEu7lUbF3+y5OIblP6iPAETwufwfcznpfeowUU4m//yNSw7YcrNjreCsE3sMlPYPOlM
+y90TNnq2Dt7zmsQnnjaMVi8QDWccN8/QGu+/d6/xrPfC0rfne+tf42nX/
pvw2Y9sbsTsT3PZ2Er9MxN5Qssq2GupA6fkZg5G8ZMoFf1PmZURYO1h51FA0zsj5tLqwJ1X/2WSE/5Ok3i/
uXTx9AWvL1EOqefVCQn5IK9V8lll61PP/IQY
+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
EDgwC7nwHzWdPzM8Y9g+crzdizvDW5njsyKfODyj+xYGgpnnNcL3njyKYX9b1ePvIrxzTjkrPJww/
EHK0PjHA46K39dYs1eHV8RmZV/0Nk8BFYRYYEMXedfIkXlC6z8FGfHzl0hsPn0S0cT2lHz5EIB5kBL
+Zsh5lAqCzH/XeaJ0kzdhr0E24jc0XupXBw/Sa6Pei/HHuVEhEKZGO6p/
Aoqu91oeP7K8bFi9kJYD2FsyN1l3OqnT1MehhA/yAvcekD53LPXy/
XIyQyt5lCNDKWmnt6HPTUbOLXN7azhvjWC5vXR9B68PdPaZf/
UPWs3Y3P5VaLnyYzpGi16HBCBANAqvxNKd1ia9s4ov40zF+0cqvfyBeb3hudIn/erb6NUZVRwmi2113eP51C9ly
+w7alhbLMAbUE5CekxSc6x+7+PHLs9Ts+mfIHNoaEeyq5IPo0G6woIrFME7Rox7X1o2Lh3iw/NUH8P5bNvDvV
+f/K9y+Eazp9K2Yb5h914Pv79cJ3XhXfD7ujWd9O9LWwO13GSW/
R3yAsEReHhiWsfw8lu39Q3f7ujDetLfnGHteQDkprLJI6+hMOTf6R4wCE
+D9VuHuKj07mzAu10m9HbHKrEdsMwHkmN9KOSRhfi9K91bGzfJ43WR8eLaAqh5lC9ly
+wPmdOFmLfWvK78IfZCLQtfGw7g7amkfxRofDT9lQ+99rnfE6blP7xxWNSedS8Fr1ulGnDK
+TzU0ibcmvzZf0TnZHL7qgSx2DeHWYJZ/m
+qi0og46BfaBlhtoGAdbi148R82RB5nBI85jFfQI6x0nxsfR2CAjC8Y87SYrHwDphqf2a+cYJcjZ60HFri9FTaocof
+A8ahu2tvmN0C53WqIySI99NZGrlHRGIm1hPCW9B7ltkqdoGJWWKSQ9TnmfLNmRU6x9r
+0R2l4hxkYGj2qWHTPZ6tFpX4ye4xHzVZNlcITQI9MyQtx9vJavYaN0hY+2vgfz6BjAau69QY8pbNurO7BJfwL/
RzM2/
Y1r0EgTXYlAn8d47nfa5yD2D9HpMgotnSHHfutF8tiRFQo4SopJ9NXtdkvbKeIYWsUna7dlToQ37A2C28wVGArcB
GFdCm84WTE6KGvp2+V2c8GgYF1uo9DSFXg8izkkWXDg3Gi9GiTxs8eWYLQqVOGwmuSj9vp+T/
KGvuw4hsF2K/3OnvGeS18PoT2hb9i8wxy+PJQvsKKVsIme2hYE2yY
+KYTHJ4rRjvFhe4ZH7SWFtuCJo2Wcz9s7pY30h9uaqYLW8NTajbS/
sPMCG6zHed9TeS9fYEVSPGIw5oJAOMayTwKMR2c4lMEJ3PmoPQfVfBhmIemeY1w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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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7cOofw2v6R0x1xXibhFaCkVU3FPvUlg8/Og+i8wOJAmXmWHqqR/42wY0rnwtW/NFf7V1naQP/
ZnIpYsSJ9fipgiymLPwLkTkrwPR60FS/54kdVk5dVBW9n+pXw6svaY/
0NN0HcsX2LBvSKubL5SoxrYLfQFloCdaqyBlsLrruEyv8zBtgWIy65JrXWgcbK/
+9Z4WFbRJnMmgEiZQoLV93wLTH9v3fn/DaOkXbgL78gU2rBox8UFb/ZEoveWh7jmjGqAM18sA9FoP8QKOvH
+9UCfvXxmm8avGpV7Qihvrz5LDy/er9y48jJauAJNblC+wQdUIu9utVhOdCFfiY5+9rvtUPOGa+7x7/
l3vWdFVfRpO7ZXxsV8i0E5/6VKk1F9gg2iZXDY9Y9Cs93SciaUyp1fkTXkabsFBJ8I7KuNr/
r6UJHdxjrprXKpxuCrbWumUlWpSu+rUC3Xa6TiD8elk0z9qrpR3RvdpEh14EC0dHqf3Ur7AtB3K0/Br5nw5C
+0ipJ5x2jNXwSgjlfHqrhfhqL0KLHWXTYgKQv1p/PquecHGSgvqzvhb0n
+dfT9aNL4Z4PIF1q9UnhF88sdFbA60O6CvTlSpP9k/
9td46HvqyVB7ZZS6q72+q7uuklJ79YexQdsLDcfMxXJT9HCHHV/
60dLlcXoW5QtMtSRLgxvkbkrql7B33TCkbYvKM3cz0dZNRi7W/A1H7XdfVTb7xNMv/dbm+Yi4W2C9aMnSNQNz
+QLrleKSXIqqR7ko0mxfJeVIrvsbiTySTe+15gWnVaAKRm9s0BgXvUHfNVy+YCiDe6X/6+aA/
DxvUc9AL1oyzrMwlp9kr/m3lu13J+0roWr+piJl/IYfQ+uVVMpwvUJKvH99r/
ul8Opv019JpeGVkzo01xuNNHyv9DeFWtYpsF1RJeaJXEFnQy8QVUZvMdRVOnUvEO3t+eGSqH3rnK
+ccLsvQXuLi74KPOcFqPbOF/9dOO1NDkv/79ELeZn2TBi8s6mjzaxhDhqWI2nR7hR2lRU/+hP07i/
xd30t5e4Qa1eN3l2vpNJwGo/e5qf+Nel+d4hpOI0nn/4n5ACi2Jquyhc+jX+GuHyBZbvC3Ch3Ele5KSzni
+xeJ8DHtSYivwBtf97d2eLLVs5f/j0fTts0Dd92V4s+6atz+dzTob/
moAScbcNO2uvqt9jmZhCRifylbwd8lefz94gX7BNPevsLvcM5j71grULAquvSNx8+f
+lbkfRXzCKuVfR53g1VYmc1siUsz2qLrvK3893tq0h1u8ozum3vBdW2v7BTsG17H89nfHg9v6Ydjybg8bD01XsnL
Wo7U1y+UmerxJVsAz5TOjsjn9YJUVlaOlOY2Vv5ZaT8FGfGvHnMdJTPPp0Rnx0by4tZe6HlpTiHMhLLs/AJv/
yCMm2m3vXp90kt/cC0ox0WX2cjPcz3NNxPnFiWL565G83/
ZdOIbm5xRNG75YVX3zS39EPC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
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
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Mz50D5h3PMnKQeCbzpxIdw2fOP41Iwnof5P7igx
Z+Z3cNv1oontJFD/U5qUzfl4nb3n89vltZe5mnTI1EdvHwG+M8Tez8kv3n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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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rd6VIqMsqsMqNwySQc49sZ59Oee3iHiC202KRitwY4/
m2iMqsa559evryc9K9rL8ZipKzlf7v8jz8bluBb5pUkj8rbn/ghP4duJW8nXPGflqTgsbc5GcZ/
1Y64or9KrtdNldvOktVy7EbppOecfwkHt3z6DAAAK+spyruKdvwPDlluDvpAwtT1m5tr63muWs49Pt/lkvL4W2Ll
+pSNFdkby8EEknnoGxk6Vr4gA8HrrlrqGn2yzXICX1zO2Lck4DOCCHP90FVOSOPTw
+71BtE1yy0dvsVnfSxxS3EdlG11elCxw0jyov2gnPCIpXuuOCfV7PUS/hSCxtWXUQlzG8sV5aiyv7JXO0zIiLlm
+ZiN5GQG+/jFfZTvKbS6fn6f8D5n5nh4xjBN/wBI6S31zQ/G1vBNZ65pl9eafFLLOTbxxyTp/
fRGdeCxRRxtO4AnNYkeuae3gnUr7U5WN7pc5t/
OtdSgjzd9VhWCNDxgZYSDcADgfeAyfiF8UNYsNPvl8N6PFJeqRbz36yR+Va7QBk/unxIQ7/60hQP4skoL/
wAIPB2h+F9IuLxfEC+IF1JvNWaSJDbw4yUIMedh9WDAHrtzXVGP2Q0vcuXGs2ukTNqXii/
uoDBMbRLElhcEhQwYkoGCLuBO4qAMcfMoPTa14ntYdQsbf+31K3i/
bLK7u5EZECMGwi4DFCDkqWUsAxwwya828e/
ELzvj9oFreahLEtnCsatpixXKoA7JMtw0jFIwob7ygsck7VYgVpfEnw3Zx
+Jo7rSG0fTftjPaz2gtVV7w8BOHjKCNcElihxtHBPI55e87rU9ajFJWZ1PiX4q211qsNrqF34VmXUoWTTZkWS1llbA
C7ZpQ6H7wABGGJA9RWf4f8SatJfSW9/p92se1pn+2W0scUqoRkK8GQMK4z+7br0xXAfErxdax+HF1a0k/
tZoLcR3E8UdrJ9jkDgee7IBLkEdEDqwXbtwCtQ6z4a1OWezutXhObBSy3DyOblAAWDbWjlG1+DtZAAGfIJwo2V
NSdjrpxsetweLLPUrBm0dmMlhcKZ7e
+b958wJKxMhQqfQunzbemeav6V4xWWWFrVbqSFgMSPDMGiY87AFZRuxnlPlBHzYArx2HxJZf29JrEfiS4muIYv
KS9u3MKPHn/j3VoYwERmXJ/dk8/JjBqEfEPUtWa6tZrDbqtzL5NxbXpjc
+WOmyUIu9kcRsM78lhySBWcsuU9GtT06OI5T6Jk8VfZ7Xyo7oyR7RvW4lK
+WDgcnaDzk8gEZPU8boIviPZ6VabXvbWJoSv2gCXyym7OEK/Njd2GVDc4Jzg/Ofiz4iyeB9SuY/
EHiKHTbiSPaun6bH/aN+pYDJaISFV3AqxEoQL8wGV
+VuFtvj8keoMtj4TuGhUMIW1LX0t7e2z122lvEyuv8AsNOc9NxPNeTjMoox+Jnq4fFX2R9hW/7Usdk1rBDb
+dfTTGAQRxyXUTN1Uq0YPJHzAZK4PUZzUfin9o3xdYTSW6+GfEMN7cYdB
+6aRweC5GAQoGBh1B5znBIX5l0746Sxac1k2o/Y7acl5rTSIns7e4LcneRIZpAcnKySEEEhga0vDHxe0TwnayW
+n22h6VHMQ0kVnYxWvmEcZIQnPpyK+VxGW4fmvGN357Hrxxk7WPdriXxX46s45bz
+0dKunbORfRQwxJtAb5wk0hJbLf6pceqn5mm0/
wCCOmTTb9Y8TXl22B8lugTB4zuMzSCTBAwdiYx93kivIbb41LqB+WSNR2LPGAfyFaEHxma0XauVz3DEj
+orWhh5L4El6L/
PU561acup7tYfDHwNZ2qo1rLcOBhpTeyRNJ7lYiifkoorxNfjmyKMTKfUkUV6EcNWavzP72cLpzbvc8n
+Cfgu48NabdeKNTk0WSSaNZbZYoxJDbrnJZI4gv7xyqjADEsP4s1Yv9Wku/
Et1d6TpurXHiKSJZJ7i4SGyjCjGMRTeVExxj70ZccNuIGwv+Kd3No02h29nJJaweX/
AKuFjGnCccDivLPh5cSaj8R9SkuHeeT+19Pj3SHcdrSMzDJ7FlBI7kA9q+rxUVR5ILq7X67b37n5jhpOfNJ/8D0PStB
+Ey6l4J1CKbyrdmkuC1xbM1xLdRq7GMEZ27WHlvshWPdkA7cYOh8CvGn9nyWtraaTFpVqZz5s11MY1uThQvKS
MdxySIypRjjpgmrlnqdzd
+PrzT5bieSwglvBHbPIWhjCwErhOgweRgcGrHwGkaT4cvEzM0dvpDSxIT8sbmSRSyjsSCRkc4JrT2fJWjGPb8mv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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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UvTbff8Az/yO5udF0/xtoNu93p915uqI7/ZZCYrEr853uIQFzgk5wWIyeCvFTEfh
+3XT7jSYbeeSVYorVo2W38xtxLRupdwdhDHzFBPYjnHJ/
GK1jnXEkcbhdbjt1DKDtjM0sZQf7JT5cdNvHSsL4Xzu8uj7mZvs+p2PlZP+q/0aP7vp
+FdtOhHmsVHES5TvbPxTp8etWkl9eXmlzXEavbB7mSH
+0FTIaQIhlMYDKFJkCk9iBhjzHiXw5qHi7UpFtfD9ndW9ixlW8jeVY7aV5NsnLMm9DkNs3IDkqWJXcPdrHwxpt5H
NBNp9jLDLBCzxvArK5LjJIIwa+JP+CjnxC1/
wL4u0m10PXNY0e1s9TRYIbG8kt44R5A4VUICjk9PU11ypxjBvsdFLESuexalpWm
+EbK0bxp4k03QbdjJEiXl7Csh5VsIshCSIQHA3b2KrggdB4T8YP2rbRE/sf4czatouix/LLqaSSWt/
qHIKhWTbJFEvzKATkoVHygFa8AKhdsgAEioFDdwOuM+lRF2Z48kncOc96+Xx2cVG/Z01y/M9/
D0UlzS1OyXx1vkkaTbJJMxkkZ2YNIxOSzMeSxOSSckk81p6V49kiZZI5JI2T/nn+9C9v4v6jFefTcQ/
gavW0ajQFk2rva6dC2OSAgIGfTNeLKpKW56MarR6RpvxAWLG2Td2IkiHPHXIIPH
+fQ6kHxAaXaPOVtowvzLwPSvLdNkbyx8zd+/0ra06JX+8qnjuKxlvc39o9j0yL4iKU4VnbHJxnn2x/
WrUPxFYjb55i9AwPH6EGvLbg7ANvy/SnwzyFW+duAMc9K1p7l+0Z603xBJA+bd7jP8ASivLlkbyl
+Zvzor0Y7GkakrH/9k="
}

若显示如下，文件成功上传，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步骤9 单击服务编排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11.5.16 对接华为云 API Explorer

通过对接华为云API Explorer，集成华为云服务的所开放的API，为开发者提供丰富的
连接器。

背景信息

API Explorer是华为云为开发者提供的一站式API解决方案的统一平台，集成华为云云
服务开放API，支持全量快速检索、可视化调试、帮助文档，帮助开发者快速查找、学
习API和定位修复错误。

AppCube通过对接API Explorer，可获取到大量华为云云服务的API元数据信息，从而
为开发者提供访问这些API的连接器，无需再针对每个云服务单独开发连接器。

AppCube当前支持对接如下云服务的API：

●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简称NLP）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针对各类企业及开发者提供的用于文本分析及挖掘的云服务，旨在帮助用
户高效的处理文本。更多介绍，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
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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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机器人服务

对话机器人服务（Conversational Bot Service） 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针对
企业应用场景开发的云服务，主要包括智能问答、智能质检、定制对话机器人和
任务型对话等功能。更多介绍，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
cbs/。

● 人脸识别服务

人脸识别服务（Face Recognition Service，简称FRS），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
息，利用计算机对人脸图像进行处理、分析和理解，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智能服
务。更多介绍，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face/。

● 内容审核服务

内容审核（Content Moderation），基于图像、文本、视频审核技术，可自动进
行涉黄、广告、涉政涉暴、涉政敏感人物等内容检测，帮助客户降低业务违规风
险。更多介绍，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moderation/。

● 文字识别服务

文字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简称OCR）以开放API的方式提供给
用户，用户使用Python、Java等编程语言调用OCR服务API将图片识别成文字，帮
助用户自动采集关键数据，打造智能化业务系统，提升业务效率。更多介绍，请
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cr/。

● 图像识别服务

图像识别（Image Recognition），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可准确识别图像中的视觉
内容，提供多种物体、场景和概念标签，具备目标检测和属性识别等能力，帮助
客户准确识别和理解图像内容。更多介绍，请参见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image/。

● 图像搜索服务

图像搜索（ImageSearch）基于深度学习与图像识别技术，结合不同应用业务和
行业场景，利用特征向量化与搜索能力，帮助客户从指定图库中搜索相同或相似
的图片。更多介绍，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
imagesearch/。

● 视频接入服务

视频接入服务（Video Ingestion Service，简称VIS）是华为云提供的实时视频数
据接入服务，提供了摄像头视频数据采集、实时数据分发和视频数据转储等能
力。借助视频接入服务，您可以与华为云视频分析服务集成，快速构建基于实时
视频数据的智能分析应用。更多介绍，请参见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vis/index.html。

● 视频分析服务

视频分析服务（Video Analysis Service，简称VAS）依靠AI技术对视频进行智能分
析，提供了视频预处理、视频审核、视频内容分析、视频编辑、视频搜索、视频
指纹等功能。包含了对视频中目标的检测、跟踪、属性识别、行为识别、内容审
核、摘要、标签等能力，在多种场景下为用户提供快捷高效的视频分析能力。更
多介绍，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vas/。

● 语音交互服务

语音交互服务（Speech Interaction Service，简称SIS）是一种人机交互方式，用
户通过实时访问和调用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将语音识别成文字或者将文本转换成逼真的语音等。更多介绍，请参见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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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本章节以自然语言处理为例，向您介绍如何使用华为云API Explorer导入连接器。

前提条件
● 已在华为云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注册帐号，并获取所用NLP资源对应区域的项目

ID。

图 1-898 获取项目 ID

● 已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具体操
作请参见获取AK/SK。

创建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华为云开放API > 自然语言处理”。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NLP连接器对接参数。

● 名称：新建连接器的名称。

● 访问密钥ID：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Access Key Id”对应的值。

● 访问密钥：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Secret Access Key”对应的值。

● 区域：NLP服务所在的区域，可以跨区域，即NLP和AppCube不在同一个区域。

● 项目ID：当前用户的项目ID，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值。

● 描述：新建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5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中的某个接口，再单击“测试一下”，可模拟API接口调
用。

以“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服务”中的“RunNer”接口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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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99 API 接口请求参数信息

注意

请务必按照“示例模型”中的格式配置接口请求参数，各接口请求参数配置说明请参
见各服务的API参考，如《自然语言处理 NLP > API参考> API >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服
务接口说明》。

返回如下参数信息，表明API接口调用成功。

{
     named_entities: [ {
             len: 3, 
             offset: 7, 
             tag: 't', 
             word: '10点'
         }, {
             len: 2, 
             offset: 10, 
             tag: 'ns', 
             word: '北京'
         }, {
             len: 2, 
             offset: 13, 
             tag: 'ns', 
             word: '上海'
         } ]
 }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已创建的连接器，可实现与云服务NLP的对接。

步骤1 参考脚本开发实例中操作，创建有一个空白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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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00 新建空白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以“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服务”中的“RunNer”接口为例。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connector from 'connector';
let client = connector.newClient("NLP","NS__TEST");
let req ={
    "postNerRequest": {
        "text": "我订购一张明早10点北京到上海的票",
        "lang": "zh"
    }
};
let resp = client.invoke("RunNer", req);
console.log(resp)

其中，connector.newClient中“NLP”为云服务名称，“NS__TEST”为连接器的名
称。示例中的加粗内容为图1-899中的请求消息参数。

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执行脚本。

步骤5 步骤2中代码已设置入参，故此处不需要再次设置，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步骤6 在日志页签，由日志可看出刷新了NLP上数据。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Build #AppCube Core 1.3.6 on amd64
Built on 2021-06-26 20:14:28  
Commit #b5759f4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node:  12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script:  NS__NLP001 1.0.1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locale:  zh_CN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timezone: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Asia/Shanghai)
0628 16:00:57.441|debug|vm[310]>>> {
     named_entities: [ {
             len: 3, 
             offse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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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 't', 
             word: '10点'
         }, {
             len: 2, 
             offset: 10, 
             tag: 'ns', 
             word: '北京'
         }, {
             len: 2, 
             offset: 13, 
             tag: 'ns', 
             word: '上海'
         } ]
 } (NS__NLP001.ts:12)

步骤7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脚本。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已创建的连接器，可实现与NLP的对接。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为服务编排设置入参和出参变量。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2. 新建入参变量inputrequest、出参变量output，变量类型为“任意”，如图1-901
所示。

图 1-901 新建变量

3. 单击 ，设置服务编排入参和出参。

步骤4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华为云开放API > EI企业智能”，拖拽“自
然语言处理”图标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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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 ，在“基本信息”中进行配置。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描述：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 连接器：该Flow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创建连接器中创建的连接器“命名空
间名__TEST”。

步骤6 设置调用“NLP”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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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02 配置“NLP”参数

表 1-106 “NLP”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以“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服务”中的“RunNer”接口为例，故此处
动作设置为“RunNer”。

输入参数 设置输入参数。

“目标”为“postNerRequest”：将变量中inputrequest拖拽到
“源”中。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源”从下拉框选择“result”，将变量中的output拖拽到“目
标”中。

 

步骤7 连接开始和NLP图元。

步骤8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单击 ，设置输入参数，运行服务编排。

输入参数样例如下：
{
    "inputrequest": {
        "text": "我订购一张明早10点北京到上海的票",
        "lang": "zh"
    }
}

单击“运行”后显示如下信息，表明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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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1.11.5.17 对接函数工作流调用无服务器服务

通过配置FunctionGraph连接器，实现AppCube与华为函数工作流（FunctionGraph）
对接，对接后可调用在函数工作流控制台开发的服务。

背景信息

函数工作流（FunctionGraph）是华为云提供的一款无服务器（Serverless）计算服
务，无服务器计算是一种托管服务，服务提供商会实时为你分配充足的资源，而不需
要预留专用的服务器或容量，函数以弹性、免运维、高可靠的方式运行。此外，按函
数实际执行资源计费，不执行不产生费用。更多关于函数工作流的介绍，请参见函数
工作流官方网站。

场景描述

通过AppCube的服务编排，调用在函数工作流控制台上创建的函数。

前提条件

参考快速创建第一个FunctionGraph函数中操作，创建一个函数“hello”，函数代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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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s.handler = async (event, context) => {
    const result = {
        "greetings": event.name + ", hello"
    }
    return result;
}

创建 FunctionGraph 服务连接器

步骤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HTTP > FunctionGraph服务”。

步骤3 在右侧页面单击“+”，设置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

● 标签：连接器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连接器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图标：连接器的图标。

● 描述：连接器的相关描述信息。

步骤4 配置认证信息，单击“保存”。

● 账号所在地区：函数工作流服务所在的区域，可以跨区域，即函数工作流和
AppCube可不在同一个区域。

● 鉴权方式：访问函数工作流的鉴权方式。

– 委托授权：通过创建委托，可以将函数工作流资源共享给AppCube。选择该
方式后，保存连接器设置时，在弹出的提示框单击“是”，即可访问函数工
作流，不需要输入访问密钥对（AK/SK）。

– AK/SK：通过IAM用户的访问密钥对（AK/SK）来进行鉴权。

● 访问密钥ID：配置为访问密钥对中“Access Key Id”对应的值。请参考获取
AK/SK中操作，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
钥对。

● 访问密钥：配置为访问密钥对中“Secret Access Key”对应的值。请参考获取
AK/SK中操作，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
钥对。

步骤5 配置动作，即要调用的函数。

1. 在“动作列表”页签，单击“新建”。

2. 在“基本信息”中，选择要调用的函数，如前提条件中创建的“hello”，设置动
作的标签和名称，单击“下一步”。

3. 配置消息头入参，该示例场景不需要配置消息头入参，单击“下一步”，删除第
一行参数。

若此接口没有消息头输入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请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消
息头输入参数，且有多个，请单击“+ 新增”。

– 标签：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消息头输入参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数据类型：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数字：数字类型。

▪ 字符串：字符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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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 默认值：参数的默认取值。

– 描述：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描述信息。

– 默认：参数是否有默认值。

– 必填：参数是否必填。

– 操作：单击 或 ，可对Header输入参数，进行添加或删除操作。

4. 配置输入参数。

如图1-903所示，该示例场景需要设置字符串类型的入参“name”。若此接口没
有输入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输入参数，且有多个，
请单击“+ 新增”，并定义输入参数的基本信息。

页面上方“消息体格式”参数使用说明：当方法为“PUT”或“POST”时，该参
数才会显示。当第三方入参为数组类型或者非JSON类型时，需要将“输入消息体
方式”设置为“值”形式。

例如，若设置“消息体格式”为“键-值”，假设定义了输入参数A、B、C，调用
时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 {A: 1,B:2, C:3} ，此时被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是 {A: 1,B:
2, C:3}。若设置“输入消息体方式”为“值”，此时默认使用$in输入参数定义，
调用时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in: [1,2,3] }，此时被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为
[1,2,3]。

图 1-903 输入参数配置页面

– 标签：输入参数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显示。

– 名称：输入参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参数位置：输入参数的位置。

– 数据类型：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命名空间：输入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 结构体类型：输入参数的结构体类型。

– 对象：当“结构体类型”为对象时，需要设置具体的对象。

– 默认值：参数默认取值。

– 描述：参数是否有默认值。

– 必填：输入参数是否必填。勾选后，表示是必填字段。

– 集合：输入参数是否是数组型。勾选后，表示是数组型。

– 操作：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入参数。

5. 配置输出参数，如图1-904所示，该示例场景需要设置字符串类型的出参
“gr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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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接口没有输出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请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输出参
数，且有多个参数，请单击“+ 新增”，并定义输出参数的基本信息。

页面上方“消息体格式”参数使用说明：设置“输出消息体方式”为“值”后，
系统会引入一个通用的出参变量“$out”，将body的内容存到“$out”中，作为
出参。

例如，若设置“消息体格式”为“键-值”，假设定义了输出参数A、B、C，调用
后返回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 {A: 1,B:2, C:3} ，此时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是 {A:
1,B:2, C:3}。若设置“输出消息体方式”为“值”，此时默认使用$out输出参数定
义，调用业务接口返回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1,2,3]，此时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
为{$out:[1,2,3]}。

图 1-904 输出参数配置页面

– 标签：输出参数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输出参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参数位置：设置参数的位置。

– 数据类型：输出参数的数据类型。

– 命名空间：输出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 结构体类型：设置结构体类型。

– 对象：当“结构体类型”为对象时，需要设置具体的对象。

– 描述：输出参数的描述信息。

– 集合：输出参数是否是数组型。勾选后，表示是数组型。

– 操作：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出参数。

6.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7. 单击该动作所在行的 ，进行启用。

步骤6 （可选）测试该函数。

1. 单击已创建的动作名称，进入动作详情页。

2. 单击“测试”，设置如下输入参数，单击“测试”。
{
"name":"Lily"
}

返回图1-905中消息，说明函数执行成功。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99



图 1-905 返回消息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通过连接器图元调用在函数工作流控制台上，创建的函数。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服务编排。

图 1-906 创建一个服务编排

步骤2 为服务编排设置入参和出参变量。

1.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2.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3. 新建入参变量“name”、出参变量“greetings”，变量类型为“文本”，如图
1-90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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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07 新建变量

4. 单击 ，设置服务编排入参和出参。

图 1-908 设置出入参

步骤3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FunctionGraph”中，拖拽创建
FunctionGraph服务连接器中创建的连接器至画布中，并连接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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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09 连接图元

步骤4 设置动作参数。

图 1-910 设置动作参数

● 动作：调用步骤5配置的具体动作。

● 输入参数：设置接口的输入参数。在“目标”中选择参数，在“源”中拖入全局
上下文中的对应变量。

● 输出参数：设置接口的输出参数。在“源”中选择参数，在“目标”中拖入全局
上下文中的对应变量。

步骤5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6 单击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运行服务编排。
{
"name":"Lily"
}

若输出如下结果，表示成功调用函数。

{
  "interviewId": "002N000000pjDj5T7Djk",
  "outputs": {
    "greetings": "Lily, hello"
  }
}

----结束

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在脚本中，调用已创建的连接器，实现调用在函数工作流控制台上创建的函数。

步骤1 参考脚本开发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脚本代码。
import { Decimal } from "decimal";
import { Error } from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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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 as connector from "connector";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name" })
    name: string;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
    greetings: String;
}

export class Functiongraph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do a operation" })
    run(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put = new Output();
        let client = connector.newClient("functiongraph", "LT927__test");
        let result = client.invoke("LT927__hello", input);
        console.log(result);
        output.greetings = result.greetings;
        return output;
    }
}

其中，“LT927__test”为连接器的名称，“LT927__hello”为动作名称。

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执行脚本。

步骤5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设置输入请求参数，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
{
"name":"Lily"
}

若输出如下结果，表示成功调用函数。

{
"greetings":"Lily, hello"
}

----结束

1.11.5.18 对接华为云 ROMA Connect

背景信息

应用与数据集成平台（ROMA Connect）是一个全栈式的服务平台，聚焦应用和数据
连接，提供数据（跨机房、跨数据中心、跨云的数据）、服务API（将数据和后端服务
以API形式开放）、消息（为企业提供跨网络访问的安全、标准化消息通道）和设备信
息（使用MQTT标准协议连接设备，帮助企业快速、简单地实现设备云端管理）集成
能力，帮助企业快速联接云上云下，消除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化转型。

AppCube通过连接器和ROMA Connect对接后，可调用ROMA Connect的API，从而集
成服务。

AppCube提供了默认对接的ROMA Connect服务器，也支持对接通过华为云开通的自
有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即参考配置ROMA Connect中操作，在AppCube管理
中心配置对接信息，并请从华为云控制台登录自有ROMA Connect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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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本章节以AppCube对接自有ROMA Connect为例进行说明，默认对接的ROMA
Connect服务器配置类似。

● 已在ROMA Connect平台上完成应用创建（创建时，应用的“Key”字符长度必须
小于60，否则后续向AppCube同步时会失败）、函数API创建、API分组创建、API
创建、调试、发布和授权操作。关于ROMA Connect的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
ROMA Connect集成服务与配置API授权。

例如，如图1-911所示，已在ROMA Connect平台创建“人员管理”应用。如图
1-912所示，已发布“获取人员信息”API，且该API已授权给“人员管理”应用。

图 1-911 集成应用

图 1-912 授权 API

● 已在ROMA Connect平台上，设置“app_secret”和“app_route”值为“on”。

修改方法：在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的“实例信息”页面，选择“配置参
数”。修改“app_secret”和“app_route”的“参数运行值”为“on”。

在 AppCube 上调用 ROMA Connect 的 API
在ROMA Connect上创建的应用和发布的API，可以直接同步到AppCube。通过
AppCube的ROMA Connect类型连接器，可在服务编排或脚本中调用ROMA Connect
的API。

步骤1 查看ROMA Connect侧创建的应用Key值是否带有前 ，如果带有前 ，则需要在
AppCube新建系统参数。

1. 在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集成应用”。单击应用
名，即图1-911中应用名“人员管理”，进入概览页面查看Key值。

– 如果Key值带有前 ，例如为“test__com.appcube.user”，带有前
“test__”。则需要执行步骤1.2。

– 如果Key值不带前 ，例如为“com.appcube.user”，则执行步骤2。

2. 新建系统参数。

a. 在开发环境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入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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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系统参数”。

c. 单击“新建”，如下图所示创建系统参数“roma_app_prefix”，配置参数值
为此前 取值“test__”，AppCube在后续同步API和调用API时会主动拼上此
前 。

图 1-913 创建系统参数

步骤2 在连接器中同步ROMA Connect应用和API，并查看具体API。

1. 参考创建连接器入口中操作，进入创建连接器页面。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HTTP > ROMA连接器”。

3. 单击“同步应用”，将ROMA Connect上注册的应用直接同步到平台。

同步后，可在ROMA Connect连接器列表中，查看到“人员管理”应用。

说明

ROMA Connect连接器中的应用，可以由ROMA Connect同步而来，也可以通过安装包导
入。通过安装包导入的ROMA Connect连接器中的应用，在ROMA Connect平台并不存
在。需要将ROMA Connect资产导入到ROMA Connect平台，用户才可正常使用ROMA
Connect连接器。

4. 单击“人员管理”对应的连接器名称，在右侧“API接口”页签单击“同步
API”，将ROMA Connect上发布并授权的API直接同步到AppCube。

同步后，在“API接口”页签中，可查看到“获取人员信息”API。
5. 单击API名称，可查看API具体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消息头入参、输入和输出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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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ROMA Connect上该API有更新，请在ROMA Connect平台重新发布并授权API，然后
在AppCube重新同步应用和API。

图 1-914 查看 API 具体信息

API参数说明，如表1-107所示。

表 1-107 API 参数说明

参数类
别

参数名称 说明

消息头
入参

X-HW-
APPKEY

X-HW-APPKEY：ROMA应用的请求密钥，用于私钥认
证。

1. 登录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应用”。

3. 单击应用名，即图1-911中应用名“人员管理”，进
入概览页面。

4. 单击Secret右侧的 ，即可查看Secret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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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类
别

参数名称 说明

X-HW-ID ROMA应用的Key值。

1. 登录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应用”。

3. 单击应用名，即图1-911中应用名“人员管理”，进
入概览页面。

4. 在概览页，查看Key值。

Accept 接收类型，默认值“application/json”。

输入参
数

userID 用户ID，为自定义输入参数。

输出参
数

retCode 结果码。

retJSON 接收JSON格式化的ROMA Connect返回数据。

$out 接收非格式化的ROMA Connect返回数据。

须知
对于POST请求类型，输入参数会有“$body”，通过此入参传
递body结构体。可使用出参“$out”接收非格式化的ROMA
Connect返回数据，$out为结构体类型。

 

如果业务需要在API中，增加其他消息头入参或输入参数，需要在ROMA Connect
的API管理侧重新编辑API，定义好入参，重新发布并授权API，然后在AppCube重
新同步该API。

图 1-915 ROMA Connect 的 API 管理侧编辑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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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6 添加入参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 ROMA Connect 的 API

步骤1 参考如何开发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ROMA”，拖拽“人员管理”（连接器名
称为ROMA应用名称）图元至画布中。

图 1-917 拖拽连接器图元到画布中

步骤3 参考表1-107，设置变量和服务编排的输入输出参数。

1. 选中开始图元，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2. 在私有结构体页面，单击“新增”。

创建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变量前，首先需要创建私有结构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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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8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3. 新增一个空的私有结构体“retJson”，不用设置结构体成员。

图 1-919 新建私有结构体

4.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5.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号。

图 1-920 添加对象变量

6. 选择“私有结构体”，设置页面参数，名称为“retJson”，结构体选择已创建的
私有结构体“ret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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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1 配置私有结构体变量

7. 参照上述操作，新增“out”私有结构体变量，结构体选择创建的私有结构体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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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2 对象 out 对象变量

8.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9.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新增图1-924中两个变量。

图 1-923 创建变量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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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4 添加两个变量

10. 单击工作区域开始图元或空白区域，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设置该
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图 1-925 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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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考配置系统参数，新建系统参数“appkey”，值填写为ROMA应用的请求密
钥。

由于“X-HW-APPKEY”为ROMA应用的请求密钥，可能发生变化，您可以新建系
统参数，加密存储此入参，并通过公式引用。当请求秘钥变化时，修改系统参数
即可。

图 1-926 新建系统参数 appkey

1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右侧，选择 。

13.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公式”后的加号，新建公式变量“appkey”，表达式
为“SYSPARAMETER("appkey")”。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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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7 新建公式变量

步骤4 在“连接器”页面进行配置，“动作”选择具体调用的API，例如“获取人员信息”，
根据表1-107配置入参和出参，并连接图元。

图 1-928 设置动作连接图元

● 动作：具体调用的API，API选项由步骤2.4同步而来。

● 输入参数：调用API的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调用API的输出参数。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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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服务编排页面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6 保存成功后，单击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执行服务编排。

步骤7 设置如下输入参数，单击“运行”。

输入参数样例如下：

{
    "userid": "001"
}

若显示如下信息，表示成功调用ROMA Connect的API。

{
  "interviewId": "002N000000cOeh5XCDrc",
  "outputs": {
    "out": {
      "retCode": "0",
      "retJSON": {
        "result": {
          "employ_name": "zhangsan",
          "employ_no": "00xxxxxx"
        }
      }
    },
    "retCode": "0",
    "retJson": {
      "result": {
        "employ_name": "zhangsan",
        "employ_no": "00xxxxxx"
      }
    }
  }
}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 ROMA Connect 的 API

步骤1 参考脚本开发实例中操作，创建一个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脚本。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roma from "roma";
import * as sys from "sys";
// 通过ROMA应用名创建client，第二个参数可以不填写, roma.newClient("人员管理");
let client1 = roma.newClient("人员管理", roma.NameType.AppName)

// 通过ROMA应用的APPID创建client
let client2 = roma.newClient("com.appcube.user", roma.NameType.AppId)

//通过API名称调用，第一个参数是API名称，入参在第二个参数中传入，$body可以传入body参数
let resp1 = client1.sendRest("获取人员信息", {
    "X-HW-APPKEY": sys.getParameter("appkey"),
    "X-HW-ID": "com.appcube.user",
    userID: "1110000",
    $body: {}
});
console.log(resp1.$out)

//通过API的URL调用，第一个参数是请求方法，第二个参数为接口URL，入参在第三个参数中传入，$body可以
传入body参数
let resp2 = client1.sendRestByURL("GET", "/getUserInfo", {
    "X-HW-APPKEY": sys.getParameter("appkey"),
    "X-HW-ID": "com.appcube.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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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ID: "1110000",
    $body: {}
});
console.log(resp2.$out)

步骤3 单击脚本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步骤4 保存成功后，单击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执行脚本。

步骤5 脚本中已设置输入参数，请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执行脚本。

日志页签显示如下信息，表示成功调用ROMA Connect的API。
0813 16:33:31.504|debug|vm[2]>>> app cube 1.2.12 8fce52d0 2020-07-17 10:14:41 +0800 debug
0813 16:33:31.504|debug|vm[2]>>> node: 1
0813 16:33:31.504|debug|vm[2]>>> script: gongzhen10__roma 1.0.1 
0813 16:33:31.504|debug|vm[2]>>> locale: zh_CN
0813 16:33:31.504|debug|vm[2]>>> timezone: Local
0813 16:33:31.723|debug|vm[2]>>> { retCode: '0', retJSON: { result: { employ_name: 'zhangsan', employ_no: 
'00xxxxxx' } } } (gongzhen10__roma.ts:17)
0813 16:33:31.773|debug|vm[2]>>> { retCode: '0', retJSON: { result: { employ_name: 'zhangsan', employ_no: 
'00xxxxxx' } } } (gongzhen10__roma.ts:26)

----结束

1.12 消息事件
在业务流程中有意义的状态变化都可称为事件。自定义好事件后，您可基于该事件实
现事件发送、事件订阅，对发送的事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等功能。

1.12.1 如何自定义事件

事件分类

低代码中的事件，分为标准事件和自定义事件两种。

● 标准事件是系统定义好的事件，可直接订阅。标准事件目前有几下几种：

– Absolute Time Alert：定时器发送的系统事件。

– EV_FLOW_STARTED：流程启动，用于记录工作流的启动。

– EV_FLOW_TERMINATED：流程终止，用于记录工作流的流程结束。

– EV_FLOW_REVOKED：流程撤回，用于记录工作流的撤回。

– EV_TASK_STARTED：任务启动，用于记录人工任务启动。

– EV_TASK_TERMINATED：任务终止，用于记录人工任务结束。

● 自定义事件是指用户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自行定义的事件。例如，在某个公司招
聘场景中，招聘人员A和招聘经理B负责面试，招聘经理B负责决定该应聘者是否
被录用，录用后，人事部C来给新员工办理各种手续。需要进行软件设计，一旦应
聘者被录用后，不需要招聘经理自己去通知人事部，而是创建一个记录应聘者录
用结果状态的事件，通过订阅该事件，系统根据状态结果自动发邮件给人事部，
通知人事部是否办理入职手续。

场景描述

创建一个记录应聘者，是否被录用状态变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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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

步骤3 单击事件后的 ，进入添加事件页面。

步骤4 选择创建事件的方式，设置基本信息，单击“添加”。

● 创建新事件

图 1-929 添加事件

– 标签：新建事件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事件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取值为“命名空间__标签__e”。

– 描述：新建事件的描述信息，建议设置为事件的功能。

● 导入已有事件：基于系统中已有的事件，添加一个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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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0 导入事件

步骤5 在事件详情页面的“自定义参数”中，新增自定义参数。

自定义参数用于记录有意义的事件状态变化，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创建。例如，在本章
节中创建的是记录应聘者是否被录用状态变化的事件，需要新增应聘者姓名
“EmployName”和招聘结果“Result”两个参数字段。

1. 在自定义参数中，单击“新建”，进入新增参数页面。

2. 标签和名称设置为“EmployName”，字段类型选择“文本”，单击“保存”。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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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1 设置参数

– 标签：新建参数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中展示。

– 名称：新增参数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字段类型：新建参数的字段类型，如数字、文本、日期等。

– 描述：新建参数的描述信息，建议配置为参数的功能。

– 是否必填：参数是否必填，勾选后，表示必填字段。

3. 参考上述操作，新增标签和名称为“Result”，字段类型为“布尔”的“Result”
参数。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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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2 新增 Result 参数

图 1-933 自定义参数列表

步骤6 在“基本信息”页签，单击“启用”，启用该事件。

----结束

1.12.2 如何订阅事件

使用说明

在低代码平台中，可以通过服务编排和工作流，来订阅事件。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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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介绍

如何自定义事件中，创建了一个记录应聘者是否被录用状态变化的事件。本章节向您
介绍如何通过服务编排，来订购该事件。通过事件发送接口，模拟招聘经理给出招聘
结果，通过订阅该事件，系统根据状态结果自动发邮件给人事部，通知人事部是否办
理入职手续。

通过服务编排订阅事件

步骤1 参考如何创建服务编排中操作，新建一个服务编排。

图 1-934 添加服务编排

● 标签：新建服务编排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服务编排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类型：新建服务编排的类型，本示例选择“Event Trigger”。

– Autolaunched Flow：自启动服务编排，即在接口调用后，会立即执行服务
编排中定义的逻辑。

– Event Trigger：事件触发的服务编排，在事件触发时，才会开始执行服务编
排中定义的逻辑。

● 事件：选择如何自定义事件中创建的事件（请确保事件已启用）。

● 描述：服务编排的描述信息。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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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逻辑”，拖拽“决策”图元至画布中。

该图元类似if语句的判断，用于在服务编排流程中创建判断条件，根据判断结果连线其
他图元，决定后续执行何种操作。本示例需要设置应聘者被成功录用、应聘者没被录
用和其他三个判断分支。

图 1-935 拖拽决策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3 选中决策图元，单击 ，设置分支条件参数。

图 1-936 pass 分支条件配置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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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7 unpass 分支条件配置

可编辑的结果，即所有的判断条件。系统已预置默认条件，即当其他所有条件均不满
足情况下，进入该分支。

本示例，需要新增如下两个判断条件：

● Pass：应聘者被录用。应聘通过时，事件中自定义的布尔类型参数“Result”赋值
为全局常量“{!$GlobalConstant.True}”，表示结果为真，即应聘通过。

● Unpass：应聘者没有被录用。应聘失败时，事件中自定义的布尔类型参数
“Result”赋值为全局常量“{!$GlobalConstant.False}”，表示结果为假，即应
聘拒绝。

步骤4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基本”，拖拽“发送邮件”图元至画布中。

发送邮件是发送邮件的接口。本示例中，需要根据录用结果，发送不同的邮件给人事
部。

● 录用成功，需要邮件通知人事部办理入职。

● 录用不成功，需要邮件通知人事部告知应聘者应聘失败。

● 事件超时（默认分支），需要邮件通知招聘经理，看其是否给出招聘结果。

步骤5 如下图所示，以应聘者被成功录用为例，设置发送邮件参数。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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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中发送邮件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图 1-938 设置邮件发送基本信息

2. 单击 ，设置邮件发送参数。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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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9 配置邮件发送参数

– 邮件配置：可选择“直接编辑”手动设置邮件信息或“基于模板”选择邮件
模板。本示例选择“直接编辑”。

– 主题：邮件的标题。

– 内容：邮件内容，需要使用事件变量“EmployResultNotify__e”。

– 地址：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字符串：表示直接输入。

▪ 集合：表示可以拖入一个集合变量。

步骤6 参考步骤5中操作，设置应聘者录用失败和超时邮件发送。

步骤7 如图1-940所示，连接所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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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0 连接并设置起始元素

步骤8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上方，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保存成功后，单击 ，启用服务编排。

启用后，当有“EmployResultNotify”事件触发时，即会执行服务编排中定义的逻
辑。

----结束

结果验证

通过服务编排订阅“EmployResultNotify”事件后，招聘经理需要给出招聘结果，即
给“Result”赋值后，人事部经理才会收到招聘者是否被录用的邮件通知。即需要设置
发送事件，订阅者才可以接收事件。

本章节，通过单独创建一个服务编排，来给应聘者Lily的应聘结果“Result”赋值，模
拟事件发送。

步骤1 参考如何创建服务编排中操作，创建一个服务编排。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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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1 新建服务编排 SendEvent

步骤2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左侧，选择“基本”，拖拽“发送事件”图元至画布中。

Send Event为系统提供的，发送事件接口。

图 1-942 拖拽发送事件图元至画布中

步骤3 配置发送事件图元。

以应聘者Lily被成功录用为例，在“全局上下文”中，单击“变量”后的加号，新增变
量，设置发送事件参数。

1. 单击 ，进入全局上下文页面，新建一个变量variable0。

应用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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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3 新增一个变量

2. 选中发送事件图元，单击 ，设置基本信息。

图 1-944 设置发送事件基本信息

3. 单击 ，设置发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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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5 发送事件配置页面

– 事件：选择待发送的事件，本示例选择“命名空间
__EmployResultNotify__e”。

– 分区字段：从事件中，选择一个自定义参数，用作Kafka的分区字段。设置
后，会根据该字段值进行路由，相同的值将路由到同一个Kafka分区。如果不
指定，则默认随机路由到不同Kafka分区，从而提升并发处理性能。

– 发送到外部：系统内部有配置与AppCube相连Kafka的固定Topic
（__BINGO_SYS_TOPIC）。

▪ 不勾选，表示将事件数据发到默认的Topic上。

▪ 勾选，表示将事件数据发送到与AppCube相连Kafka的其他Topic上。

– 延迟到事务结束（提交或回滚）后才发送：是否延迟到该服务编排事务结束
后，才发送事件。默认不勾选，即流程执行到该图元时，立即发送事件。

– 目标/源：该事件自定义的参数取值，请单击“新增行”，进行添加并赋值。
本示例配置如下：

▪ “目标”选择“EmployName”：从“全局上下文 > 常量”中，拖拽新
建的变量variable0到“源”中。

▪ “目标”选择“Result”：从“全局上下文 > 全局常量”中，拖拽应聘
结果“{!$GlobalConstant.True}”到“源”中，表示应聘者Lily被成功录
用。

步骤4 连接开始和发送邮件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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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6 连接图元

步骤5 在服务编排设计页面上方，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6 保存成功后，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7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运行后，才能发送该事件。

邮件接收者，收到邮件，验证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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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如何配置数据接入

使用说明

低代码平台支持从外部数据源获取数据，并按照需求对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后，转化
成内部事件，输出给Kafka或ROMA Connect。此时，可通过配置数据接入，来实现整
个流程。

场景描述

从物联网OneNET中获取数据源数据，经过数据处理后转化成内部事件，然后输出给
Kafka。

前提条件

● 已创建数据接收后转化的内部事件parking，具体操作请参见如何自定义事件。

● 在第三方外部数据源侧，配置AppCube提供的鉴权信息，具体操作请参见第三方
文档。

● 用户要执行或停止运行数据接入时，需要具有管理数据接入权限。添加管理数据
接入权限的方法如下：

a. 登录新版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

b. 单击页面左上方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

c. 在管理中心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

d. 单击用户所属的权限，在“基本信息 > 权限管理 > 系统权限”中，勾选“运
行和停止数据接入与事件流任务”。

操作步骤

说明

在开发环境修改数据接入的任意配置数据（包括所有图元的配置信息），在打包时，可配置是否
覆盖新环境中的同名数据接入配置。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成”。

步骤3 单击消息接入后的“+”，进入新建消息接入页面。

步骤4 直接单击“新建”，进入新建数据接入页面。

步骤5 在页面右侧“图元 > 数据源”中，拖拽所需的图元到左侧画布中，并配置外部数据源
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 OneNET
通过OneNet Source，可以快速配置HTTP消息、鉴权设置，并接收OneNet发送
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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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7 OneNET 配置信息页面

– 标签：数据源OneNET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数据源OneNET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Token：数据签名，即令牌，由OneNET提供。

– 报文加密：对传输过来的报文内容是否进行加密，勾选表示加密。如果设置
为加密，需要配置“Aeskey”。

– Aeskey：解密密钥，由OneNET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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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8 定义 OneNET 元数据

定义OneNET元数据，如果为空的{}，只能传送原始数据，无法使用拦截器对数据
进行处理。

例如，输入如下元数据，单击“格式化Json”，可对元数据进行Json格式化处
理。
{
    "notifyTyp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eventTime": "datetime",
    "deviceId": "STRING",
    "gatewayId": "STRING",
    "deviceService": {
        "name": "STRING"
    },
    "service": {
        "serviceType": "STRING",
        "serviceId": "STRING",
        "body": "OBJECT",
        "data": {
            "battery_low": "number",
            "light": "STRI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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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数据接入对接中移物联OneNET平台的认证，是按照中移物联给出的对接标
准，需根据配置的Token（令牌）、报文中的随机数、报文内容拼接后获取
MD5摘要，并和报文中的摘要做比对，如果一致则认为报文是正常的报文。目
前中移物联，只支持MD5算法获取数据摘要，详情请参见OneNET平台开发文
档。

– 对于报文内容来说，OneNET平台支持对报文内容进行加密后上报。AppCube
要使用跟OneNET平台一致的加密算法进行解密，获取的加密向量要和
OneNET平台一致。因此，使用了Aeskey（解密密钥）的前16位，作为加密向
量。

● 设备接入IoTDA
通过设备接入IoTDA Source，可快速配置HTTP消息、鉴权设置，并接收设备接入
IoTDA发送的消息。

图 1-949 IoTDA 配置信息

– 标签：数据源设备接入IoTDA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数据源设备接入IoTDA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数据格式：设备上报数据的格式，数据传输协议支持http或https，由IoTDA
决定。

– 认证方式：设置认证方式，支持证书认证、口令认证和无认证。

– Access Key：单击“生成AK/SK”，该值会自动生成。请将生成的Access Key
保存到本地，开发人员需要通过该值，在设备侧生成鉴权属性
“authorization”。“认证方式”设置为“口令认证”时，才会显示该参
数。

– Secret Key：单击“生成AK/SK”，该值会自动生成。请将生成的Secret Key
保存到本地，开发人员需要通过该值，在设备侧生成鉴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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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ation”。“认证方式”设置为“口令认证”时，才会显示该参
数。

图 1-950 定义 IoTDA 元数据

定义IoTDA元数据，如果为空的{}，只能传送原始数据，无法使用拦截器对数据进
行处理。

例如，定义如下元数据，单击“格式化Json”，可对元数据进行Json格式化处
理。
{
    "notifyTyp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eventTime": "datetime",
    "deviceId": "STRING",
    "gatewayId": "STRING",
    "deviceService": {
        "name": "STRING"
    },
    "service": {
        "serviceType": "STRING",
        "serviceId": "STRING",
        "body": "OBJECT",
        "data": {
            "battery_low": "number",
            "light": "STRING"
        }
    }
}

上报的合法数据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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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yType": "deviceDataChanged",
    "requestId": "45678",
    "timestamp":"1900012929922992",
    "eventTime":"20151212T121212Z",
    "deviceId":"8b3979fc-b072-433b-b3f6-673072e1bc04",
    "gatewayId":"XXX",
    "deviceService":{"name":"buttery"},
    "service": {
     "serviceType": "",
     "serviceId": "",
     "data":{
                     "battery_low":444,
                     "light":"99",
                     "authorization":"Bingo bDTKFSGi:ZwGnN+bb*****************************TjFRMA="
            }
    }
}

其中，“authorization”需要根据AK/SK、上报URL和Body数据生成。

● ROMA Connect

通过MQS Source，可快速配置MQS订阅参数，并接收MQS发布的消息。

图 1-951 ROMA Connect 配置信息页面

– 标签：数据源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数据源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APP ID：MQS平台的应用ID。应用ID能够引用一个本平台定义的系统参数，
引用位置不限制。例如，“!roma_app_prefix}other_roma_app_id”。

– 密钥：MQS平台应用的请求密钥。

– 主题：MQS主题。主题能够引用一个本平台定义的系统参数，引用位置不限
制。例如，“{!roma_topic_prefix}other_roma_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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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QS配置 > 标签：设置订阅消息的标签，可以指定消费某一类型的消息。默
认“*”，表示消费所有类型的消息，可以写多个，用“||”隔开，例如
“tag1 || tag2 || tag3”。

– 通道加密：数据是否加密。若勾选，表示MQS数据传输采用TLS协议。

– 消费位置：若勾选，停止数据接入任务，后续重新运行数据接入时，停止和
重新运行期间ROMA Connect发来的消息会被完全丢弃。若停止与运行数据
接入之间时间间隔在十分钟内，消息可能不会丢失。

图 1-952 定义 MQS 元数据

定义MQS元数据，如果为空的{}，只能传送原始数据，无法使用拦截器对数据进
行处理。

定义好元数据后，单击“格式化Json”，可对元数据进行Json格式化处理。
{
    "notifyTyp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eventTime": "datetime",
    "deviceId": "STRING",
    "gatewayId": "STRING",
    "deviceService": {
        "name": "STRING"
    },
    "service": {
        "serviceType": "STRING",
        "serviceId": "STRING",
        "body": "OBJECT",
        "data": {
            "battery_low": "number",
            "light":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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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Kafka

从平台内部kafka或外部kafka采集数据，从内部kafka采集的数据不能再回写到内
部kafka中。

图 1-953 添加 Kafka

– 标签：数据源Kafka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数据源Kafka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连接外部Kafka：AppCube支持从平台内部Kafka或外部Kafka采集数据，从
内部Kafka采集的数据不能再输出到内部Kafka中。

▪ 勾选：表示从外部Kafka采集数据。

▪ 不勾选：表示从平台内部Kafka采集数据。

– Kafka集群地址：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Kafka
集群地址，多个节点服务器地址可用“,”间隔，格式为“Kafka节点1的ip:节
点1端口号,Kafka节点2的ip:节点2端口号,...”。

获取Kafka的IP和端口号方法：登录每台Kafka节点服务器，查看“$
{KAFKA_HOME}/config”目录下“server.properties”中“listeners”的值。
例如，10.10.10.1:9091,10.10.10.2:9092

– 主题：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采集数据所属的
Kafka主题。主题是消息存储和发布的类名，通过主题可以分类传输和处理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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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SASL_SSL：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才会显示该参数。开启
SASL_SSL后，访问外部Kafka需要提供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证，且数据会加
密传输。

– 用户名：访问外部Kafka的用户名。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才会显示该
参数。

– 密码：访问外部Kafka的用户密码。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才会显示该
参数。

– 元数据定义：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才会显示该页签。定义MQS的元
数据，如果为空的{}，只能传送原始数据，无法使用拦截器对数据进行处
理。

定义好元数据后，单击“格式化Json”，可对元数据进行Json格式化处理。
{
    "notifyTyp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eventTime": "datetime",
    "deviceId": "STRING",
    "gatewayId": "STRING",
    "deviceService": {
        "name": "STRING"
    },
    "service": {
        "serviceType": "STRING",
        "serviceId": "STRING",
        "body": "OBJECT",
        "data": {
            "battery_low": "number",
            "light": "STRING"
        }
    }
}

– 事件：从平台内部Kafka采集数据，数据所关联的具体事件。不勾选“连接外
部Kafka”时，才会显示该参数。

步骤6 在“图元 > 拦截器”中，拖拽所需的拦截器到左侧页面，对源数据进行数据拦截，并
单击“保存”。

● 投影：数据选择器，可从源数据中选择部分数据进行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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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54 投影配置

– 标签：投影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投影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字段选择器：左侧为外部数据源传入的全部元数据，勾选所需数据字段，单

击 将所选数据移到右侧输出字段中。

● 赋值：数据赋值器，可将缓存中的对象数据、传入的外部数据源数据、某个常量
数据或者数据取表达式的值，赋值给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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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55 赋值器配置

● 标签：赋值器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赋值器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新增字段：被赋值的参数。

● 源：设置源数据。

– Cache：缓存中的对象数据，需要提前在设置中单击“新增缓存”进行添加。

– reference：传入的外部数据源元数据。

– formula：数据取表达式值，格式为“XXX(数据源参数)”。

– constant：某常量，格式为“常量值”。

● 过滤：数据过滤器，通过配置一定的过滤条件，对外部元数据进行数据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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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56 过滤器配置

● 标签：过滤器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过滤器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条件设置：设置过滤条件，单击“新增”，可添加多个过滤条件。

步骤7 在“图元 > 通道”中，拖拽所需的通道到左侧画布区域Onenet下方，并配置数据通道
的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内存通道”表示普通的数据通道，当数据较多时可选择“文件通道”。

图 1-957 内存通道配置

● 标签：内存通道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内存通道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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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配置：开启后，可自定义通道容量和 大传输量。默认不打开，采用系统默
认配置。

– 通道容量：通道数据 大条数。

– 大传输量：发到单个输出源的数据 大条数。

步骤8 在“图元 > 输出”中，拖拽输出源图元到左侧画布区域 下方，设置输出事件和输出
事件数据的接收方，并单击“保存”。

● 当接收方是Kafka时，配置如下。

可拖拽多个输出源中的Kafka图标，设置多个事件接收方。

图 1-958 数据接收方配置页签

– 标签：数据接收方Kafka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显示。

– 名称：数据接收方Kafka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事件：设置输出事件。

– 发送到外部：是否发送到外部Kafka。默认不打开，表示输出到与AppCube相
连的Kafka。

▪ Kafka集群地址：接收事件的kafka集群地址，多个节点服务器地址可用
“,”间隔，格式为“Kafka节点1的ip:节点1端口号,Kafka节点2的ip:节点
2端口号,...”。

获取Kafka的IP和端口号方法：登录每台Kafka节点服务器，查看“$
{KAFKA_HOME}/config”目录下“server.properties”中“listeners”的
值。例如，10.136.14.56: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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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接收事件的kafka集群不需要一定配置为和AppCube相连。

▪ 订阅主题：接收事件数据的kafka Topic。例如，
__BINGO_PROD_SYS_TOPIC。

▪ 是否开启SASL_SSL：当发送到外部Kafka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是
否开启SASL_SSL认证，开启后，访问外部Kafka需要提供用户名和密码
进行认证，且数据会加密传输。

– 事件属性/作为分区Key：是否将事件中的参数字段作为Kafka的消息头，用于
事件分发时发送到不同的Kafka分区。建议选择有区分度的关键字段。

– 事件属性/属性、值：配置传输的数据与事件中，已定义参数的对应关系。

● 当接收方是ROMA Connect，配置如下。

图 1-959 数据接收方 ROMA Connect 配置页签

● 标签：接收方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显示。

● 名称：接收方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APP ID：MQS平台的应用ID，应用ID能够引用一个本平台定义的系统参数，引用
位置不限制，例如“!roma_app_prefix}other_roma_app_id”。

● 密钥：MQS平台应用请求密钥。

● 主题：MQS主题，主题能够引用一个本平台定义的系统参数，引用位置不限制，
例如“{!roma_topic_prefix}other_roma_topic”。

● 标签：设置订阅消息的标签，可以指定消费某一类型的消息。默认“*”表示消费
所有类型的消息，可以写多个，多个之间用“||”隔开，例如“tag1 || tag2 ||
tag3”。

● 加密传输：数据是否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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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单击数据接入页面上方的 ，设置数据接入标签和名称后，单击“保存”。

● 标签：数据接入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显示。

● 名称：数据接入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描述：数据接入描述信息。

步骤10 单击数据接入页面上方的 ，启用数据接入。

步骤11 启用成功后，单击 ，运行数据接入。

Kafka接收到数据，表示数据接入设置成功。

说明

在数据接入页面上方，单击 ，可停止正在运行的数据接入。

步骤12 在运行成功的提示框中，复制数据推送地址，并保存该地址。

图 1-960 复制数据推送地址

步骤13 在第三方外部数据源侧，参考第三方文档，配置AppCube提供的数据推送地址。

步骤14 （可选）调试或故障定位。

在数据接入页面上方，单击 ，下载日志，查看日志进行定位。当数据源或输出源配
置信息有误时，可通过下载日志进行定位。

步骤15 （可选）消息跟踪。

在数据接入页面右侧，选择“消息跟踪”页签，单击“启动”，可启动消息跟踪。

说明

消息跟踪在一个周期（默认30分钟）后，会自动关闭。

图 1-961 启动消息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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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消息跟踪后，可实时查看上报的报文处理情况。

图 1-962 查看报文处理情况

----结束

异常处理

当数据源类型选择ROMA Connect时，配置完数据接入后，MQS平台收不到消息，业
务设置的EventTrigger没有拉起服务编排。

● 问题现象：ROMA Connect消息轨迹是灰色的，可能是MQS服务地址配置错误或
没有配置。

解决方法：检查iotgateway容器的“roma-server”参数是否配置。若没有配置，
请配置该参数或联系运维添加正确的“roma-server”地址（端口为“9776”），
确认网络正常以及MQS服务器正常，兼容客户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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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现象：ROMA Connect消息轨迹是红色的，可能是MQS的source定义错误。

解决方法：在ROMA Connect平台，查看应用ID和对应的密钥是否一致，查看该
应用是否订阅了主题。配置错误时，会导致鉴权失败。

● 问题现象：ROMA Connect消息轨迹是绿色的， 表示MQS接收成功，并成功发送
到Kafka，AppCube也收到了对应的消息，但是可能没成功拉起服务编排。

解决方法：查看iotgateway的“flume.log”日志，确认MQS是否接收成功。通过
“kafka-console-cumer”确认消息是否转换成功，通过AppCube的日志跟踪功能
或AppCube后台日志确认（日志关键字为“OnEvent”）平台是否收到事件。如
果没有对应的服务编排或脚本日志，可以确定服务编排未拉起，请联系华为工程
师解决。

1.13 触发器

1.13.1 配置流程介绍
触发器以图形表示的方式，将业务流程呈现给用户。触发器配置好后，用户不必手动
执行这些操作，系统会自动执行。在开始配置触发器业务前，需要了解相关概念、配
置流程等信息。

图 1-963 配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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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触发器，设定该触发器关联的对象，触发器名称等信息。

2. 进入触发器编辑页面，配置规则条件。

3. 根据不同的条件设定各个动作。

4. （可选）添加规则条件，设定各动作。

5. 启用创建的触发器。

6. 测试流程，确保该触发器符合预期场景。

1.13.2 初识触发器编辑页面
触发器编辑页面如图1-964所示，各功能项说明请参见表1-108。

图 1-964 触发器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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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8 触发器编辑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1 触发器的触发条件，在新建触发器时生成。

● 对象：新建触发器时选择，选择后不可修改。选择的对象，会决定可通
过流程访问该对象的字段。

● 开始过程

– 仅当创建记录时：当系统创建某条记录时，触发该触发器。

– 仅当记录被修改时：当系统记录被修改时，触发该触发器。

– 创建或编辑记录时：当系统记录被创建或更新某条记录时，触发该触
发器。

● 高级设置 > 递归 — 是否允许过程在单个事务中多次评估记录：如果选
择是，该过程在单个事务中 多可以对同一记录进行 5次评估。

2 触发器的规则条件，系统会根据这个条件，来判断触发器将执行怎样的操
作。

● 条件名称：条件规则的名称。

● 执行操作条件：条件的判断标准。

– 当满足条件时：满足条件时，执行操作。选择该选项时，需要配置条
件，如字段“性别”等于“女”。

– 当满足条件表达式时：公式计算结果为True时，执行操作。选择该选
项时，需要配置公式，如(A.a == "b") && (A.a != A.b) || (A.b > c)。

– 没有条件，直接执行：不判断条件，直接执行操作。

3 满足规则条件后，执行的动作。请根据业务需求，设置对应的操作类型和
相关参数。

● 创建记录：创建一条记录。

● 更新记录：更新记录。

● 邮件告警：发送邮件告警。

● 触发器：调用子触发器。

● 脚本：调用脚本。

● 服务编排：调用服务编排。

● BPM：调用工作流。

● 发送事件：发送事件。

4 触发器的功能按钮，如启用触发器、另存为触发器等。

 

1.13.3 如何创建触发器

使用说明

根据需求设计触发器，使得系统按照设计，自动执行某任务，完成目标。本章节以基
于“Employee__CST”对象，创建一个触发器，当系统中该对象“name”字段取值为
“zhangsan”的记录创建或更新时，给用户“zhangsan@qq.com”发送通知邮件为
例，向您介绍如何创建一个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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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成功创建邮件模板并配置Email告警。通过该Email告警，系统可以给用户
“zhangsan@qq.com”发送电子邮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逻辑”。

步骤3 单击触发器后的 ，进入增加触发器页面。

步骤4 设置触发的对象、标签、名称和触发类型，单击“添加”，即可进入触发器编辑页
面。

图 1-965 增加触发器

● 对象：关联的对象（不可编辑）。本示例选择“Employee__CST”。

● 标签：触发器的标签，用于在页面展示。本示例设置为SendEmailProcess。

● 名称：触发器的唯一标识，系统根据标签取值自动生成。本示例设置为
SendEmailProcess。

● 描述：触发器的描述信息。

● 触发类型：触发器启动类型，新建后可修改。本示例选择“插入或更新记录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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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在插入记录时：当系统创建某条记录时。

– 仅在更新记录时：当系统更新某条记录时。

– 插入或更新记录时：当系统创建或更新某条记录时。

– 被别的触发器调用时：被其他触发器所调用时。

– 收到平台事件时：被事件（event）触发时。选中该条件时，请在“事件”中
配置具体事件。

步骤5 单击“添加条件”，设置规则条件，并单击“保存”。

图 1-966 创建规则条件

● 条件名称：新建条件规则的名称。

● 执行操作条件：进入该条件规则的条件。本示例设置为“当条件满足时”。

● 设置条件：“字段”配置为“name”，“操作符”配置为“等于”，“类型”配
置为“常量”，“值”配置为“"zhangsan"”。

步骤6 单击“添加操作”，设置满足规则条件后执行的动作，单击“保存”。

图 1-967 创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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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类型：设置动作类型，本示例选择“邮件告警”。

● 操作名称：新建动作的名称。

● 电子邮件告警：选择配置好的邮件告警。

步骤7 单击触发器编辑页面上方的 ，启用触发器。

步骤8 结果验证。

基于“Employee__CST”对象，创建一条记录，对象“name”字段取值为
“zhangsan”。用户“zhangsan@qq.com”成功收到邮件通知，表明触发器创建成
功。

----结束

常见问题

是否拥有执行触发器设定的操作权限，取决于触发器的创建人还是触发人？

回答：是否有执行触发器设定的操作权限，取决于触发者本人是否有相关权限，和触
发器创建人无关。例如，某个触发器关联了对象“D__CST”，触发类型是“插入或更
新记录时”，触发时执行脚本C，即对象“D__CST”数据有新增或更新时，会触发该
触发器，从而执行脚本C。用户A是触发器的创建人，没有对象“D__CST”的操作权限
和脚本C的执行权限，用户B有“D__CST”的操作权限和脚本C的执行权限，当用户B更
新“D__CST”对象数据时，会触发该触发器，执行脚本C。

1.13.4 如何管理触发器

使用说明

触发器创建成功后，您可以管理触发器，如移动触发器、删除触发器等。

添加目录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在右侧的触发器中，可查看该应用拥有的所有触发器。

步骤4 单击触发器后的 ，进入添加目录页面。

步骤5 设置目录名称，单击“保存”。

步骤6 目录创建后，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单击目录后的 ，可新建触发器。

● 单击目录后的 ，可新建子目录。目录创建后，可直接拖拽触发器到目录中。

● 单击 后，选择“编辑”，可修改目录名称。

● 单击 后，选择“移动”，可移动页面、数据、逻辑、流程、触发器等到其他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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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后，选择“删除”，可删除目录。删除目录前，请确保当前目录为空。

----结束

移动触发器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在右侧的触发器中，单击已创建触发器后的 ，选择“移动” 。

步骤4 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待移动的元素，单击“下一步”。

步骤5 选择应用，单击“确认 ”， 移动所选的元素到其他应用中。

只能移动到有开发权限的应用中。

----结束

克隆触发器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在右侧的触发器中，单击已创建触发器后的 ，选择“克隆” 。

步骤4 根据业务需求，设置待克隆触发器的名称和唯一标识，单击“确认”。

克隆成功后，在触发器目录下，可查看到克隆成功的触发器。

----结束

删除触发器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逻辑”。

步骤3 在右侧的触发器中，单击已创建触发器后的 ，选择“删除” 。

步骤4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认”。

触发器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1.14 报表

1.14.1 什么是报表
AppCube对内部数据提供了一种汇总方式的视图，即为报表。利用报表功能，可以让
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并进行分析与洞察，更好地了解业务现存的问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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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Cube提供了报表构建器，便于您快速完成报表的开发。报表定义了报表数据来源
于哪些对象，以及对象的连接关系，支持创建一个带有多个对象连接起来的汇总报
表，不必局限于单个对象。同时支持对已有的原始记录数据，进行归类、筛选、分
组、公式计算以及数据汇总。

在应用开发过程中，需要先利用报表Widget创建一个报表展示页面，再调用本章节利
用AppCube创建的报表。

1.14.2 如何创建一个报表

前提条件

创建报表前，需要先创一个待显示的对象及数据范围。如何创建对象并添加数据，请
参见如何创建一个对象。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步骤3 单击报表后的 ，进入添加报表页面。

步骤4 设置报表主对象、标签等，单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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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68 添加报表基本信息

● 主对象：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主对象，该对象定义了报表的汇总主体。例如，
如果报表想展示图书的作者，数据来源于“Author__CST”，即“Author__CST”
作为主对象。

● 标签：报表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报表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

● 文件夹：通过文件夹，对报表进行分类管理。

● 描述：报表的描述信息。

● 对象连接关系：定义报表中，要展现对象的连接关系。例如，将两个对象数据的
交集，作为报表展示的数据范围，也可以只选用一个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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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A' 对象的记录至少关联一条'B'的记录：为内连接，表示取连接双方的交
集。

– 'A' 对象的记录可以关联或不关联'B'的记录：为左连接，表示取左方的全集以
及双方的交集数据。

步骤5 编辑报表要展示的信息。

1. 选择报表要展示的字段，即在报表编辑页面左侧“可选字段”中，拖拽所需的字
段到右侧“报表预览”页面。

图 1-969 选择字段

2. 单击某个字段后的 ，选择“按该字段分组”，设置分组字段。

图 1-970 按该字段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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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报表数据过滤条件。

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挑选出希望获得的数据。如下图所示，展示了创作时间
在2019-02-01至2019-03-28之间的图书情况。

说明

编辑状态的报表，仅显示前20条数据。

图 1-971 设置报表数据过滤条件

步骤6 单击报表编辑页面上方的 ，保存报表。

步骤7 保存成功后，单击 ，显示运行态报表页面。

图 1-972 运行态报表页面

----结束

1.14.3 如何管理报表

使用说明

报表创建成功后，您可以管理报表，如移动报表、删除报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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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目录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步骤3 在右侧的报表中，可查看该应用拥有的所有报表。

步骤4 单击报表后的 ，进入添加目录页面。

步骤5 设置目录名称，单击“保存”。

步骤6 目录创建后，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单击目录后的 ，可新建报表。

● 单击目录后的 ，可新建子目录。目录创建后，可直接拖拽报表到目录中。

● 单击 后，选择“编辑”，可修改目录名称。

● 单击 后，选择“移动”，可移动页面、数据、逻辑、流程、报表等到其他应
用。

● 单击 后，选择“删除”，可删除目录。删除目录前，请确保当前目录为空。

----结束

移动报表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报表”。

步骤3 在右侧的报表中，单击已创建报表后的 ，选择“移动” 。

步骤4 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待移动的元素，单击“下一步”。

步骤5 选择应用，单击“确认 ”， 移动所选的元素到其他应用中。

只能移动到有开发权限的应用中。

----结束

删除报表

步骤1 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页面”。

步骤3 在右侧的报表中，单击已创建报表后的 ，选择“删除” 。

步骤4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认”。

报表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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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服务组件（BO）

1.15.1 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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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用
户可以开发各自的BO，在BO里创建逻辑使其具有特定的业务功能，开发好后制作成用
户包并进行发布。下载用户包给其他用户，其他用户安装BO包后，在上层应用（需要
使用该BO服务的应用）里导入发布好的BO，即导入特定的业务功能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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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基于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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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 如何创建 BO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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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主要向您介绍，
如何在低代码平台中创建一个BO。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AppCube新版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资产”，单击“新建 BO”。

图 1-973 新建 BO

步骤4 设置BO基本信息，单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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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74 设置 BO 基本信息

● 添加图标：单击“添加图标”，为该BO设置图标。

● 标签：BO的标签名，用于在页面展示。

● 名称：BO在系统内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分类：BO所属的分类。

● 标志：在分类下，展示的图标。

● 描述：新建BO的描述信息。

● 高级设置 > 运行时版本：开发的资产包依赖所选择的运行时版本，若线下运行版
本不一致，可能会导致不兼容。

步骤5 在BO开发页面，根据业务功能开发相关对象、服务编排、事件和脚本等。

图 1-975 BO 开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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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业务功能开发新的系统特性，也可以复用系统中已存在的类似特性。例
如，需要复用系统中已存在的服务编排“queryProfiles”，可在新建服务编排时选中
“使用已有的服务编排”，选中该服务编排，单击“添加”进行复用。

图 1-976 复用特性

步骤6 参考如何将应用发布到本地中操作，将开发好的BO打包，并进行发布。

----结束

1.16 调测能力

1.16.1 开启日志监控

使用说明

AppCube提供了日志跟踪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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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调试”，进入开启日志跟踪页面。

图 1-977 进入调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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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 ，可以开启十分钟内的AppCube的后台日志追踪。

如果需要停止跟踪，可单击 ，将停止追踪且不会获取日志文件。

图 1-978 开启日志跟踪

表 1-109 日志跟踪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日志级别 日志级别，取值说明如下：

● 会话级：只会打印当前会话的日志。

● 租户级：打印租户所有会话的日志。

● 用户级：根据用户名，查看某用户或业务用户的操作日志。

日志类型 日志类型，取值说明如下：

● 业务日志：输出业务相关的跟踪日志。

● 完整日志：输出业务日志，以及数据库、中间件等的详细日
志，主要用于AppCube问题定位。

 

步骤4 下载日志文件。

单击下载 ，可下载日志文件。下载后会自动停止跟踪，日志格式为“时间|业务部件|
操作ID|动作描述”。

步骤5 单击 ，可从新窗口打开日志跟踪页面。

步骤6 单击 ，日志跟踪页面将会被隐藏。

----结束

1.16.2 使用控制台分析查询 SQL

使用说明

AppCu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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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缓存和统计表记录数量，查看表中元数
据，创建、删除、重建和搜索引擎索引，以及查看搜索引擎的索引信息等。

步骤1 参考如何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中操作，登录新版应用设计器。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命令行”，进入数据调试控制台页面。

步骤3 控制台页面如图1-979所示，界面分为多个区域，展示不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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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79 控制台

● 区域1：数据调试控制台支持的所有操作。

– 对象管理：关于对象表的操作。

– 缓存管理：对AppCube系统的缓存进行管理，主要是清理所有缓存或清理某
个特定缓存的命令。

– 任务查询：对AppCube的一些历史任务或表数据统计的可用命令展示。

– 搜索管理：展示Elasticsearch中的可搜索表或字段。

● 区域2：根据区域1的操作从而展示对应的内容。

– 单击区域1的“对象管理”，则会在区域2中展示该用户有权限看到的所有
表。

– 单击区域1“缓存管理”，则会在区域2中展示管理缓存相关的命令。

– 单击区域1“任务查询”，则会在区域2中展示任务管理相关的命令。

– 单击区域1“搜索管理”，则会在区域2中展示搜索管理相关的命令，支持根
据应用进行过滤，默认显示“全部”，即搜索所有应用数据。

● 区域3：展示命令的说明或提示文字。

单击区域2展示的命令时，会在该区域展示该命令的简单说明或展示一些提示文
字。

● 区域4：操作按钮区域。

单击“执行”（快捷键为Ctrl + Enter），可执行用户在区域5输入的命令。或者
选中区域5输入的某个命令，单击“执行选择项”进行执行。命令执行完成后，单
击“清除”，可清除执行结果的展示。

● 区域5：命令输入区，用户可以在该区域进行表数据查询，支持多种表操作的SQL
语句。

例如：在单击区域1的“对象管理”时，会在区域2展示所有对象表，单击某个
表，便可复制该表名。用户在区域5输入命令时，可快速复制粘贴要查询的表名。
且对于区域2展示的所有命令，可通过双击鼠标左键，可直接将命令展示在该区
域，然后单击区域4“执行”，执行该命令，减少了用户手动输入命令的动作。

● 区域6：展示相关命令的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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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7：展示系统的发行版本和发行时间。

● 区域8：记录用户在区域5成功执行的所有命令。

单击该区域的命令，可将选中的命令填充到区域5，单击区域4的“执行”按钮，
便可执行该历史命令。

步骤4 根据 “支持SQL语句列表”提示，输入SQL查询语句，执行查询。

对象管理中除了系统预置的标准对象、用户定制的自定义对象、视图对象和聚合对
象，还有一种系统对象，即AppCube各项系统功能模块所使用到的对象，如服务编
排、脚本。此类对象一般无需关注，若需要定位问题可在数据调试控制台使用SQL语
句进行查询。

图 1-980 执行 SQL 语句查询

----结束

1.16.3 端到端调测示例

场景说明

本章节以某项目的用户反馈，批量导入失败进行调测定位为例，向您介绍如何进行调
测。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开启日志监控中操作，抓取跟踪日志。

步骤2 在日志中，搜索taskplan，发现已生成taskplan日志，说明已生成待执行的定时任务，
但是在前台看不到定时任务记录。

图 1-981 搜索 taskplan 发现已生成 taskplan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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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日志中，搜索importhistory，发现未插入任务展示记录， 初步判断该用户无权限访
问表“ImportHistory”。

图 1-982 搜索 importhistory 发现未插入任务展示记录

步骤4 检查并修改用户权限，添加此表的访问权限后，批量导入任务创建正常，问题解决。

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AppCube新版应用开发页面。

3. 在页面左上方，单击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
中心。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用户管理 > 用户”，查看分配给该用户的权限。

图 1-983 查看用户权限

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

6. 单击步骤4.4中分配给用户的权限，在“基本信息 > 权限管理 > 工作流权限”

中，单击任一 ，选中“管理定时任务”权限，单击右上角 ，保存修改。

----结束

1.17 原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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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什么是原生服务
原生服务（Native Service）是指用户自主选择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开发的软件系统，
该软件系统运行于AppCube平台之外，并面向AppCube中的应用提供API编程接口，开
发者可以基于这些接口进行二次开发，从而构建复杂的行业应用。

AppCube平台提供了创建原生服务工程的能力，原生服务工程本质上起到一种桥接的
作用，用于将原生服务的API集成到AppCube，使得运行于AppCube之上的应用，更容
易地使用原生服务的API。

理论上，原生服务可以运行于任何地方，只要保证AppCube平台和原生服务之间的网
络是连通的即可。但从 佳实践上，建议您采取容器化的部署方式，将原生服务托管
在华为云上，保证AppCube和原生服务的网络距离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华为云提供
了非常完整的容器引擎能力，支持您部署、管理和扩展容器化应用程序。

相关概念

由于Native Service涉及的概念比较多，在做Native Service配置前，建议先提前了解
如下相关概念。部分概念说明源于Kubernetes官网介绍，若需要了解更多Kubernetes
相关内容，请参考Kubernetes资料。

● Native Service
将租户已有的一些服务（服务为租户线下开发，运行在Docker容器中，并非在
AppCube上开发）的API集成到AppCube上，供上层应用调用，帮助租户更加高效
的构建应用。

● Chart
在部署Native Service前，需要配置Chart，用于生成kubernetes（简称“K8s”）
资源配置文件。配置Chart，其实是配置部署Docker容器时需要的资源、存储、网
络等一系列参数，为容器的部署、服务的运行提供支撑。

● Kubernetes（简称“K8s”）

Kubernetes是容器集群管理系统，是一个开源的平台，可以实现容器集群的自动
化部署、自动扩缩容和维护等功能。

● 节点（Node）

每一个节点对应一台服务器（可以是虚拟机实例或者物理服务器），容器应用运
行在节点上。节点上运行着Agent代理程序（kubelet），用于管理节点上运行的
容器实例。

● 实例（Pod）

实例（Pod）是 Kubernetes 部署应用或服务的 小的基本单位。一个Pod 封装多
个应用容器（也可以只有一个容器）、存储资源、一个独立的网络 IP 以及管理控
制容器运行方式的策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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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84 实例（Pod）

● 容器

一个通过Docker镜像创建的运行实例，一个节点可运行多个容器。容器的实质是
进程，但与直接在宿主执行的进程不同，容器进程运行于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命名
空间。

图 1-985 实例 Pod、容器 Container、节点 Node 的关系

● Docker

Docker在容器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封装，从文件系统、网络互联到进程隔
离等，极大的简化了容器的创建和维护。使得Docker技术比虚拟机技术更为轻
便、快捷。Docker是Kubernetes Pod中 常用的容器运行时，但Pod也能支持其
他的容器运行时。若需要了解更多Docker相关内容，请参考Docker官网。

● Docker镜像

Docker镜像是一个特殊的文件系统，除了提供容器运行时所需的程序、库、资
源、配置等文件外，还包含了一些为运行时准备的一些配置参数（如匿名卷、环
境变量、用户等）。镜像不包含任何动态数据，其内容在构建之后也不会被改
变。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67

https://www.docker.com/


镜像（Image）和容器（Contianer）的关系，像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类和实
例一样，镜像是静态的定义，容器是镜像运行时的实体。容器可以被创建、启
动、停止、删除、暂停等。

● 云容器引擎（Cloud Container Engine，简称“CCE”）

云容器引擎提供高可靠高性能的企业级容器应用管理服务，支持Kubernetes社区
原生应用和工具，简化云上自动化容器运行环境搭建。

● 密钥（Secret）
密钥是一种用于存储工作负载所需要认证信息、密钥的敏感信息等的资源类型，
内容由用户决定。资源创建完成后，可在容器工作负载中作为文件或者环境变量
使用。

● ConfigMap
ConfigMap是一种用于存储工作负载所需配置信息的资源类型，内容由用户决
定。配置项创建完成后，可在容器工作负载中作为文件或者环境变量使用。允许
您将配置文件从容器镜像中解耦，从而增强容器工作负载的可移植性。

● 无状态负载

等同于Kubernetes中的“Deployment”概念，所有Pod实例之间是对等的，互不
依赖，少了任意一个Pod实例，并不影响整个工作负载的功能。

● 有状态负载

等同于Kubernetes中的“StatefulSet”概念，是用来管理有状态应用的工作负载
API对象。和“无状态负载”相同的是，“有状态负载”管理了基于相同容器定义
的一组Pod，和“无状态负载”不同的是，“有状态负载”为每个Pod维护了一个
固定的ID。这些Pod是基于相同的声明来创建的，但是不能相互替换。无论怎么调
度，每个Pod都有一个永久不变的ID。

● service
可以理解为使用标签选择器（selectors）标识的一组Pod，通过service可以访问到
这组Pod。

● Ingress
Ingress是对集群中服务的外部访问进行管理的API对象，访问方式是HTTP或者
HTTPS。

如何使用原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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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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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Service在AppCube内的使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 在服务编排内部进行调用

租户线下开发的服务集成到AppCube上，可以作为Native服务，被服务编排调
用。

● 外部系统通过Restful接口调用

通过下面的REST接口，调用原生服务，输入参数在body中填写。

https://AppCube域名/native/NativeService1/0.1.0/health

其中，“AppCube域名”为AppCube对外提供的默认域名，“/native/
NativeService1/0.1.0/health”为该服务开放接口的URL，可以在开放接口详情中
获取。该调用方式，只适用于外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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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86 查看接口 URL

● 在脚本中调用

租户线下开发的服务集成到AppCube上，且在AppCube上自定义该服务的开放接
口后，可以在脚本中内部调用开放接口。

脚本部分示例如下：
//其中"appcube.cn-north-4.huaweicloud.com"为AppCube对外提供的默认域名
let resp3 = httpClient.post("https://appcube.cn-north-4.huaweicloud.com" + "/native/
NativeService1/0.1.0/health", callOptions3);
console.log(context.getHost())

console.log(resp3.body);

if (resp3.body.resCode == "0" && resp.body.result) {
console.log('auth success, currrent user is: ', resp3.body.result.name)
}

其中，“appcube.cn-north-4.huaweicloud.com”为AppCube对外提供的开发态
默认域名，“/native/NativeService1/0.1.0/health”为该服务开放接口的URL。
该调用方式，只适用于外部接口。

● 在页面中调用

在高级页面的Widget代码中，调用原生服务的开放接口。标准页面则可在事件代
码中直接调用原生服务的开放接口或通过定义服务模型，关联调用原生服务的服
务编排，再在页面事件代码中，调用服务模型，从而来调用原生服务。

在标准页面上传组件中，还可以调用原生服务的自定义接口实现上传功能。标准
页面中上传组件功能介绍，请参见上传。

● 在工作流中调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原生服务后，向工作流设计页面的泳道中，拖入“调用服务编

排”图元。选择 ，在服务编排配置页面，选择需要调用的服务编排。

● 在触发器中调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原生服务后，在触发器中可调用该服务编排，当满足触发器规
则时，系统会执行该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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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原生服务具备哪些优势
● 面向第三方技术开发人员，原有资产不用重新开发，复用原有的业务和技术能

力，可快速接入AppCube，实现与现网系统快速集成，提升系统粘性。

● 提升微服务构建能力，优化应用系统架构，助力伙伴基于AppCube构建重量级行
业应用。

● 自有资产可基于AppCube资产市场，实现共享、共建合作生态。

● 使用CCE/CCE敏捷版部署，接入AppCube，投资小、成本低。传统的IT实现，客
户如果要构建应用系统，必须从硬件和软件全部一次性购买。使用AppCube，像
住酒店一样，按需入驻，不需要关注酒店的建筑、运营和维修。初始投资少、成
本低、减少投资风险。

1.17.2 使用原生服务有哪些规则约束

使用说明

在AppCube上开发整个Native Service时，需要配置Chart、API等，本章节主要介绍开
发过程中，需要遵循的规范和约束，供您在开发时进行参考。

术语定义

规则：开发时，强制必须遵守的约定。

建议：开发时，必须加以考虑的约定。

镜像开发中的规则约束

用户可自行开发镜像，并上传到CCE华为云容器中或使用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在进
行镜像开发时，需要遵循如下的规则约束：

● 规则1：容器镜像必须使用，1.11.2或以上版本的Docker客户端进行制作。

如何制作Docker镜像，请参考如何编写高效的Dockerfile。

● 规则2：Native服务向AppCube平台开放的接口，必须是“application/json”格
式的restful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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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给AppCube应用调用的Native服务接口，请求消息和响应消息的“Content-
Type”都必须是“application/json”。

● 建议：服务的日志建议输出到一个独立的目录，且日志文件命名以“.log”、
“.trace”或“.out”后 结尾，方便后续使用华为云的应用运维管理（简称
AOM），采集日志文件，并将日志展示在AOM的界面上。

配置 Chart 时的规则约束
● 规则1：在配置Chart时，Chart中应尽量避免包含密码等敏感信息。若需要配置敏

感信息，用户需要自行对敏感信息进行加密，且Chart中不能包含解密敏感信息需
要的密钥。

● 规则2：将Chart中的易变参数定义为全局变量，可避免因为参数变更时，修改并
重新生成Chart包。

说明

全局变量将用于生成Chart包中的“values.yaml”文件。在华为云CCE上部署Chart时，
“values.yaml”文件的内容可以通过界面进行修改。因此，应将和环境相关的信息或其他
易变参数定义为全局参数，例如镜像地址、pod实例数等。

● 规则3： 必须要为Ingress资源配置注解，注解中键为
“nginx.ingress.kubernetes.io/ssl-redirect”，值为“false”。

华为云CCE的Kubernetes集群默认部署Nginx控制器，需要在Ingress上添加注解。
如何添加注解，请参考Kubernetes资料。

AppCube平台在调用Native服务的接口时，无法处理重定向的响应，必须给
Ingress添加表1-110中的注解。

表 1-110 注解 1

注解中键 注解中值

nginx.ingress.kubernetes.io/ssl-
redirect

false

 

Nginx控制器默认后端service使用http协议，如果后端service使用的是https协
议，请添加表1-111中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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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 注解 2

注解中键 注解中值

nginx.ingress.kubernetes.io/
backend-protocol

HTTPS

nginx.ingress.kubernetes.io/
secure-backends

true

 
● 建议1：保持Chart简洁，建议一个Chart中工作负载不超过3个。

保持Chart简洁，可以降低部署、升级失败的概率，在升级时能更有效地控制升级
的范围。

● 建议2 ：同一个Chart中，为所有图元的名称定义相同的前 。

例如，某Chart中所有图元以“template-”为前 ，无状态负载的名称可以命名
为“template-deployment”，ConfigMap的名称可以命名为“template-
dbconfig”等。使用相同的前 ，可以使用户更方便识别Kubernetes资源的归
属，同时降低命名冲突的可能性。

● 建议3：当全局变量的值是多行文本时，文本中出现的空行应不含任何空格字符。

全局变量将用于生成Chart包中的“values.yaml”文件，在yaml文件中，通过缩
进表达层次关系，而空行中的空格字符会影响yaml文档的缩进排版。例如，当全
局变量名为“dbConfig”，变量值为：
jdbc.url: jdbc:mysql://127.0.0.1:3306/testdb
jdbc.username: admin
jdbc.password: {XXXXXXXX}

jdbc.driver-class-name: org.mariadb.jdbc.Driver

生成的values.yaml内容为：
dbConfig: |-
  jdbc.url: jdbc:mysql://127.0.0.1:3306/testdb
  jdbc.username: admin
  jdbc.password: {XXXXXXXX}

  jdbc.driver-class-name: org.mariadb.jdbc.Driver

当全局变量名为“dbConfig”，变量值为（第4行中包含一个空格字符）。
jdbc.url: jdbc:mysql://127.0.0.1:3306/testdb
jdbc.username: admin
jdbc.password: {XXXXXXXX}
 
jdbc.driver-class-name: org.mariadb.jdbc.Driver

生成的values.yaml内容为：
dbConfig: "jdbc.url: jdbc:mysql://127.0.0.1:3306/testdb\njdbc.username: admin\njdbc.password:\
  \ changeit\n \njdbc.driver-class-name: org.mariadb.jdbc.Driver"

通过流水线部署Chart时，第一种格式的“values.yaml”文件，更容易通过脚本
进行修改。

配置 API 时的规则约束

规则：在“API设计”页签，单击“开始设计API”，创建API时，API的命名空间应选
择“局部命名空间”。

在创建API时，“命名空间”支持选择“局部命名空间”和“全局命名空间”。使用
“局部命名空间”，可保证API的名称不会和其他Native服务的API名称出现冲突。而
“局部命名空间”，是为了版本向前兼容而保留的。在AppCube 1.2.10及之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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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API无命名空间的概念，相当于API定义在全局名称空间中，因此，不同Native服
务的API命名出现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

1.17.3 如何创建原生服务

1.17.3.1 开发流程

开发Native Service前，请先了解整个Native Service的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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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87 流程图

1.17.3.2 创建 Native Service

前提条件

用户需要使用Native Service这个业务时，请确保已具备“查看原生服务”和“管理原
生服务”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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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AppCube新版应用开发页面。

3. 在页面左上方，单击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置”，进入开发环境管理
中心。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

5. 在权限列表中，单击应用所需的权限，进入权限详情页面。

6. 在“基本信息 > 系统权限”中，查看是否拥有“查看原生服务”和“管理原生服
务”权限。

若没有，请单击任一 ，选中“查看原生服务”和“管理原生服务”后，单击页

面右上角的 ，保存配置。

图 1-988 查看原生服务权限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AppCube新版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资产”，进入资产页面。

图 1-989 新建原生服务

步骤4 单击新建原生服务后的 ，设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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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90 配置基本信息

● 添加图标：为原生服务添加图标。

● 标签：原生服务的标签名，用户在页面显示。

● 名称：原生服务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可修改。

● 分类：原生服务所属的分类。

● 标志：原生服务在分类下，展示的图标。

● 描述：原生服务的描述信息。

● 高级设置 > 运行时版本：开发的资产包依赖所选择的运行时版本，若线下运行版
本不一致，可能会不兼容。

步骤5 设置完成后，单击“新建”。

创建完成后，自动进入原生服务配置页面，如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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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91 原生服务配置页面

----结束

1.17.3.3 配置 Chart

使用说明

通过AppCube提供的图形化界面，配置部署Docker容器时需要的资源、存储和网络等
一系列参数。配置后，生成Chart包并进行导出。导出后，可通过云容器引擎（Cloud
Container Engine，简称CCE），在其他平台上部署安装Docker容器。

前提条件
● 用户已拥有“查看原生服务”和“管理原生服务”权限。如何查看，请参见前提

条件。

● 已开通CCE服务，详情请参见“CCE资料 > 入门指引”。

● 已创建虚拟私有云，虚拟私有云为CCE集群提供一个隔离的、用户自主配置和管理
的虚拟网络环境。创建首个集群前，必须先确保已存在虚拟私有云，否则无法创
建集群。如何创建虚拟私有云，请参见创建虚拟私有云和子网。

● 已创建Kubernetes集群，服务将部署在这个集群内。如何创建集群，请参见创建
Kubernetes混合集群。

● 在配置Chart前，已准备好Docker镜像。Docker镜像可自行开发并上传到CCE容器
中，也可以使用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

在进行镜像开发时，如何制作Docker镜像，可参考如何编写高效的Dockerfile。
如何上传镜像到CCE，请参考在CCE中上传镜像。

● 已熟悉CCE云容器引擎，熟悉CCE控制台配置，包括工作负载、模板市场、配置中
心和镜像仓库，相关资料请参考CCE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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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AppCube新版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资产”。

步骤4 在“开发中的”页签，将鼠标放在创建Native Service中创建的原生服务上，单击

，选择“编辑”，进入原生服务配置页面。

图 1-992 进入原生服务配置页面

步骤5 在原生服务配置页面，选择“导航”。

图 1-993 选择导航

步骤6 在右侧页面的“Chart设计”中，单击“新建”。

您也可以单击“导入”，选择已配置好的Chart包，直接导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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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94 新建 Chart

步骤7 设置Chart名称和版本号，单击“确定”，进入该Chart图形化设计页面。

图 1-995 设置 Chart 基本信息

步骤8 在Chart图形化设计页面，单击“+”，创建一组资源，该资源包括网络、配置、服务
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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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96 Chart 设计界面

步骤9 单击Chart图形化设计页面上方的 ，进入全局配置页面。

步骤10 在全局配置中，单击“新增行”，将业务的配置项文件内容设置为全局变量，单击
“确认”。

执行此操作，可避免因为参数变更时，修改并重新生成Chart包。

图 1-997 全局配置

步骤11 从页面左侧“配置”中，拖拽“ConfigMap”元素至页面右侧的配置区域（界面中会

显示 ，将元素拖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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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98 拖拽“ConfigMap”元素

步骤12 选中ConfigMap元素，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设置Config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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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99 ConfigMap 配置页面

● 基本信息

– 名称：新建配置项的名称，同一个命名空间中命名必须唯一。

– 描述：配置项的描述信息。

● 配置数据：工作负载中配置的数据，可在容器中使用，或被用来存储配置数据。
单击“新增行”，可添加配置数据。

– 键：配置项文件名。

– 值：文件中的内容。单击值中的 ，选择步骤10中创建的全局变量。建议将
配置文件内容定义为全局变量，可避免因为文件内容变更时，修改并重新生
成Chart包。

● 注解：单击“新增行”，可以使用Kubernetes注解为对象附加任意的非标识的元
数据。注解中的元数据，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可以是结构化的，也可以是非
结构化的，能够包含标签不允许的字符。注解存储的形式是键/值对。

步骤13 从页面左侧“计算”中，拖拽“无状态负载”元素至页面右侧的计算区域中（界面中

会显示 ，将元素拖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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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00 拖入计算元素

步骤14 选中拖入的“无状态负载”元素，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在页面右侧区域进行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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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01 无状态负载配置页面

● 基础信息

– 名称：新建工作负载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 实例数量：工作负载的实例（Pod）数量。工作负载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实例，
用户可以设置具体实例个数。每个无状态负载实例都由相同的容器部署而
成。设置多个实例主要用于实现高可靠性，当某个实例故障时，工作负载还
能正常运行。若使用单实例，节点异常或实例异常会导致服务异常。

– 升级策略：工作负载的升级策略。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RollingUpdate”，表示执行滚动更新策略。用户希望应
用程序始终可用，当开发人员线下开发新版本的应用程序时，在Kubernetes
中，可以通过滚动更新来完成更新升级。 “RollingUpdate”允许通过使用
新的实例逐步更新旧的Pod实例，零停机进行整个“无状态负载”或“有状态
负载”更新。新Pod将在具有可用资源的节点上，进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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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增量：当“升级策略”配置为“RollingUpdate”时，才会显示该参数。
表示进行滚动更新（RollingUpdate）时，新实例每次替换旧的Pod实例的
大数。

– 大不可用：当“升级策略”配置为“RollingUpdate”时，才会显示该参
数。表示进行滚动更新（RollingUpdate）时， 大不可用的Pod实例数。

– 拉取镜像的密钥名称：在同一命名空间中，用于拉取容器镜像的密钥名称列
表。多个密钥名称之间，用英文逗号隔开。

▪ 若需要拉取CCE华为云容器的镜像仓库的镜像，参数值固定为“default-
secret”。CCE中容器拉取镜像时，使用密钥认证方式。

▪ 若需要拉取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时，配置为创建的密钥，创建方法请
参考创建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密钥。

您也可以单击参数后的 ，单击“增加全局配置”，将拉取镜像的密钥配置
为全局变量，以参数名和值的方式定义变量，后续在修改该密钥时，只需要
修改全局变量即可。

– 描述：工作负载的描述信息。

● 容器配置：容器与VM类似，具有自己的文件系统、CPU、内存he 进程空间等，
单击“配置”，参考表1-112配置容器的属性。

图 1-1002 容器配置

图 1-1003 复制 CCE 中镜像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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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04 镜像地址全局变量配置

表 1-112 容器配置参数说明

页签 参数 参数说明

基本信息 容器名称 容器的名称。

镜像地址 镜像的地址，取值说明如下：

– 若需要拉取CCE镜像仓库的镜像，请登录
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镜像
仓库 > 镜像管理”，根据需要选择“自有
镜像”或“公开镜像”（“自有镜像”为
该租户自有的镜像，“公开镜像”页签的
镜像所有用户都可以下载使用）。单击需
要使用的镜像名，进入镜像详情页面，如
图1-1003所示。单击“下载指令”列后的

，即可获取。
在此处粘贴获取的值时，需要去掉粘贴内
容中的“docker pull”，只保留后面部
分 。例如，镜像地址配置为“10.10.10.1/
bingodev/testoauth:fifth”。

– 若需要拉取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请直
接输入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地址，例如
“www.3rdregistry.com”或
“10.10.10.10:443”。

您也可以单击参数后的 ，单击“增加全局
配置”，如图1-1004所示，将镜像地址配置
为全局变量。后续在修改镜像地址时，只需
要修改全局变量即可，建议使用全局变量方
式，设置镜像地址。

镜像拉取策略 从镜像仓库中，下载镜像的策略。

– Always：总是从仓库下载镜像。

– IfNotPresent ：如果本地没有，则从仓库
下载镜像。

– Never：总是使用本地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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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 参数说明

申请/Cores 容器需要使用的 小CPU值，作为容器调度
时资源分配的判断依赖。只有当节点上可分
配CPU总量 ≥ 容器CPU申请数时，才允许将
容器调度到该节点。

限制/Cores 允许容器使用的CPU 大值。建议设容器配
额的 高限额，避免容器资源超额，导致系
统故障。

申请/Mi 容器需要使用的内存 小值，作为容器调度
时资源分配的判断依赖。只有当节点上可分
配内存总量 ≥ 容器内存申请数时，才允许将
容器调度到该节点。

限制/Mi 允许容器使用的内存 大值。如果超过，容
器会被终止。

环境变量 变量名称 在容器中添加环境变量，一般用于通过环境
变量设置参数。

在 “环境变量”页签，单击 “新增行”，可
进行配置。

变量/变量引用 选择变量或变量引用。您也可以单击参数后

的 ，单击“增加全局配置”，将变量/变
量引用配置为全局变量。

数据存储 - 给容器挂载数据存储，支持本地磁盘和云存
储，适用于需持久化存储、高磁盘IO等场
景。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加，可选项。

本地存储 通过本地磁盘存储将容器所在宿主机的文件
目录挂载到容器的指定路径中，也可以不填
写源路径。参数如下：

– 名称：容器所在宿主机的文件目录名。

– 本地路径：请输入本地路径。

– 子路径：请输入子路径。

– 挂载路径：请输入挂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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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 参数说明

云存储 为满足数据的持久化需求，CCE支持将云硬
盘（EVS）挂载到容器中。通过云硬盘，可
以将存储系统的远端文件目录挂载到容器
中，数据库逻辑卷中的数据将被永久保存，
即使删除了容器，数据库逻辑卷中的数据依
然保存在存储系统中。参数如下：

– 名称：云硬盘名。

– PVC：新建PVC的名称，PVC创建时将自
动创建存储卷，一个PVC对应一个存储
卷。存储卷名称在PVC创建时自动生成。

– 子路径：请输入子路径。

– 挂载路径：请输入挂载路径。

ConfigMap 用于把步骤11~步骤12配置的ConfigMap挂
载到容器内。参数说明如下：

– 名称：ConfigMap的名称。

– 子路径：系统支持挂载ConfigMap中部分
配置项文件。若只需要挂载部分配置项文
件，这里“子路径”配置为要挂载的具体
配置项文件名。即步骤12配置ConfigMap
时，配置数据中的“键”。若需要挂载
ConfigMap的所有配置项文件，则不需要
配置“子路径”。

– 挂载路径：请输入挂载路径。当子路径不
配置时，请确保挂载路径为空文件夹。

– 权限：设置ConfigMap挂载文件的权限，
例如设置为777，表示所有人具有可读可
写可执行权限（即rwxrwxrwx）。

将ConfigMap中部分配置项文件挂载到容器
中，即配置了子路径时，部署Chart的容器将
不会收到ConfigMap的更新。如果将
ConfigMap中全部配置项文件挂载到容器
中，即不配置子路径时， 部署Chart的容器
将会收到ConfigMap的更新，此时挂载路径
应该是一个空的文件夹，否则ConfigMap更
新时，挂载路径里面的文件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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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 参数说明

Secret 如果之前配置了Secret，则需要把配置的
Secret挂载到容器内。非必填。参数说明如
下：

– 名称：Secret的名称。

– 子路径：系统支持挂载Secret中部分配置
项文件。若只需要挂载部分配置项文件，
这里“子路径”配置为要挂载的具体配置
项文件名。即Secret中配置数据中的
“键”。若需要挂载Secret的所有配置项
文件，则不需要配置“子路径”。

– 挂载路径：请输入挂载路径。

– 权限：设置Secret挂载文件的权限，例如
设置为777，表示所有人具有可读可写可
执行权限（即rwxrwxrwx）。

将Secret中部分配置项文件挂载到容器中，
即配置了子路径时，部署Chart的容器将不会
收到Secret的更新。如果将Secret中全部配置
项文件挂载到容器中，即不配置子路径时，
部署Chart的容器将会收到Secret的更新，此
时挂载路径应该是一个空的文件夹，否则
Secret更新时，挂载路径里面的文件会被删
除。

生命周期
（设置容
器启动和
运行时，
需要执行
的命令）

启动命令/运行命令 设置容器启动时执行的命令，控制镜像运行
的实际命令。

启动命令/运行参数 传递给运行命令的参数。

启动后处理/检查方
式

设置容器成功运行后，执行的命令。

– 执行命令检查：在容器中执行指定的命
令，配置为需要执行的命令。命令的格式
为Command Args[1] Args[2]…
（Command为系统命令或者用户自定义
可执行程序，如果未指定路径则在默认路
径下寻找可执行程序），如果需要执行多
条命令，建议采用将命令写入脚本执行的
方式。

– HTTP请求检查：发起一个HTTP调用请
求。

▪ 路径：请求的URL路径。

▪ 端口：请求的端口。

▪ 主机地址：请求的IP地址，默认是容器
所在的节点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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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 参数说明

停止前处理/检查方
式

设置容器结束前执行的命令，通常用于删除
日志/临时文件等。分为以下两种：

– 执行命令检查：在容器中执行指定的命
令，配置为需要执行的命令。命令的格式
为Command Args[1] Args[2]…
（Command为系统命令或者用户自定义
可执行程序，如果未指定路径则在默认路
径下寻找可执行程序），如果需要执行多
条命令，建议采用将命令写入脚本执行的
方式。

– HTTP请求检查：发起一个HTTP调用请
求。

▪ 路径：请求的URL路径。

▪ 端口：请求的端口。

▪ 主机地址：请求的IP地址，默认是容器
所在的节点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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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 参数说明

健康检查
（容器运
行过程
中，根据
用户需
要，定时
检查容器
健康状
况。若不
配置健康
检查，如
果服务出
现业务异
常，pod
将无法感
知，也不
会自动重
启去恢复
业务。
终导致
pod状态
正常，但
pod中的
业务异常
的情况）

工作负载存活探针 用于检测容器是否正常，类似于执行ps命
令，检查进程是否存在。如果容器的存活检
查失败，集群会对该容器执行重启操作。若
容器的存活检查成功，则不执行任何操作。

– HTTP请求检查
HTTP请求方式针对的是提供HTTP/HTTPS
服务的容器，集群周期性的对该容器发起
HTTP/HTTPS GET请求。如果HTTP/
HTTPS response返回码属于200~399范
围，则证明探测成功，否则探测失败。使
用HTTP请求探测，必须指定容器监听的
端口和HTTP/HTTPS的请求路径。

例如，提供HTTP服务的容器，端口为
80，HTTP检查路径为“/health-
check”，主机地址为containerIP，那么
集群会周期性的对容器发起如下请求GET
http://containerIP:80/health-check。

– TCP端口检查
对于提供TCP通信服务的容器，集群周期
性的对该容器建立TCP连接。如果连接成
功，则证明探测成功，否则探测失败。选
择TCP端口探测方式，必须指定容器监听
的端口。例如，有一个nginx容器，服务
端口是80，对该容器配置了TCP端口探
测，指定探测端口为80，那么集群会周期
性的对该容器的80端口发起TCP连接，如
果连接成功则证明检查成功，否则检查失
败。

– 执行命令检查
命令检查是一种强大的检查方式，该方式
要求用户指定一个容器内的可执行命令，
集群会周期性地在容器内执行该命令，如
果命令的返回结果是0，则检查成功，否
则检查失败。

对于上面提到的TCP端口检查和HTTP请求
检查，都可以通过执行命令检查的方式来
替代：

▪ 对于TCP端口探测，可以写一个程序来
对容器的端口进行connect。如果
connect成功，脚本返回0，否则返
回-1。

▪ 对于HTTP请求探测，可以写一个脚本
来对容器进行wget。

上述三种检查方式的公共参数说明如下：

– 延迟时间：延迟检查时间，单位为秒，此
设置与业务程序正常启动时间相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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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 参数说明

如，设置为30，表明容器启动后30秒，才
开始健康检查。该时间是预留给业务程序
启动的时间。

– 超时时间：超时等待时间，单位为秒。例
如，设置为10，表明执行健康检查的超时
等待时间为10秒，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本
次健康检查会被视为失败。若设置为0或
不设置，默认超时等待时间为1秒。

工作负载业务探针 检查用户业务是否就绪，不就绪则不转发流
量到当前实例。一些程序的启动时间可能很
长，比如要加载磁盘数据或者要依赖外部的
某个模块启动完成，才能提供服务。这时候
程序进程在，但是并不能对外提供服务。这
种场景下该检查方式非常有用。如果容器的
就绪检查失败，集群会屏蔽请求访问该容
器。若检查成功，则会开放对该容器的访
问。检查方法和配置请参考“工作负载存活
探针”。

容器日志
（支持用
户进行容
器日志配
置，仅在
华为云上
可用。日
志文件内
容，由采
集器上报
到AOM
进行统一
管理）

主机路径 日志文件在主机上保存的路径。

挂载路径 日志文件挂载到容器上的路径。

请不要挂载到系统目录下，如“/”、“/var/
run”等，可能会导致容器异常。

采集路径 采集路径是基于挂载路径的扩展功能，设置
采集路径可以更精确的指定采集内容。当前
支持以下设置方式：

– 不设置：默认采集当前路径下的
“.log”、“.trace”和“.out”文件。

– 设置**：表示递归采集5层目录下的
“.log”、“.trace”和“.out”文件。

– 设置*：表示模糊匹配。

例如， 采集路径为/tmp/**/test*.log，表示
采集“/tmp”目录及其1-5层子目录下，以
test开头的全部“.log”文件。

使用采集路径功能，请确认采集器ICAgent版
本为5.12.22或以上版本。

主机扩展路径 通过实例ID或容器名称，扩展主机路径，实
现同一个主机路径下区分来自不同容器的挂
载。

 

步骤15 （可选）选中拖入的无状态负载元素，单击 ，设置调度策略。

● 节点亲和：是指可以根据节点上的标签，来约束Pod只能或优先调度到哪些节点
上。Kubernetes目前两种类型的节点亲和，一种是Pod调度到的节点必须满足一
定规则，即“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另一种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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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优先调度到一些满足规则的节点，如果不满足要求，则可以将Pod调度到其他
节点，即“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AppCube目
前两种类型都支持，两种类型的节点亲和有一个共同点，即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
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然继续在该节点上
运行。

– 必须满足原则：“必须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是指定将Pod调度
到某节点上，必须满足的规则，不存在Pod被调度到其他节点的可能性。例
如，按照组网规划，Datatool服务的宿主机是固定的，因此，调度策略应该
使用“必须满足原则”。

单击“添加”，可添加多个条件卡片。在条件卡片中，单击“新增行”，可
定义规则。在一个条件卡片中，可以添加多条规则，可定义多个条件卡片。
其中，任意条件卡片中，多条规则必须都要满足的节点才会被调度。

单击“添加”，再单击“新增行”后，界面会出现“键”（节点标签键）、
“操作符”和“值”（节点标签值），组合起来便是规则表达式。其中，
“操作符”可以设置六种匹配关系（In、NotIn、Exists、DoesNotExist、
Gt、和Lt）。In和NotIn操作符可以添加单个值或多个值（多值使用“,”进行
分隔），Exists和DoesNotExist判断某个标签是否存在，不需设置值。Gt和Lt
判断标签的值大于或小于某个值（值要求整数）。

说明

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
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 尽量满足原则：“尽量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是指将Pod优先
调度到一些满足规则的节点。如果不满足要求，则可以将Pod调度到其他节
点。即存在被调度器调度到其他节点的可能性。

单击“添加”，可添加多个条件卡片。在条件卡片中，单击“新增行”，可
定义规则。在一个条件卡片中，可添加多条规则，可定义多个条件卡片。其
中，任意条件卡片中，多条规则必须都要满足的节点，才会被优先调度。满
足条件后，“权重”值（值范围为1~100）总和越高的节点，越会被优先调
度。

单击“添加”，再单击“新增行”后，界面会出现“键”（节点标签键）、
“操作符”和“值”（节点标签值），组合起来便是规则表达式。其中，
“操作符”可以设置六种匹配关系（In、NotIn、Exists、DoesNotExist、Gt
和Lt）。In和NotIn操作符可以添加单个值或多个值（多值使用“,”进行划
分），Exists和DoesNotExist判断某个标签是否存在，不需设置值。Gt和Lt判
断标签的值大于或小于某个值（值要求整数）。

说明

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
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配置示例：如图1-1005所示，节点亲和“必须满足原则”中配置
“kubernetes.io/e2e-az-name In e2e-az1,e2e-az2”，“尽量满足原则”中
配置“another-node-label-key In another-node-label-value”。此节点亲
和性规则表示，Pod只能放置在具有标签键“kubernetes.io/e2e-az-name”
且标签值为“e2e-az1”或“e2e-az2”的节点上。 另外，在满足这些标准的
节点中，具有标签键为“another-node-label-key”且标签值为“another-
node-label-value”的节点应该被优先使用。一个节点可能有多个标签，即多
个标签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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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05 节点亲和配置示例

● Pod亲和：Pod间亲和性与反亲和性是指基于已经在节点上运行的Pod标签，来约
束Pod可以调度到的节点，而不是基于节点上的标签。 即规则为“如果X节点上已
经运行了一个或多个满足规则Y的Pod， 则这个Pod在亲和情况下，应该（或者在
反亲和的情况下不应该）运行在X节点”。Y表示一个具有可选的关联命令空间列
表的LabelSelector。与节点不同，Pod是命名空间限定的（因此Pod上的标签也是
命名空间限定的），因此作用于Pod标签的标签选择算符，必须指定选择算符应用
在哪个命名空间。 从概念上讲，X是一个拓扑域，如节点、机架、云供应商可用
区、云供应商地理区域等。 您可以使用topologyKey来表示它，topologyKey是节
点标签的键，以便系统用来表示这样的拓扑域。

与节点亲和性一样，当前有两种类型的Pod亲和性与反亲和性，即
“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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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请参阅前面节点亲和
性部分中的描述。 亲和性的一个示例是“将服务A和服务B的Pod放置在同一区
域，因为它们之间需要进行大量交流”，而反亲和性的示例将是“将此服务的pod
跨区域分布”。

说明

Pod间亲和性与反亲和性需要大量的处理，这可能会显著减慢大规模集群中的调度。 不建
议在超过数百个节点的集群中使用它们。

– 必须满足原则：“必须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是指定将Pod调度
到某节点上必须满足的规则，不存在Pod被调度到其他节点的可能性。

单击“添加”，可添加多个条件卡片。在条件卡片中，单击“新增行”，可
定义规则。在一个条件卡片中，可添加多条规则，可定义多个条件卡片。其
中，任意条件卡片中，多条规则必须都要满足的节点才会被调度。

▪ 拓扑域：节点标签的键，同一标签键取值意味着处于同一拓扑域。当节
点标签的键是标准标签键时，可从选项中直接选择，当是自定义的标签
键时，直接输入键即可。

▪ 命名空间：指定Pod标签所在的命名空间列表，用逗号分隔。为空，则表
示为此Pod的命名空间。

▪ 再单击“新增行”后，界面会出现“键”（Pod标签键）、“操作符”和
“值”（Pod标签值），组合起来便是规则表达式。其中，“操作符”可
以设置四种匹配关系（In、NotIn、Exists和DoesNotExist）。In和NotIn
操作符可以添加单个值或多个值（多值使用“,”进行划分），Exists和
DoesNotExist判断某个标签是否存在，不需设置值。

说明

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
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 尽量满足原则：“尽量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是指将Pod优先
调度到一些满足规则的节点。如果不满足要求，则可以将Pod调度到其他节
点。即存在被调度器调度到其他节点的可能性。

单击“添加”，可添加多个条件卡片。在条件卡片中，单击“新增行”，可
定义规则。在一个条件卡片中，可添加多条规则，可定义多个条件卡片。其
中，任意条件卡片中，多条规则必须都要满足的节点才会被优先调度。满足
条件后，“权重”值（值范围为1~100）总和越高的节点，越会被优先调
度。

▪ 拓扑域：节点标签的键，同一标签键取值意味着处于同一拓扑域。当节
点标签的键是标准标签键时，可从选项中直接选择。当是自定义的标签
键时，直接输入键即可。

▪ 命名空间：指定Pod标签所在的命名空间列表，用逗号分隔。为空，则表
示为此Pod的命名空间。

▪ 再单击“新增行”后，界面会出现“键”（Pod标签键）、“操作符”和
“值”（Pod标签值），组合起来便是规则表达式。其中，“操作符”可
以设置四种匹配关系（In、NotIn、Exists和DoesNotExist）。In和NotIn
操作符可以添加单个值或多个值（多值使用“,”进行划分），Exists和
DoesNotExist判断某个标签是否存在，不需设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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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
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 Pod反亲和：Pod间亲和性与反亲和性是指基于已经在节点上运行的Pod的标签，
来约束Pod可以调度到的节点，而不是基于节点上的标签。 即规则为“如果X节点
上已经运行了一个或多个满足规则Y的Pod， 则这个Pod在反亲和的情况下不应该
运行在X节点”。

– 必须满足原则：“必须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是指定将Pod不应
该调度到某节点上必须满足的规则。

– 尽量满足原则：“尽量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是指将Pod尽量
不要调度到某节点上。

配置示例：如图1-1006所示，Pod亲和“必须满足原则”中配置“security In
S1”，Pod反亲和“尽量满足原则”中配置“security In S2”，拓扑域都配
置为“topology.kubernetes.io/zone”。此规则组合起来配置了一条Pod亲和
性规则和一条Pod反亲和性规则。Pod亲和性规则表示，仅当节点和至少一个
已运行且有键为“security”值为“S1”的标签的Pod处于同一区域时，才可
以将新Pod调度到节点上。Pod反亲和性规则表示，如果节点处于Pod所在的
同一可用区且已运行具有键为“security”和值为“S2”的标签的Pod，则新
Pod尽量不要调度到该节点所在可用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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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06 Pod 亲和与反亲和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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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忍度：节点亲和性是Pod的一种属性，使Pod被吸引到一类特定的节点上。 这可
能出于一种偏好（即优先调度“尽量满足原则”），也可能是硬性要求（即“必
须满足原则”）。污点则相反，它使节点能够排斥一类特定的Pod。

容忍度是应用于Pod上的，允许（但并不要求）Pod调度到带有与之匹配的污点的
节点上。污点和容忍度是相互配合的，可以用来避免Pod被分配到不合适的节点
上。 每个节点上都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污点，这表示对于那些不能容忍这些污点
的Pod，是不会被该节点接受的。

例如，用户希望把Master节点保留给Kubernetes系统组件使用，或者把一组具有
特殊资源预留给某些Pod，则污点就很有用了，Pod不会再被调度到设置了污点的
节点。

– 键：选择器适用的标签键。如果键为空，操作符必须为“Exists”，表示这个
容忍度能容忍任意污点。

– 操作符：表示键与一组值的关系。有效的运算符为“Exists”或“Equal”。

– 值：如果操作符为“Exists”，值必须为空。如果操作符为“Equal”，值必
须要设置。

– 效果

▪ NoSchedule：表示不会被调度到污点节点上去。

▪ PreferNoSchedule：表示尽量不调度到污点节点上去。

▪ NoExecute：表示一旦污点生效，如该节点内正在运行的Pod没有对应容
忍度设置，则会直接被逐出。

– 容忍时间：可容忍时间，单位为秒。仅当效果为“NoExecute”时生效。默
认不设置，意味着永久容忍。

配置示例：如果使用命令“kubectl taint nodes node1
key1=value1:NoSchedule”某节点node1增加一个污点，键是“key1”，操作符
是“Equal”，值是“value1”，效果是“NoSchedule”。 若需要该Pod运行在
node1节点，则需要按照图1-1007或图1-1008所示进行配置，配置Pod容忍度为
“key1 Equal value1 NoSchedule”或“key1 Exists NoSchedule”，则该Pod拥
有和这个污点相匹配的容忍度，Pod才能够被分配到node1这个节点。

图 1-1007 容忍度配置示例 1

图 1-1008 容忍度配置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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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给一个节点添加多个污点，也可以给一个Pod添加多个容忍度设置。 系统
处理多个污点和容忍度的过程就像一个过滤器，即从一个节点的所有污点开始遍
历， 过滤掉那些Pod中存在与之相匹配的容忍度的污点，余下未被过滤的污点的
效果值决定了Pod是否会被分配到该节点。再举个复杂的例子，如果给一个节点添
加了如下污点：
kubectl taint nodes node1 key1=value1:NoSchedule
kubectl taint nodes node1 key1=value1:NoExecute
kubectl taint nodes node1 key2=value2:NoSchedule

然后按照图1-1009，配置了两个容忍度。在这种情况下，该Pod不会被分配到
node1节点，因为其没有容忍度和第三个污点“key2=value2:NoSchedule”相匹
配。 但是如果在给节点添加上述污点之前，该Pod已经在上述节点运行， 那么它
还可以继续运行在该节点上。

图 1-1009 容忍度配置示例 3

通常情况下，如果给一个节点添加了一个效果值为NoExecute的污点， 则任何不
能忍受这个污点的Pod都会马上被驱逐， 任何可以忍受这个污点的Pod都不会被驱
逐。

配置示例：如果Pod存在一个效果值为“NoExecute”的容忍度且容忍时间为
“3600”秒，即配置如图1-1010所示，这表示如果该Pod正在运行，同时一个匹
配的污点被添加到其所在的节点， 那么Pod还将继续在节点上运行3600秒，然后
被驱逐。 如果在此之前上述污点被删除了，则Pod不会被驱逐。

图 1-1010 容忍度配置示例 4

步骤16 从页面左侧“服务”中，拖拽“Service”元素至页面右侧的服务区域中（界面中会显

示 ，将元素拖入 中）。

Pod是Kubernetes应用程序的基本执行单元，即它是Kubernetes对象模型中创建或部
署的 小和 简单的单元。Pod封装了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容器、存储资源、唯一网络
IP以及控制容器应该如何运行的选项。Service可以理解为使用标签选择器
（selectors）标识的一组Pod，通过Service可以访问到这组Pod。

步骤17 选中拖入的“Service”元素，单击 ，配置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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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11 Service 配置页面

● 名称：新建服务的名称。

● 访问类型：访问服务的类型。

– 集群内访问（ClusterIP）：表示工作负载暴露给同一集群内，其他工作负载
的访问方式，可以通过“集群内部域名”访问。集群内部域名格式为“<自定
义的访问方式名称>.<工作负载所在命名空间>.svc.cluster.local”，例如
“nginx.default.svc.cluster.local”。

– 节点访问 ( NodePort)：是指在每个节点的IP上，开放一个静态端口，通过静
态端口对外暴露服务。节点访问 ( NodePort )会路由到ClusterIP服务，这个
ClusterIP服务会自动创建。通过请求<NodeIP>:<NodePort>，可以从集群的
外部访问一个NodePort服务。

● 描述：服务的描述信息。

● 协议：端口配置，请根据业务的协议类型，选择TCP或UDP。

● 容器端口：容器镜像中，工作负载实际监听的端口，取值范围为1-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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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端口：若访问类型配置为“集群内访问（ClusterIP）”，则访问端口为容器
端口映射到集群虚拟IP上的端口，用虚拟IP访问工作负载时使用，端口范围为
1-65535，可任意指定。若访问类型配置为“节点访问 ( NodePort)”，则访问端
口为容器端口映射到节点私有IP上的端口。

● 注解：单击“新增行”，可使用Kubernetes注解为对象附加任意非标识的元数
据。注解中的元数据，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可以是结构化的，也可以是非结
构化的，能够包含标签不允许的字符。注解存储的形式为键/值对。

步骤18 从页面左侧“网络”中，拖拽“Ingress”元素至页面右侧的网络区域中（界面中会显

示 ，将元素拖入 中）。

Ingress是对集群中服务的外部访问，进行管理的API对象，访问方式是HTTP或
HTTPS。

步骤19 选中拖入的“Ingress”元素，单击 ，设置I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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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12 “Ingress”配置页面

● 基本信息

– 名称：新建Ingress的名称。七层负载均衡（Ingress）采用了增强型弹性负载
均衡，通过对应的URI将访问流量分发到对应的服务。同时，服务根据不同
URI实现不同的功能。

– 描述：Ingress的描述信息。

● 监听器配置：Ingress为负载均衡器配置监听器，监听器对负载均衡器上的请求进
行监听，并分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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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协议：对外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 勾选HTTPS，表示使用HTTPS。

▪ 默认不勾选HTTPS，表示使用HTTP。

– Secret证书名称：若对外协议勾选“HTTPS”，需要配置密钥名称，取值和
上传证书到CCE中中配置的密钥名称保持一致。如何创建和上传密钥证书，
请参见创建并上传HTTPS协议需要的证书。

您也可以单击参数后的 ，单击“增加全局配置”，将密钥证书名称配置为
全局变量。后续在修改用到的密钥证书名称时，只需要修改全局变量即可。
建议使用全局变量的方式，设置密钥证书名称。

● 转发策略配置：请求的访问地址与转发规则匹配时，此请求将被转发到对应的目
标Service处理。

– 域名：实际访问的域名地址，请确保所填写的域名，已注册并备案。在
Ingress创建完成后，将域名与自动创建的负载均衡实例的IP（即Ingress访问
地址的IP部分）绑定。一旦配置了域名规则，则必须使用域名访问。

– URL：需要注册的访问路径，例如“/test”。URL匹配规则为前 匹配，例
如URL为“/test”，只要符合此前 的URL均可访问。例如“/test/v1”，“/
test/v2。”

– 目标服务：请求将被转发到对应的目标服务，请从下拉框选择步骤16~步骤
17中配置的Service。

– 服务端口：目标Service的访问端口，请从下拉框选择步骤17中配置的访问端
口。

● 注解：单击“新增行”，可使用Kubernetes注解，为对象附加任意非标识的元数
据。注解中的元数据，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可以是结构化的，也可以是非结
构化的，能够包含标签不允许的字符。注解存储的形式为键/值对。

– 由于CCE的Kubernetes集群默认部署了Nginx控制器，因此需要在Ingress上添
加注解，详情请参见Kubernetes资料。

– 在AppCube中，调用Native服务接口时，无法处理重定向的响应，因此必须
给Ingress添加注解，键为“nginx.ingress.kubernetes.io/ssl-redirect”，值为
“false”。

– Nginx控制器默认后端Service使用的是http协议。如果后端Service使用的是
https协议，应添加如下注解：键为“nginx.ingress.kubernetes.io/backend-
protocol”，值为“HTTPS”和键为“nginx.ingress.kubernetes.io/secure-
backends”，值为“true”。

步骤20 （可选）若需要配置多个负载相关的容器，可参考步骤8~步骤19配置另外的容器。

步骤21 单击页面上方的 ，保存Chart。

----结束

Chart 元素说明
● ConfigMap

是一种用于存储工作负载所需配置信息的资源类型，内容由用户决定。配置项创
建完成后，可在工作负载中作为文件或环境变量使用。允许将配置文件从容器镜
像中解耦，从而增强容器工作负载的可移植性。

● Secret（密钥）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1 新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04

https://kubernetes.github.io/ingress-nginx/user-guide/nginx-configuration/annotations/


是一种用于存储工作负载所需要认证信息、密钥的敏感信息等的资源类型，内容
由用户决定。资源创建完成后，可在容器工作负载中作为文件或环境变量使用。
其配置页面上参数含义与ConfigMap大体相同，差异的参数说明如下：

– “密钥类型”取值为“Opaque”，表示一般密钥类型。

– “密钥数据”的“值”必须使用Base64编码。对字符串进行Base64加密，可
以直接使用“echo -n 待编码内容 | base64”命令。
root@ubuntu:~# echo -n "待编码内容" | base64

● 无状态负载

等同于Kubernetes中的“Deployment”概念，所有Pod实例之间是对等的，互不
依赖，少了任意一个Pod实例，并不影响整个工作负载的功能。

● 有状态负载

等同于Kubernetes中的“StatefulSet”概念，是用来管理有状态应用的工作负载
API对象。和“无状态负载”相同的是，“有状态负载”管理了基于相同容器定义
的一组Pod。和“无状态负载”不同的是，“有状态负载”为每个Pod维护了一个
固定的ID。这些Pod是基于相同的声明来创建的，但是不能相互替换。无论怎么调
度，每个Pod都有一个永久不变的ID。选择“有状态负载”时，必须要配置“实例
间发现服务”。

实例间发现服务指的是Kubernetes的Headless Service，Headless Service用于控
制Pod的网络域名，通过Pod的网络域名可以访问特定的Pod实例。例如，集群域
名为cluster.local，有状态负载的名称为web，有3个Pod实例，则3个Pod的名称分
别为web-0、web-1和web-2，Headless Service的名称为nginx，则3个Pod的域
名分别是web-0.nginx.$(命名空间).svc.cluster.local、web-1.nginx.$(命名空
间).svc.cluster.local、web-2.nginx.$(命名空间).svc.cluster.local，通过Pod域名访
问到具体的Pod实例。

1.17.3.4 配置 API

使用说明

原生服务旨在帮助您在AppCube平台上或外部系统，调用已开发好的服务。为了完成
调用，需要知道服务开放了哪些接口，以及这些接口的请求参数、返回参数，完成设
计API后，可在服务编排中进行调用，也可将API再封装为自定义公共接口，供外部系
统调用自定义公共接口。

前提条件

需要提前获取镜像文件中定义的具体接口、接口的Header参数、请求参数和返回参
数。获取后，可根据需要决定开放哪些接口给其他服务编排或外部系统调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AppCube新版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资产”，进入资产页面。

步骤4 将鼠标放在已创建的Native Service上，单击 ，选择“编辑”。

步骤5 在NativeService配置页面，选择“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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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在“API设计”页签，单击“开始设计API”。

图 1-1013 开始设计 API

步骤7 选择“使用模板”，配置基本信息和新URL对应的版本号，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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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14 创建一个新版本

● openApi版本：接口定义需要符合openApi规范，这里配置具体openApi的版本
号。

● 选择模板：选择系统预置的模板。

● 版本：输入服务版本号。

● 标题：原生服务API的名称。

步骤8 创建完成后，单击“新增资源”。

步骤9 在“增加资源及操作方法”页面，配置相关参数，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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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15 增加资源及操作方法配置页面

表 1-113 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输入一个新的资源
路径（以/开头）

与镜像文件中的接口路径保持一致。

方法 调用的方法，如GET（查询）、PUT（增加）、POST（修
改）、DELETE（删除）、PATCH（对资源进行部分修改）。

操作名称 与镜像文件中的操作名称保持一致。

公共接口 若勾选，则只能在公共接口中调用，无法在服务编排和脚本中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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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内容类型 当勾选“公共接口”时，您需要配置内容类型，即请求中的
body类型。

● application/json
●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application/xml
● multipart/form-data
● text/html
● text/plain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application/
xml”、“multipart/form-data”、“text/html”和“text/
plain”用于文件上传接口，选择该内容类型，只能调用post类
型的方法。

描述 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步骤10 点击生成的方法，可以在右侧编辑方法的URL、Header、Response参数，需要和镜像
文件中接口的URL参数、Header参数、请求参数、返回参数保持一致。编辑参数后，
需要单击参数操作列的 ，再单击“保存”。

您可参考界面上“/case”、“/case/{CaseId}”两个示例编辑生成的方法。每个方法
都需要定义Response参数，否则会部署失败。返回体数据结构在模式对象中定义。

当Body参数和Response参数较多，一些参数可以封装成对象类型的参数，并在“模式
对象”页签设置该类型参数，注意“模式对象”页签中参数名与操作中URL参数不能
同名。

说明

支持按照操作名称和资源路径单过滤或者组合过滤搜索方法。

图 1-1016 编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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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17 定义模式对象

步骤11 参考步骤8~步骤10，新增其他API方法。

步骤12 编辑方法完成后，需要手动删除“/case”、“/case/{CaseId}”两个示例，删除示例
模式对象。

步骤13 单击“保存”，创建的自定义接口会出现在页面上。在页面右上单击 可以查看自定

义接口中的方法和模型对象，在页面右上单击 可导出该原生服务下接口定义yaml文
件。

步骤14 单击 ，发布API。

发布后如果需要修改API，需要单击 取消发布后进行修改，修改后再保存并发布。

已经发布的API可能在服务编排中已经使用，如果修改API导致不兼容，请同步修改引
用该API的服务编排。

----结束

管理台中查看 API
发布API后，您可在管理台查看该原生服务提供的方法和模型对象。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工作台首页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 > 环境配
置”，进入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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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18 进入管理中心

步骤2 选择“服务中心 > 服务管理”，在“我的服务”页签下可以看到该租户下部署的所有
原生微服务。

步骤3 单击需要查看的原生微服务，选择“服务接口”菜单，您可在该菜单下查看该原生服
务提供的方法和模型对象。

----结束

1.17.3.5 部署 Native Service

配置完API后，还需要部署才可使用Native Service。您需要使用此前设计的Chart包在
CCE上完成服务的部署。

前提条件

已下载之前设计的Chart包。

1. 在AppCube开发环境的Native Service配置页面选择“导航”。

2. 在“Chart设计”页签版本列表区域，单击需要导出的Chart后的导出按钮。

图 1-1019 导出 Chart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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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列按钮分别提供编辑Chart包、修改Chart包状态（单击 后，Chart包状态
是“Published”，无法再编辑该Chart包；单击 后，Chart包状态是
“Draft”，可编辑该Chart包。该界面不提供发布功能，实际发布要去CCE部署和
发布）、预览Chart配置、导出Chart包、克隆已有Chart包配置和删除功能。

在 CCE 上部署服务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模板市场 > 我的模板”。

步骤2 单击“上传模板”。

步骤3 在“模板包”后的选择框中单击...，选中待上传的工作负载包后，单击“上传”。

模板创建完成后，在“我的模板”页面您还可以执以下操作。

● 安装模板：单击“安装”，安装该模板用于创建工作负载。将在下面步骤继续介
绍。

● 更新模板：更新模板是针对同名同版本的模板，即只更新内容不更新版本，操作
同“上传模板”。

● 下载模板：单击“更多 > 下载”，将模板下载到本地。

● 删除模板：单击“更多 > 删除”，删除已创建的模板。模板删除后不能恢复，请
谨慎操作。

步骤4 在已上传的模板中，单击“安装”。

步骤5 参照表1设置安装工作负载参数。

表 1-114 安装工作负载

参数 参数说明

模板实例名称 新建模板实例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模板版本 默认为模板的版本。

部署集群 选择部署工作负载的集群。

命名空间 指定部署的命名空间。

描述 请输入模板工作负载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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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高级配置 在配置Chart时定义的全局变量将用于生成Chart包中的
“values.yaml”文件，可直接在此配置框中在线编辑Chart的全局
变量参数。用户还可以自行导入“values.yaml”文件，导入后可替
换模板包中的“values.yaml”文件。

说明：

此处导入的values.yaml文件需符合yaml规范，即KEY:VALUE格式。
对于文件中的字段不做任何限制。

导入的value.yaml的key值必须与所选的模板包的values.yaml保持
一致，否则不会生效。即key不能修改。

1. 单击“导入配置文件”。

2. 选择对应的values.yaml文件，单击“打开”。

 

步骤6 配置完成后，单击“自定义安装”。

步骤7 确认订单后，单击“提交订单”。

步骤8 单击“返回模板实例列表”查看模板工作负载的运行状态，或单击“查看模板实例详
情”查看模板工作负载的详情。

----结束

1.17.3.6 管理 Native Service
部署Native Service后，您可以通过CCE控制台对其执行升级、查看日志、监控、伸
缩、回退、删除等操作。

查看工作负载日志

您可以通过“日志”功能查看无状态工作负载的日志信息。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或
“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步骤2 单击工作负载后的“日志”。

在弹出的“日志”窗口中可以查看 近5分钟、 近30分钟、 近1小时内的日志信
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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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Service 升级

基于CCE，您可以通过更换镜像或镜像版本实现Native Service的快速升级，业务无中
断。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模板市场 > 我的模板”。

步骤2 上传新版本的Chart包。

步骤3 单击部署的Native Service。

步骤4 选择“安装记录”页签，选择新版本的Chart包，单击“更新”。

----结束

工作负载监控（仅无状态负载可用）

您可以通过CCE控制台查看工作负载的CPU和内存占用情况，以确定需要的资源规格。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步骤2 单击已创建工作负载的名称，进入工作负载详情页面。在监控页签，可查看工作负载
的CPU利用率和内存利用率。

步骤3 单击“实例列表”，单击某个实例名称前的 ，单击“监控”。

步骤4 查看相应实例的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

● CPU使用率

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CPU使用率。绿色线条表示CPU使用率，红色线条
表示CPU使用限额。

CPU使用量需要计算，故初次显示时，CPU使用量会比内存使用量晚一分钟左右
显示。

只有实例处于运行状态时，才能查看CPU使用量。

● 物理内存使用率

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内存使用量。绿色线条表示内存使用率，红色线条
表示内存使用限额。

实例处于非运行状态时，无法查看内存使用量。

----结束

工作负载回退（仅无状态负载可用）

所有无状态工作负载的发布历史记录都保留在系统中，您可以回退到指定的版本。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步骤2 单击待回退工作负载后的“更多 > 回退”。

步骤3 在“回退到该版本”后，选择回退版本，单击“确定”。

----结束

工作负载暂停（仅无状态负载可用）

无状态工作负载可以进行暂停操作。暂停后，对负载进行的升级操作可以正常下发，
但不会被应用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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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在滚动升级的过程中，滚动升级会在暂停命令下发后停止，出现新旧实例共
存的状态。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步骤2 单击待暂停的工作负载后方操作栏中的“更多 > 暂停”。

步骤3 在弹出的负载暂停信息提示框中，单击“确认”。

步骤4 单击“确定”，可完成暂停操作。

说明

工作负载状态为暂停中时无法执行回退操作。

----结束

工作负载恢复（仅无状态负载可用）

暂停中的负载可以进行恢复操作。恢复后，负载可以正常升级和回退，负载下的实例
会与负载当前的信息进行一次同步，如果有不一致的，则会自动按照负载的信息进行
升级。

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2. 单击待暂停的工作负载后方操作栏中的“更多 > 恢复”。

3. 在弹出的负载恢复信息提示框中，单击“确认”。

工作负载标签管理

标签是以key/value键值对的形式附加在工作负载上的。添加标签后，可通过标签对工
作负载进行管理和选择，主要用于设置亲和性与反亲和性调度。您可以给多个工作负
载打标签，也可以给指定的某个工作负载打标签。

如下图，假设为工作负载（例如名称为APP1、APP2、APP3）定义了3个标签：
release、env、role。不同工作负载定义了不同的取值，分别为：

● APP 1：[release:alpha;env:development;role:frontend]

● APP 2：[release:beta;env:testing;role:frontend]

● APP 3：[release:alpha;env:production;role:backend]

在使用调度或其他功能时，选择“key/value”值分别为“role/frontend”的工作负
载，则会选择到“APP1和APP2”。

图 1-1020 标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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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或
“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步骤2 单击待添加标签的工作负载，进入工作负载详情页面。

步骤3 单击“标签管理”，单击“添加标签”，输入键和值，单击“确定”。

图 1-1021 标签管理

说明

标签格式要求如下：以字母和数字开头或结尾，由字母、数字、连接符（-）、下划线（_）、点
号（.）组成且63字符以内。

----结束

删除工作负载

若工作负载无需再使用，您可以将工作负载删除。工作负载删除后，将无法恢复，请
谨慎操作。

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或“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2. 单击待删除工作负载后的“更多 > 删除”，删除工作负载。

请仔细阅读系统提示。

3. 单击“确定”。

工作负载伸缩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自行定义工作负载的伸缩策略，降低因应对业务变化和高峰压力
而人为反复调整资源的工作量，帮助您节约资源和人力成本。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或
“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步骤2 单击待设置伸缩策略工作负载后的“更多 > 伸缩”，进入工作负载详情页面。

步骤3 在“伸缩”页签，可设置“弹性伸缩”和“手动伸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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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伸缩设置方法：

a. 在弹性伸缩下，单击“添加伸缩策略”。

图 1-1022 添加告警伸缩策略

b. 参考表1-115设置伸缩策略参数：

表 1-115 告警伸缩策略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策略名称 请输入伸缩策略的名称。

伸缩策略名称必须符合1-64字符，只能用字母、数字、
下划线、中划线的组合，必须以字母开头。

策略类型 伸缩策略类型有以下几种：

▪ 告警策略：支持根据CPU/内存的设置，进行工作负载
的自动伸缩。工作负载创建完成后即可设置，在CPU/
内存超过或少于一定值时，自动增减实例。

▪ 定时策略：支持在特定时间点进行工作负载的自动伸
缩。适用于秒杀周年庆等活动，例如在秒杀这个时间
点增加一定数量的实例个数。

▪ 周期策略：支持以天、周、月为周期的伸缩策略。适
用于周期性的流量变化。

例如选择“告警策略”。

告警策略基于历史数据进行判断触发，以1分钟为周期去
判断监控窗口时间内用户设定的指标是否满足触发条
件，若连续n个周期都满足触发条件，将会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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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指标 当“策略类型”选择“告警策略”时，该参数才会出
现。

指标是对资源性能的数据描述或状态描述。

▪ CPU使用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CPU使用
率。工作负载实际使用的与申请的CPU核数量比率。

▪ 数据发送速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每秒钟发送
的数据量。

▪ 磁盘写入速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入磁盘的数据
量。

▪ 物理内存使用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已使用内
存占申请物理内存总量的百分比。

▪ 物理内存总量：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申请的物理
内存总量。

▪ 数据接收速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每秒钟接收
的数据量。

▪ CPU内核总量：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申请的CPU
核总量。

▪ 物理内存使用量：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实际已经
使用的物理内存（Resident Set Size）。

▪ 磁盘读取速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磁盘读出的数
据量。

▪ CPU内核占用：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已经使用的
CPU核个数。

▪ 容器错包个数：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收到错误包
的数量。

触发条件 当“策略类型”选择“告警策略”时，该参数才会出
现。

可选“>”或“<”，支持以上指标的使用量达到设定值
时触发伸缩策略。

如：指标选择“CPU使用率”，此处选择“>”70%，表
示在CPU使用率超过70%时触发伸缩策略。

监控窗口 当“策略类型”选择“告警策略”时，该参数才会出
现。

指数据的汇聚窗口大小。

若设置为60秒，表示每60秒统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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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连续周期 当“策略类型”选择“告警策略”时，该参数才会出
现。

指监控窗口内连续触发阈值的次数，计算周期固定一分
钟。

若设置为3，则表示指标数据连续三个统计周期达到了设
定的阈值，则触发策略动作。

触发时间 当“策略类型”选择“定时策略”时，需要配置策略触
发的时间。

选择时间 当“策略类型”选择“周期策略”时，需要配置策略触
发的时间。

执行操作 策略触发后执行的动作，可增加或减少实例个数。

 
c. 单击“确定”。

d. 在弹性伸缩下，可看到策略已启动。

图 1-1023 查看告警策略

待到触发条件发生时，弹性伸缩策略会自动启动。

● 手动伸缩设置方法：

a. 在“手动伸缩”策略下，单击 修改实例数量，例如修改为“3”，单击
“保存”后实例伸缩操作即可生效。

图 1-1024 修改实例数

b. 在“实例列表”页签下，可查看到新的实例在创建中，待状态为运行中时，
表示已成功完成实例伸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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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25 手动伸缩

----结束

手动停启原生服务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或
“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步骤2 单击待设置伸缩策略工作负载后的“更多 > 伸缩”，进入工作负载详情页面。

步骤3 在“手动伸缩”策略下，单击 修改实例数量。

● 修改为“0”，单击“保存”后，表示停止原生服务。

● 修改为非“0”，例如改为“1”，单击“保存”后，表示启动原生服务。

----结束

1.17.3.7 注册 Native Service
注册Native Service后，您才可在AppCube的其他组件内（如脚本、Flow等）调用原生
服务的接口，也可将该原生服务开放给第三方系统进行访问。

操作步骤

步骤1 注册Native Service，有两种入口方式。

● 方式一：

a. 在AppCube应用开发工作台首页单击 ，选择“开发环境管理>环境配
置”，进入管理页面。

b. 选择“服务中心 > 服务注册”，单击“+ 注册服务”。

c. 在“注册服务”页选择要注册的原生服务。

● 方式二：

a. 在AppCube开发环境的Native Service配置页面选择“服务注册”。

b. 单击“注册服务”。

步骤2 以在管理台注册服务为例进行说明，配置相关认证信息，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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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26 注册服务

图 1-1027 获取 API 服务地址

表 1-116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选择服务 在管理台注册服务时，需选择要注册的服务。

名称 注册的服务名称。

API服务
地址

Ingress的访问地址，需包含协议头http或者https。
获取方法如下：

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资源管理 > 网络管理”。

2. 在页面右侧选择“Ingress”，单击配置Chart时创建的Ingress名称前
的下拉按钮。

3. 查看访问地址列。如图1-1027所示，Ingress的访问地址为：https://
10.10.1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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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认证方式 访问原生服务的鉴权认证方式，当前支持以下几种。您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对应的鉴权认证方式。

● 无认证：不需要鉴权认证。

● 用户名&密码：用户名和密码认证方式。选择该方式，您需要配置具
体的“用户名”和“密码”。

● JWT： JWT（JSON Web Tokens）鉴权方式。选择该方式，您需要
配置具体的“JWT秘钥”。

● OAuth 2.0：OAuth 2.0鉴权方式。选择该方式，您需要配置如下参
数。

– 授权模式：即Oauth2.0中的grant_type字段的取值，目前支持两
种模式“客户端模式”（client_credentials）和“密码模式”
（password）。

– 认证地址：获取access_token的请求路径，其服务应遵循
RFC6749中的说明。

– 客户端ID：clinet_id，客户端模式下必填，密码模式下若有提供请
填写。

– 客户端密钥：client_secret，客户端模式下必填，密码模式下若有
提供请填写。

 

注册后，在“已注册服务”列表下可以看到当前租户已注册的所有原生服务。您可单
击已注册的所有原生服务，在“注册详情”中单击“取消注册”，取消该原生服务的
注册。

----结束

1.17.4 其他

1.17.4.1 在 CCE 中上传镜像

在CCE中上传镜像，是指直接通过CCE的上传页面将镜像上传到容器镜像服务。

前提条件

已将Docker镜像制作成tar或者tar.gz压缩包。

1. 容器镜像必须使用1.11.2或以上版本的Docker客户端进行制作。如何制作Docker
镜像可参考如何编写高效的Dockerfile。

2. 以root用户登录Docker所在机器。

3.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镜像。

docker images
查看需要导出的镜像及tag。

4. 执行如下命令制作镜像压缩包。

docker save OPTIONS IMAGE包名 IMAGENAME
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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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S：--output , -o，表示导出到文件。（可选）

– IMAGE包名：制作的镜像压缩包名。压缩包格式为：.tar或.tar.gz。

– IMAGENAME：镜像名。

示例：
$ docker save nginx:latest > nginx.tar
$ ls -sh nginx.tar
108M nginx.tar

$ docker save php:5-apache > php.tar.gz
$ ls -sh php.tar.gz
372M php.tar.gz

$ docker save --output nginx.tar nginx
$ ls -sh nginx.tar
108M nginx.tar

$ docker save -o nginx-all.tar nginx
$ docker save -o nginx-latest.tar nginx:latest

上传镜像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镜像仓库 > 镜像管理”。

步骤2 单击右侧“上传镜像”。

步骤3 在“上传镜像”页面选择“镜像空间”，如果没有镜像空间，可单击“创建镜像空
间”直接填写空间名。单击“选择文件”，选择制作好的镜像包，单击“上传”。

图 1-1028 上传镜像

----结束

1.17.4.2 创建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密钥

CCE支持拉取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来创建工作负载。通常第三方镜像仓库必须经过认
证（帐号密码）才能访问，而CCE中容器拉取镜像是使用密钥认证方式，这要求在拉取
镜像前先创建镜像仓库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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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使用第三方镜像时，请确保工作负载运行的节点可访问公网。您可以通过负载均衡
( LoadBalancer )、DNAT网关 ( DNAT )方式访问公网。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配置中心 > 密钥（Secret）”。

步骤2 单击右侧“添加密钥”。

步骤3 参考表1-117配置参数，其中“密钥类型”必须选择为“kubernetes.io/
dockerconfigjson”，单击“提交”。

图 1-1029 配置镜像拉取密钥

表 1-117 添加密钥说明

参数 说明

密钥名称 新建的密钥的名称，同一个命名空间内命名必须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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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部署集群 使用新建密钥的集群。

项目 选择镜像所属的项目。

描述 密钥的描述信息。

密钥类型 新建的密钥类型。

● Opaque：一般密钥类型。

● kubernetes.io/dockerconfigjson：存放拉取私有仓库镜像所需的认
证信息。

● kubernetes.io/tls：存放7层负载均衡服务所需的证书。

● 其它：若需要创建其他类型的密钥，请手动输入密钥类型。

必须选择为“kubernetes.io/dockerconfigjson”。

镜像仓库地
址

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地址。

用户名 访问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帐号。

密码 访问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密码。

确认密码 二次确认密码。

标签 标签以Key/value键值对的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工作负载、节
点、服务等）。

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选择。

添加标签方法如下：

1. 单击“添加更多标签” 。
2. 输入键、值。

 

----结束

1.17.4.3 创建并上传 HTTPS 协议需要的证书

您在配置Ingress访问时，如果对外协议配置的是HTTPS，需要提前配置HTTPS协议需
要的证书。

测试场景下创建证书和私钥的操作方法

该方法创建的证书通常只适用于测试场景。

步骤1 执行如下命令生成密钥文件tls.key。
openssl genrsa -out tls.key 2048

命令执行后将在当前目录生成一个tls.key的私钥文件。

生成的密钥格式必须为：

----BEGIN RSA PRIVATE KEY-----
……………………………………………..
-----END RSA PRIVAT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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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用此私钥去签发生成自己的证书文件tls.crt。
openssl req -new -x509 -key tls.key -out tls.crt -days 3650

根据提示输入国家、省、市、公司、部门、申请人和邮箱，按回车键确认。

生成的证书格式必须为：

-----BEGIN CERTIFICATE-----
……………………………………………………………
-----END CERTIFICATE-----

----结束

合法购买证书

正式使用时，请申请和购买正式证书，具体操作请参见申请正式证书。

上传证书到 CCE 中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配置中心 > 密钥（Secret）”。

步骤2 单击右侧“添加密钥”。

步骤3 参考表1-118配置参数，其中“密钥类型”必须选择为“kubernetes.io/tls”，单击
“提交”。

图 1-1030 配置 HTTPS 协议使用的密钥

表 1-118 添加密钥说明

参数 说明

密钥名称 新建的密钥的名称，同一个命名空间内命名必须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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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部署集群 使用新建密钥的集群。

项目 选择项目。

描述 密钥的描述信息。

密钥类型 新建的密钥类型。

● Opaque：一般密钥类型。

● kubernetes.io/dockerconfigjson：存放拉取私有仓库镜像所需的认
证信息。

● kubernetes.io/tls：存放Ingress服务HTTPS协议所需的证书。

● 其它：若需要创建其他类型的密钥，请手动输入密钥类型。

必须选择为“kubernetes.io/tls”。

证书文件 证书文件是自签名或CA签名过的凭据，用来进行身份认证。请上传上
面创建或者购买的证书文件。

私钥文件 证书请求是对签名的请求，需要使用私钥进行签名。请上传上面创建
或者购买的私钥文件。

标签 标签以Key/value键值对的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工作负载、节
点、服务等）。

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选择。

添加标签方法如下：

1. 单击“添加更多标签” 。
2. 输入键、值。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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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2.1 入门必读

2.1.1 初识经典开发环境

了解环境

使用应用魔方 AppCube进行应用开发，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开发->测试->上线。每个
阶段都会有独立的环境，让各阶段数据隔离，保证正式上线版本稳定。

● 开发环境：开发环境是开发者专门用于开发低代码应用的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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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箱环境：在低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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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行环境：运行环境是指低代码应用正式发布上线的真实环境。测试完成后，将
低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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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版不提供低代码应用运行环境，请参考购买商用租户，购买专业版或者专享版后，再
进行打包发布操作，并在运行环境安装该应用。

下面以开发环境入口为例，介绍如何进入开发环境以及AppCube的具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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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入经典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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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展开服务列表，选择“开发与运维 > 应用魔方
AppCube”，进入AppCube服务控制台。

图 2-1 在服务列表中找到应用魔方 AppCube

AppCube控制台左侧页签说明如下：

● 实例：显示当前注册租户下，已创建的AppCube实例。

● 帮助中心：提供AppCube产品介绍、成长地图、常见问题和华为云社区入口。

步骤3 在AppCube服务控制台中，根据需要进入对应的环境。

● 单击“旧版入口”，进入AppCube经典低代码应用开发环境。

图 2-2 经典开发环境

● 单击对应实例中的“管理运行环境”，可进入AppCube运行环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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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环境首页介绍

图 2-3 经典首页开发环境

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功能区域说明如下：

● 首页

– 为您推荐：为您推荐有价值的内容，包括平台漫游、如何创建空白行业应
用、如何创建BO、如何创建Addon应用以及视频类大屏相关学习资料等。

– 项目：包括轻应用、行业应用、业务大屏和移动小程序四类，分类说明如表
2-1所示。“我的应用”中，展示开发态的所有应用项目。

表 2-1 应用类型介绍

分类 应用类型 介绍

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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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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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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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应用类型 介绍

BO BO（全称Business Object）即商业对象，是封装
了完整的数据模型、业务逻辑、页面展现的软件单
元，通过开放出来的接口为上层应用提供服务。
BO也可以提供管理页面，对自身的数据进行配置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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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BO，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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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应用只能是
资产包形式安装的应用）进行定制时，您可选择
Addon类型创建应用。在创建的Addon应用里定制
修改，不会影响原有应用的代码。Addon应用和
BO的区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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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ve
Service

租户在AppCube平台外开发了一些服务，服务运
行在Docker容器中。租户希望可将AppCube平台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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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时您需要创建Native Service引入这些原生服务。
Native Service只对该租户下的应用可见。

5G消息 5G消息是传统短信业务的升级，是运营商的一种
基础电信服务，支持在短信中添加更多的媒体格式
（包括图片、视频等），使短信表现形式更丰富。
AppCube支持创建5G消息应用，实现发送5G消息
给用户，以及接收从5G消息云服务平台转发来的
终端用户上行消息。

BA 为方便园区解决方案用户自动化管理设备，
AppCube提供了BA（Building Automation）组态
管理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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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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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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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应用类型 介绍

业务大
屏

业务大屏应
用

您可在业务大屏应用中开发DMAX AI可视化大屏
页面。

DMAX是AppCube中的一款可视化大屏构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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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广
泛应用于政府、商业、金融、制造等行业的业务场
景中，例如在城市智能运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
电力调度中心、金融交易大厅等部门和机构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它具有日常监测、分析判断、应急指
挥、展示汇报等多种功能，在提高科学管理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移动小
程序

移动小程序
应用

该功能即将上线，用于开发移动H5页面，发布
WeLink We码程序、华为OneMobile小程序等。

 
– 库：显示租户订购并安装的资产，包括应用App、BO、Native Service等，这

些应用类型为资产包，内部组件受保护。

– 学习中心：提供一些该平台功能的操作和介绍视频，方便您更直观地了解平
台。

– 实战演练：供您进行实际演练，解锁后，您可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完成典型
应用的开发。

● 管理：租户层级的管理配置能力，例如用户权限管理、系统设置、任务管理等。

● 资产中心：ROMA资产中心入口。

● 右上角区域

– 工单：我的工单和新建工单入口。当遇到问题时，请提交工单联系华为云客
服为您解答。

– 简体中文：单击可切换语言。

– 用户名：显示当前登录帐号的名称，单击帐号名称，选择不同的弹出菜单，
可以切换环境、查看系统版本信息、退出系统等操作。

– ：服务通知公告/升级公告页面入口。在该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华为云官
网上线的AppCube版本号及各个版本上线/优化的特性。

说明

此处展示的版本为AppCube正式商用版本，商用版本包括免费版、标准版、专业版和
专享版，登录环境一致，仅功能规格不同，详细规格及收费标准请参考规格说明。

– ：华为云消息中心入口。消息中心是华为云为更好的建立与客户的联系而
建设的服务平台，可以为用户提供各类通知消息的接收和管理，用户可以及
时快捷的接收消息，从而避免信息遗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服务帮助文档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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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低代码应用开发指引

1、熟悉 AppCube 环境

使用应用魔方 AppCube进行应用开发，一般分为开发->测试->上线三个阶段。每个阶
段都会有独立的环境，让各阶段数据隔离，保证正式上线版本稳定。各环境具体介绍
请参见开发环境介绍。

AppCube提供了免费版、标准版、专业版和专享版四个版本，免费版不提供运行环
境。请根据自身业务需求结合AppCube实例规格说明购买对应的AppCube实例。购买
AppCube实例操作，请参见购买AppCube实例。

熟悉AppCube三大环境后，创建应用前，建议先了解如下内容：

● 建立多人协同开发模式，详情请参见多人协作开发。

● 了解AppCube开发规范，详情请参见开发规范。

2、了解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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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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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使用公司或者团队的缩写作为命名空间。更多介绍，请参见
了解命名空间。

3、创建低代码应用

AppCube覆盖三大开发低代码应用开发场景，满足行业客户、开发者等各种需求。

表 2-2 开发场景介绍

分类 应用类型 使用说明

轻应用 轻应用 轻应用一般为轻量级的应用，不涉及复杂的代码。用
户零代码或低代码就能轻松完成应用的搭建。

在AppCube中，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创建轻应用。

● 使用应用模板创建应用
当您的业务与应用模板中的场景相似度较高时，可
以尝试使用模板创建，并在模板应用的基础上继续
改造应用。

● 从空白开始创建一个全新的应用
从前端到后端，从零开始，一步步完成应用的开
发。

行业应用 行业应用 行业应用是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如城市、园区、能源
及交通等创建的应用。

在AppCube中，可以通过应用模板或从空白开始，创
建一个全新的行业应用，操作方式与轻应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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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应用类型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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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ve
Service

租户在AppCube平台外开发了一些服务，服务运行在
Docker容器中。若希望将这些服务集成到AppCube
中，供AppCube内部应用或其他第三方系统调用时，
可选择创建Native Service。更多内容请参见如何创建
原生服务。

组态管理
（BA）

为方便园区解决方案用户自动化管理设备，AppCube
提供了BA组态管理工具。用户可使用BA组态工具开发
组态管理应用，更多内容请参见组态管理（BA）。

服务组件
（BO）

BO即商业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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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基于BO，
如魔方一样创建功能各异的应用。更多内容请参见服
务组件（BO）。

业务大屏 业务大屏应用 DMAX是AppCube中的一款可视化大屏构建工具，提
供了丰富的可视化组件、灵活的数据接入和多种方式
页面构建能力，同时支持多屏适配，更多内容请参见
用户指南（DMAX大屏）。

 

4、开发低代码应用

低代码应用创建完成后，将进入开发阶段，您还需要进行以下操作。

表 2-3 开发低代码应用

操作 操作对象 使用说明

后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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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器 触发器以图形表示的方式将业务流程呈现给用户，触发
器配置好后，用户不必手动执行这些操作，系统会自动
执行。更多内容请参见触发器。

脚本 针对业务逻辑比较复杂的场景，AppCube平台提供了脚
本（Script）能力，支持用户在线开发TypeScript脚本，
完成灵活复杂的业务逻辑。更多内容请参见脚本开发。

服务编排 服务编排是一种通过简单的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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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请参见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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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对象 使用说明

BPM流程
编排

BPM即业务流程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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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内容请参见BPM流程编排。

前端开发 标准页面 标准页面是一种将一个或多个组件拖进画布，进行低代
码甚至无代码的配置，即可快速完成业务功能的前端页
面。对于一般的业务应用系统，例如请假电子流、出差
报销、在线投票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其功能主要是针
对业务数据的增、删、改、查，且前端界面的样式相对
简单的页面，此时，您即可使用AppCube提供的“标准
页面”。标准页面详细介绍请参见标准页面。

高级页面 对于一些样式比较复杂的页面，例如网站、电商、园区
大屏等，可以使用平台提供的“高级页面”。高级页面
详细介绍请参见高级页面。

集成开发 连接器 通过AppCube开发的应用可以与第三方应用系统对接，
实现微信支付、短信发送等功能。更多内容请参见与云
服务集成。

数据接入 当需要从外部数据源获取数据，按照需求对数据进行一
系列处理，然后转化成内部事件，输出给Kafka或者
ROMA。这时您可通过配置“数据接入”来实现这整个
流程。

原生服务 AppCube支持无缝集成Native服务的API，并开放给App
调用。

应用配置 配置项 开发应用时创建的各种配置项，如系统参数、选项列
表、错误码等。更多内容请参见管理员指南。

说明
系统参数、选项列表、错误码这三类配置的删除操作都属于全
局范围的操作，如果多应用同时使用的配置项，建议不要在某
一应用随意删除。

功能测试 预览应用 应用开发完成后，可预览并验证应用。例如，调查问卷
应用创建完成后，通过预览功能，可预览并体验调查问
卷应用的功能。

 

5、编译发布低代码应用

在低代码应用开发完成后，应用还需要经过编译、打包和发布。AppCube中支持编译
资产包和源码包两种类型的应用包，详情请参见源码包与资产包对比。根据应用编译
类型不同，发布方式也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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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编辑发布应用

发布方式 使用说明

我的仓库 将应用发布到我的仓库，可供其他用户在其他开发环境、沙箱环
境、运行环境中下载安装软件包，以便于测试或者使用该软件。
更多内容请参见如何将应用发布到“我的仓库”。

华为
OneMobile

将App中的标准页面和高级页面发布到华为OneMobile。更多内容
请参见如何发布到华为OneMobile。

华为OneMDOS 将应用小程序发布到OneMDOS。更多内容请参见发布到华为
OneMDOS。

WeLink-We码 将标准页面或高级页面以小程序（即应用）的方式发布到企业
WeLink，提供给企业用户使用。更多内容请参见发布WeLink
We码应用。

WeLink-轻应用 将应用发布成WeLink轻应用，提供给WeLink企业用户使用。更多
内容请参见发布WeLink轻应用。

微信 将App中的标准页面和高级页面发布到微信小程序。更多内容请参
见发布微信小程序。

下载前端运行
包

选择该方式可生成前端运行包。更多内容请参见如何发布成下载
前端运行包。

 

6、安装部署低代码应用

应用开发编译发布成应用包后，可在沙箱环境和运行环境中安装使用。

● 在沙箱环境安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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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请参见如何使用沙箱进行测
试。在沙箱环境安装应用的流程和在运行环境安装应用流程一致，如图2-4。

● 在运行环境安装应用

应用包的开发者租户，可以在当前租户的运行环境中安装应用资产包，安装后进
行测试或直接部署运行该应用。安装应用的操作，请参见如何安装已开发好的应
用。

图 2-4 在运行环境安装应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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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经典应用开发工作台介绍

初识经典应用开发工作台

图 2-5 应用开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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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应用开发界面功能说明

区域 说明

1 该区域分别提供如下功能：

● 以单个应用为维度的项目模块树视图，您可以看到一个应用下开发的所有
内容，即区域2所示。

● 资产库，显示该应用所涉及的所有资产，包括对象模型库、服务编排库
等。选择“资源管理 > 资源锁”，可查看应用中已加锁的所有资源（脚
本、服务编排、BPM、标准页面、高级页面等，已启用的资源默认处于解
锁状态），并进行解锁。

● 包管理目录，可显示该应用发布中的包或者已发布的资产包或者源码包。

● 显示该应用涉及的连接器，用于对接第三方。

● AppCube支持在App、BO或Addon App中开发或编辑服务编排、脚本、
BPM、状态机、标准页面、页面资产时，在获取锁、未激活状态且数据为
非受保护下的开发数据可以自动保存在缓存中。默认每15分钟保存一次，

长保存7天。您可以恢复 近15次自动保存的数据。

● 服务编排调试页面。

2 与区域1联动，展示应用中目录、资产、包管理、连接器等内容。例如单击轻

应用区域1的 ，区域2展示轻应用中的4个默认目录。默认目录是AppCube
推荐使用的应用文件目录结构，目录介绍如下：

● Logic：该文件夹用于存放后台逻辑。

● Model：该文件夹用于存放数据模型（即数据对象）。

● Page：该文件夹用于存放前端页面。

● Internal dependencies：内部依赖文件。

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开发习惯，单击应用右侧“+”，添加新的应用目录，自
定义放置应用资源。

3 ● 提供资源搜索功能：以关键字搜索该租户下所有资源的名称或者元数据内
容。支持高级搜索，可按照资源类型（例如脚本、高级页面等）进行搜
索，搜索结果支持实时刷新（需要先单击“更新搜索索引”，来更新索引
库，如果数据量大，更新索引库可能耗时较长。再以关键字搜索来刷新搜
索结果。）。例如您需要查看关联A对象所有资源，可以该对象名称为关
键字，选择按照内容进行搜索，或者搜索包含某具体方法的所有脚本有哪
些，可以用方法名作为关键字搜索所有脚本，搜索结果中会展示包含该方
法的所有脚本，单击搜索结果中的具体某一脚本，可显示该脚本的描述信
息，以及包含该方法的关键脚本代码。搜索结果 多展示300条。

● 提供帮助内容。

4 呈现出区域2或 左侧目录中所选择菜单的开发界面。

当您在区域4打开的界面较多时，为了方便切换界面，您可在区域3中单击
“...”从下拉选项中选择界面进行切换。当区域4中无打开菜单界面时，区域
3中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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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说明

5 此处提供如下功能的快速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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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置：配置应用的布局与颜色、导航条、选项列表、系统参数等。

● 服务：配置该应用的自定义接口以及进行接口权限控制。

6 ● 预览所开发的应用。

● 是否开启日志跟踪。

● 是否打开数据调试界面。

● 编译该应用/BO/原生服务，为发布做准备。

● 发布应用。

 

如何登录经典应用设计器

在AppCube中，您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进入经典应用设计器。本手册中的所有操
作，均以方式一中的方式，登录经典应用设计器为例进行介绍。

● 方式一：从服务控制台进入

a.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b. 在实例页面，单击“旧版入口”，进入经典开发环境首页。

c. 在“项目 > 我的应用”下，单击已有的应用，即可进入经典应用设计器。

图 2-6 进入经典应用设计器

若没有应用，请选择相应卡片，例如选择“轻应用”卡片，单击“创建空白
轻应用”，输入应用名称和标签，创建后进入经典应用设计器。

● 方式二：从应用开发界面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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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录AppCube服务控制台。

b. 在实例页面，单击“进入首页”，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c.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进入低代码应用管理页面。

d. 在低代码应用列表中，单击应用后的“编辑”，选择“经典设计器”，即可
进入经典应用设计器。

图 2-7 进入经典应用设计器

2.2 应用

2.2.1 什么是应用
应用即一个App，是一个实现了某种业务管理的可运行应用程序。创建应用是在低代
码中开发项目的第一步，也是端到端构建软件应用的入口。在开发项目工程前，请先
创建一个应用，再在应用中创建数据、后台逻辑和前台页面。

低代码应用开发平台支持通过拖拉拽创建前端页面，可视化排列、配置各种逻辑模块
化元素，创建功能各异的应用。

应用的生命周期

应用的开发阶段

应用是一个工程，可以创建对象模型，编辑标准页面和高级页面，开发服务编排和脚
本逻辑，开发商业应用业务流程等，在应用的开发环境里，可以快速实现底层逻辑。

应用的部署阶段

应用是一个可安装的包，可以实现不同租户间和不同环境间的迁移，用户只要下载和
导入这个应用包就可以部署应用。

应用的运行阶段

应用是一个可预览的运行界面。在工程能力中，将详细介绍应用的工程能力、部署打
包等能力。

应用包括哪些类型

AppCube低代码平台当前支持创建的应用类型及类型介绍，如表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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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应用类型

表 2-6 应用类型介绍

应用
类型

介绍 创建方法

轻应
用

● 轻应用一般为轻量级应用，不涉及复杂化的
代码，用户低代码（如拖拽组件，简单配
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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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击“轻应用”，即可进入轻应用页面，创
建一个空白轻应用，或基于应用模板创建一
个轻应用。

轻应用、行业应用的创
建方法类似，仅是创建
入口不同，具体创建方
法请参见创建应用。

行业
应用

● 行业应用相对轻应用而言，功能更加丰富，
使用AppCube低代码提供的各种能力组件，
采用低码或多码化模式开发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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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击“行业应用”，即可进入行业应用页
面，创建一个空白行业应用，或基于应用模
板创建一个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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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类型

介绍 创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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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放出来的接口为上层应用提供服
务。BO也可以提供管理页面，对自身的数据进
行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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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设
备BO、告警BO以及GIS服务BO等多种BO资产，
创建智能烟雾感应用，完成设备数据的接入、处
理分析以及告警监控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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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告警BO：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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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如何创建BO。

Addon应用，当需要基于已有应用或解决方案
（原有应用只能是资产包形式安装的应用）进行
定制时，可以选择Addon类型创建应用。在创建
的Addon应用里定制修改，不会影响原有应用的
代码。Addon应用和BO的区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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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创建Addon应
用。

Native Service（原生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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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原生服务。

大屏
应用

大屏应用，也称为DMAX大屏应用，是AppCube
中的一款可视化大屏构建工具，DMAX大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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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开
发者快速构建和发布专业水准的实时可视化大屏
页面。

请参见用户指南
（DMAX大屏）。

 

选择创建应用的方式

在低代码平台中，创建一个新的应用有如下两种方式。请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
方式创建应用。

● 使用模板创建应用

当业务与应用模板中的场景相似度较高时，可以尝试使用应用模板创建，并在模
板应用的基础上继续改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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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白开始创建全新应用

从前端到后端，从零开始，一步步完成应用的开发，其流程如图2-9所示。

图 2-9 创建应用流程图

2.2.2 什么是应用模板
应用模板是一种快速创建应用的方式。AppCube低代码为了降低应用开发成本，提高
应用开发效率，内置了丰富的应用模板，您可以直接使用这些预置的应用模板快速创
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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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应用模板

应用模板的分类

应用模板涵盖了人事管理、行政办公、问卷调查，以及通用应用等领域，您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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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Cube低代码典型的应用模板如下所示，其他模板介绍请以界面提供的为准。

说明

应用页面支持PC和Phone适配，本文截图以PC端展示为例进行说明。

● 调查问卷

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问卷模板，用于收集资料或管理问题记录。该模板以对应用魔
方AppCube开发者展开调查问卷为例，您可基于该模板快速自定义调查问卷内
容。

● 智慧烟感

该应用模板提供了常见消防安全应用所涉及的设施管理应用、设备BO、告警BO
以及GIS BO等多种资产，使用该模板您可快速接入IOT设备，创建智能烟雾感应
用，完成设备数据的接入、处理分析以及告警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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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打卡

助力企业或者组织管理者完成员工健康打卡管理，健康打卡包括每日健康打卡、
发烧情况跟进、健康打卡管理和发烧跟进管理。

● 出差

帮助企业快速创建出差申请及审批流程，提高出差审批效率。

● 财务报销

帮助企业用户快速处理财务报销流程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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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应用模板

在经典开发环境“首页 > 项目”页签下，单击“轻应用”或“行业应用”，进入应用
模板列表。将鼠标放在待使用的模板上，单击“使用模板”即可创建应用，详情请参
见使用应用模板创建应用。

2.2.3 创建应用
在AppCube中创建一个新的应用，有以下两种创建方式。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相应的
方式，创建应用。

1. 使用模板创建应用

当您的业务与应用模板中的场景相似度较高时，您可以尝试使用应用模板创建，
并在模板应用的基础上继续改造应用。

2. 从空白开始创建全新应用

从前端到后端，从零开始，一步步完全自己完成应用开发。

使用应用模板创建应用

为了降低应用开发成本，让您通过拖拽的方式，低代码快速完成应用的搭建，
AppCube低代码平台提供了典型场景的应用模板，您可以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直接
使用应用模板快速创建应用。本节为您介绍如何使用应用模板，创建一个新应用。

步骤1 在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轻应用”或“行业应用”。

● 轻应用：轻应用下的应用模板一般为轻量级应用，不涉及复杂化的代码，轻应用
模板涵盖了人事管理、办公管理、问卷调查、项目管理领域。例如系统提供了
“调查问卷”、“健康打卡”等典型的轻应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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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轻应用模板

● 行业应用：行业应用下的应用模板，功能更加丰富，使用了AppCube低代码平台
提供的各种能力组件，为低码或多码化模式构建的应用模板。例如系统提供了
“智慧烟感”典型的行业应用模板。

图 2-12 行业应用模板

步骤2 查看应用模板，将鼠标放在某个需要使用的应用模板上，模板上显示“查看模板”和
“使用模板”图标，单击“使用模板”。

步骤3 首次创建应用时，需要先定义专有的命名空间。

在提示框中，单击“创建”，输入“命名空间”后（例如“CNAME”），单击“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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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由于租户间的数据可打包共享，为了避免数据（例如对象、应用、服务编排等）命
名的重复，租户在创建应用前需要定义一个命名空间（所有租户下的命名空间唯一
且每个租户只能创建一个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一旦创建，不能修改和删除，创建前请确认好相关信息。建议使用公司或
团队的缩写作为命名空间。

后续创建的应用、应用元素（例如对象、脚本、服务编排、页面等）的名称前，系统
会为其自动增加命名空间。例如，将命名空间定义为“CNAME”，后续创建的所有应
用、应用元素（对象、脚本、页面等）都将以“CNAME__”开头。

图 2-13 输入命名空间

步骤4 命名空间创建完成后，将自动进入创建应用页面。

根据选择的模板类型，将跳转到“创建轻应用”或“创建行业应用”页面，在基本信
息页中，填写应用标签和名称，单击“创建”即可。

说明

“标签”后续可以修改，“名称”则是应用在AppCube低代码平台中的唯一标识，创建后，不
支持修改。

图 2-14 创建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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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创建轻应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添加图标 新建轻应用的图标。

标签 轻应用的展示名称。

名称 轻应用在系统内的唯一标识。输入标签值后单击该参数的输入框，系
统会自动生成轻应用的名称。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名空间
__。应用创建后不支持修改应用名称，只能修改标签。

分类 应用所属的分类。设置分类后，工程列表和库列表都可以根据应用或
BO的分类进行筛选。

描述 轻应用的描述信息。

运行时版本 开发的资产包依赖所选择的运行时版本，若线下运行版本不一致，可
能产生不兼容。

展开“高级设置”时，才会显示该参数。

 

系统会自动创建该轻应用，创建后，显示页面如下。

图 2-15 创建完成后的模板应用

步骤5 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即可预览该应用，进行体验。

说明

基于应用模板创建应用后，还可进行简单配置，快速定制和扩展应用，满足自身业务的个性化诉
求，更多操作请参见调查问卷轻应用开发和智慧烟感行业应用开发。

----结束

从空白开始创建一个全新的应用

空白轻应用和空白行业应用的创建方法类似，本章节以创建一个轻应用“班级管理系
统应用”Class Management为例，向您介绍如何创建空白应用。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4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qs-appcube/appcube_02_003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qs-appcube/appcube_02_0092.html


步骤1 在AppCube低代码平台开发环境“首页 > 项目”页签下，单击“轻应用”，再单击
“创建空白轻应用”，创建后进入应用开发界面。

步骤2 首次创建应用时，需要先定义专有的命名空间。

在提示框中，单击“创建”，输入“命名空间”，例如“CNAME”，再单击“创
建”。如果已创建了命名空间，则直接进入下一步。

注意

● 由于租户间的数据可打包共享，为了避免数据（例如对象、应用、服务编排等）命
名的重复，租户在创建应用前需要定义一个命名空间（所有租户下的命名空间唯一
且每个租户只能创建一个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一旦创建，不能修改和删除，创建前请确认好相关信息。建议您使用公司
或团队的缩写作为命名空间。

后续创建的应用、应用元素（例如对象、脚本、服务编排、页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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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脚本、页面等）都将以“CNAME__”开头。

图 2-16 输入命名空间

步骤3 命名空间创建完成后，将自动进入创建应用页面。

根据选择的模板类型，将跳转到“创建轻应用”或“创建行业应用”页面，在基本信
息页中，填写应用标签和名称，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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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创建应用

表 2-8 创建轻应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添加图标 新建轻应用的图标。

标签 轻应用的展示名称。

名称 轻应用在系统内的唯一标识。输入标签值后单击该参数的输入框，系
统会自动生成轻应用的名称。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名空间
__。

分类 应用所属的分类，设置分类后，工程列表和库列表都可以根据应用或
BO的分类进行筛选。

描述 轻应用的描述信息。

运行时版本 开发的资产包依赖所选择的运行时版本，若线下运行版本不一致，可
能产生不兼容。

展开“高级设置”时，才会显示该参数。

 

步骤4 应用创建完成后，将自动跳转到应用开发界面。

轻应用中系统预置了Model、Logic、Page和Internal dependencies四个目录。默认目
录是AppCube低代码推荐使用的应用文件目录结构，后续开发的页面、对象及后台逻
辑，建议按照以下对应关系进行创建，以便应用目录管理。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开发
习惯，单击应用名称右侧“+”，添加新的应用目录，自定义放置应用资源。

● Logic：用于存放后台逻辑。

● Model：用于存放数据模型（即数据对象）。

● Page：用于存放前端页面。

● Internal dependencies：内部依赖文件，如BO、原生服务。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51



图 2-18 轻应用默认目录

----结束

后续操作

应用创建完成后，将进入应用开发阶段，还需要进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对象，请参见对象。

2. 创建标准页面，请参见标准页面。

3. 创建后台业务逻辑，请参见脚本开发、服务编排或BPM流程编排等。

4. 编译发布安装应用，请参见应用打包发布。

2.2.4 创建 Addon 应用

什么是 Addon 应用

当需要基于已有资产包类型的应用或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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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Addon应用类型创建应用。

该方式创建的应用，会继承原有应用或者解决方案包里的应用设置，如站点设置、导
航条等，可将原有应用或者解决方案包里应用的组件资产添加到Addon应用里进行定
制，复用已有资产，满足业务需求，大大提高开发效率。

基于已有应用创建 Addon 应用

例如，基于“Facility Management”（设施管理）应用创建Addon应用，需要提前安
装好“Facility Management”资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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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开发环境首页“库”页签中资产

步骤1 在开发环境“首页 > 项目”页签中，单击“行业应用”，再单击“创建Addon应
用”。

步骤2 设置标签和名称，选择依赖的解决方案或者App，单击“创建”。

图 2-20 创建 Addon 应用

表 2-9 Addon 应用基本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添加图标 新建Addon应用的图标。

标签 Addon应用的展示名称。

名称 Addon应用在系统内的唯一标识。输入标签值后单击该参数的输入
框，系统会自动生成Addon应用的名称。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
命名空间__。

分类 Addon应用所属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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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描述 描述信息。

依赖 依赖的应用或者解决方案。

须知
依赖的应用必须为资产包类型，依赖的应用为开发环境首页“库”页签中存在
的应用。因为源码包类型的应用包，包中组件不受保护，可直接进行定制开
发，而资产包中的组件是受保护的，当需要基于资产包中组件进行定制时，可
创建基于该资产包应用创建Addon应用进行定制开发。

 

创建后，页面跳转到Addon应用开发页面，在页面上方为Addon应用定制内容，
“External dependencies”里为依赖的应用目录树。

图 2-21 Addon 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开发定制内容，如基于依赖App中的服务编排进行定制。

1. 鼠标放在Addon应用定制目录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选
择“服务编排”。

2. 在“添加服务编排”页面选中“使用已有的服务编排”，勾选需要依赖的服务编
排，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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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添加服务编排

添加后，在Addon应用定制目录下的Logic文件夹中，会显示该定制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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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添加结果

3. 在该服务编排开发页面定制新功能。定制后，单击 ，选择新版本或者新服务编
排保存。

说明

在后续将Addon应用打包时，打包操作可参考如何编译发布应用。只能将定制内容打包出
去，依赖的内容不会随Addon应用打包发布出去。

----结束

基于解决方案创建 Addon 应用

步骤1 在开发环境“首页 > 项目”页签中，单击“行业应用”，再单击“创建Addon应
用”。

步骤2 设置标签和名称，选择依赖的解决方案，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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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创建 Addon 应用

创建后，页面跳转到Addon应用合集开发页面，由于依赖的解决方案中有两个App，可
选择具体的App进行定制。

图 2-25 Addon 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单击Addon应用后的“+”，选择需要依赖的App，单击“创建”，创建子Addon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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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创建子 Addon 应用

创建成功后，显示如图2-27所示页面。

图 2-27 创建成功显示页面

步骤4 双击上一步创建的子Addon应用名称，进入子Addon应用，可依赖于基于的应用进行
开发定制，定制过程和基于已有应用创建Addon应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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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进入子 Addon 应用

步骤5 定制后单击上方菜单的第一层级，例如“testaddon”，进入Addon App合集开发页
面，也可以基于第二个应用继续创建子Addon应用进行定制开发。

定制完成后，可对整个Addon应用合集进行打包发布，打包操作可参考如何编译发布
应用。只能将定制内容打包出去，依赖的内容不会随Addon应用打包发布出去。

----结束

2.2.5 如何编译发布应用

应用包类型

在应用开发完成后，应用还需要经过编译、打包和发布。AppCube低代码平台支持编
译资产包和源码包两种类型的应用包。应用编译类型不同，发布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 源码包：该类型包中的所有组件都不受保护和限制。在其他开发环境安装后可编
辑包中组件，即在原有基础上可进行再开发。选择源码包类型进行发布，只支持

发布到我的仓库（即发布到租户私仓）。发布后，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
可在“已发布 > 源码包”页签中，查看到发布的应用。源码包只能在开发环境中
安装，若后续其他用户在开发环境安装后，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
签下。

● 资产包：资产包支持设置包中的组件是否受保护。打包时不做编译设置，默认打
出的包都是资产包，包中组件都为只读保护模式，将包安装到其他环境时，只能
运行和预览，不可编辑包中的组件。AppCube低代码支持多种资产包发布方式。

当选择发布到我的仓库时，发布后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可在“已发布 >
资产包”页签中，查看到发布的应用，也可在开发环境管理中心的“我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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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查看到已发布的资产包。资产包可以安装在开发、沙箱和运行环境，若后续其
他用户在其他开发环境安装资产包后，应用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库”页签
下。

图 2-29 应用编译发布入口

如何编译发布应用

在AppCube低代码平台中，编译发布应用主要包括如下三步。

步骤1 属性设置。

1. 在应用中，单击左下角的 ，选择“设置”。

图 2-30 编译前属性设置入口

2. 请根据实际用途设置需要编译的应用包类型（资产包、源码包）以及相关组件的
属性（例如是否组件代码受保护、是否只读可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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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软件包设置

步骤2 编译。

设置完成后，单击左下角的 图标，选择“编译”，启动应用编译。如果编译错误，
则需要对错误组件进行修复，完成后才可进行下一步。

图 2-32 编译成功页面

步骤3 打包发布。

编译（资产包）完成后，单击 ，会出现如图2-33所示页面。请根据实际需要，选
择发布方式。例如，发布到AppCube下的“我的仓库”，也可以发布到其他平台。其
中，发布到“我的仓库”主要用于后续的沙箱环境测试和生产环境运行。发布到其他
平台主要用于应用分享和商业用途。编译发布应用更多介绍，请参见应用打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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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编译类型为“源码包”时，只有发布到“我的仓库”一种发布方式。

图 2-33 发布应用

----结束

2.2.6 如何安装已开发好的应用

应用安装场景

应用开发编译发布成应用包后，可在开发环境、沙箱环境和运行环境中安装使用。具
体有如下两种安装场景：

● 应用包的开发者租户，可以在当前租户的运行环境以及沙箱环境安装应用资产
包，安装后进行测试或直接部署运行该应用。

● 其他租户可以在开发环境安装应用源码包，进行二次开发、参考或查看。在沙箱
环境、运行环境中安装应用资产包，进行测试或直接部署运行该应用。

说明

什么是源码包？与资产包有什么区别，详情介绍请参见导入导出应用源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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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应用有哪些方式

AppCube低代码平台提供了如何通过导入方式安装应用和如何在我的仓库安装应用两
种应用安装方式。请根据实际操作场景，选择安装应用的方式，应用安装场景及对应
的安装方式，如表2-10所示。

表 2-10 应用安装场景及方式

场景 应用包来源 安装方式 安装环境 用途

安装当前租
户

我的仓库 我的仓库 沙箱、运行
环境

测试、部署运行

线下获取的
应用资产包

导入方式 沙箱、运行
环境

测试、部署运行

安装其他租
户的应用

线下获取的
应用源码包/
资产包

导入方式 开发环境 二次开发、参考或查看

说明
导入应用源码包支持二次
开发，导入资产包只支持
查看。如何编译应用包，
请参见导入导出应用源码
包。

线下获取的
应用资产包

导入方式 沙箱、运行
环境

测试、部署运行

 

如何下载已发布的应用

步骤1 登录开发环境，在开发环境首页选择“我的应用”中某个已开发好的应用，进入该应
用的开发工作台。

步骤2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左侧菜单栏中，单击包管理图标 。

步骤3 在“已发布”下，单击已发布的应用，选择“资产包”或“源码包”。

步骤4 单击一条包记录，在右侧页面单击“下载”。

说明

如果包管理下，还没有已发布的应用包，请先将当前应用编译打包。如何编译打包应用，请参见
应用打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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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选择包类型下的应用包

步骤5 将下载到本地的应用包发送给其他需要安装该应用的用户。

----结束

如何通过导入方式安装应用

导入方式安装应用时，支持导入源码包和资产包两种类型，两者的差异如下：

● 在开发环境安装源码包应用。

安装后，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源码包是其他用户开发完应
用后，打包编译时选择“源码包”发布出来的应用包。源码包中的所有组件都不
受保护和限制，且不能安装自己帐户下开发的应用。

● 在开发环境安装资产包应用。

安装后，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库”页签下。资产包是用来在运行环境安装
部署的正式包，所以仅支持预览和查看，不能进行二次开发或编辑。

● 在沙箱环境或运行环境中安装资产包应用。

资产包是某用户开发应用后，打包编译时选择“资产包”发布出来的应用包。资
产包支持设置包中的组件是否受保护。打包时不做编译设置，默认打出的包都是
资产包，包中组件都为只读保护模式，将包安装到其他环境时，只能运行和预
览，不可编辑包中组件。

步骤1 请参考如何下载已发布的应用中操作，提前获取待安装应用的安装包。

步骤2 需要安装该应用的用户登录对应环境（开发环境、沙箱环境或运行环境），单击“管
理”，选择“应用管理 > 软件包管理 > 软件包安装”。

软件包列表中会显示当前租户已安装的所有软件包。

步骤3 单击“新建”，在“软件包安装”页面将应用包拖进去。当需要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
性变更情况时，请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单击“检查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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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安装软件包

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表示安装前会检查软件包中的对象属性变
更情况。对象属性变更可能引起环境中某些对象记录内容的变化，默认不勾选。

说明

在安装升级源码包时，如果源码包中使用了受保护模式的组件，安装会报错，需要修改源码包中
使用的组件，在环境中上传组件后，才可正常安装。

步骤4 （可选，若上一步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请执行该步骤）在“属
性变更”页面查看待安装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化。确定后，单击“继续安装”。

图 2-36 属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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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可选，安装应用后，默认会添加可见权限）在用户的权限配置中，检查是否已添加
该应用的可见权限。

1.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

2. 单击具体的权限，在权限配置详情页面的“应用程序设置”页签，检查应用权
限。

应用包安装后，默认会在权限配置中添加该应用的“可见性”权限。若没有添

加，请在“应用程序设置”页签单击右上角 ，选中安装应用的“可见性”复选

框，单击 。

步骤6 检查应用是否已安装。

● 若是在其他开发环境中安装源码包应用，可在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
查看已安装好的源码包。

● 若是在开发、沙箱或者运行环境中安装资产包应用，在管理中心选择“应用管理

> 应用导航”，单击该应用所在行的 ，可预览该应用。

----结束

如何在“我的仓库”安装应用

“我的仓库”只适用于安装本租户下用户发布的资产包。“我的仓库”即租户私仓，
开发者将应用发布到“我的仓库”后，AppCube默认将该应用同步到该租户下的沙箱
环境或者运行环境“我的仓库”中。当前租户下其他用户可以直接登录沙箱环境或者
运行环境，通过“我的仓库”安装该应用。

步骤1 该租户下其他用户登录需要安装应用的沙箱或者运行环境。

步骤2 在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我的仓库”。

步骤3 鼠标放在需要安装的软件包上，单击 ，或者直接单击“安装”，在弹出的确认框中
单击“确定”。

步骤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应用导航”。

步骤5 在该应用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 ，可预览该应用。

----结束

2.2.7 如何使用已安装应用
应用开发完编译发布成应用包后，可以在开发环境、沙箱环境和运行环境中安装使
用，本节将为您介绍如何使用已安装应用。

如何查看已安装应用类型

使用已安装应用之前，需要先了解已安装应用的两种类型：

须知

当前版本，仅支持更新应用版本，不支持回退版本，只能重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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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码包，一般用于二次开发或应用代码归档。

源码包仅支持在开发环境中安装（不能安装租户自己开发的源码包）。安装后，
可在开发环境首页“我的应用”中查看到源码包应用。进入源码包应用之后，原
应用存在的应用资源（例如页面、数据对象、脚本等）都带有原开发者命名空间
的前 。

图 2-37 源码包在开发环境中的位置

● 资产包，一般用于测试、部署或正式运行。

资产包可以安装在开发环境（不能安装租户自己开发的资产包）、沙箱环境以及
运行环境。

– 在开发环境中，安装资产包应用后，可在开发环境首页的“库”中查看，且
只能用于查看参考，不支持编辑。

– 在沙箱环境、运行环境中，安装资产包应用后，可在管理中心的“应用管理
> 应用程序列表”中查看。

图 2-38 应用列表中的资产包

说明

应用编译打包类型及区别，请参见应用打包发布和导入导出应用源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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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开发环境对已安装的源码包（导入方式）进行二次开发

如果导入了一个其他开发者开发的应用源码包，可以参考以下方式进行二次开发。

步骤1 在开发环境“首页 > 项目 > 我的应用”下，查找已导入的应用名。

图 2-39 源码包在开发环境中的位置

步骤2 单击应用名，进入应用，在应用开发工作台中，查看原应用的应用元素，按照正常应
用开发操作进行开发。

须知

如果要引用原有的应用资源，则需要注意命名空间前 。在二次开发的应用中，原有
的应用元素保存原开发者的命名空间的前 ，后续在当前租户下创建的页面、对象、
脚本等，则使用当前租户的命名空间的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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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 导入方式安装的源码包

----结束

如何在沙箱环境、运行环境运行已安装的应用

步骤1 登录运行环境或沙箱环境。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 > 应用导航”。

步骤3 在应用程序列表中，单击已安装应用后的 ，可预览并运行应用。

图 2-41 预览应用

----结束

2.2.8 如何设置应用

除了定义应用包含的页面、对象、后台处理逻辑，还支持定义应用的页面布局、导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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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系统参数、选项列表、错误码这类配置的删除操作都属于全局范围的操作，如果是多
个应用同时使用的配置项，建议不要在某一应用内随意删除。

2.2.8.1 设置布局与颜色

使用说明

应用布局是应用界面的框架，本章节介绍如何更改框架的样式和颜色。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配置”，进入应用配置页面。

步骤4 在“布局与颜色”页签，设置应用布局样式。

● 主题颜色：系统预置的主题颜色，其中“华为云经典”为华为云主题。

● 图标：设置应用Logo，如更改Logo图片、设置圆形图标和隐藏文字。将鼠标放在
“图标”下的图片上，选择“更改”，可更改应用Logo。

● 布局：选择“布局”中的样式，在右侧区域设置布局参数，如菜单、子菜单、页
签、应用标题的字体及颜色等。

● 布局选项：提供了一些常见选项，用于设置应用布局。

表 2-11 布局选项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启用页签栏 是否启用页签栏。

默认折叠菜单 是否默认折叠菜单。

切换菜单时记录浏览器历史 切换菜单时，是否记录在浏览器历史中。

是否全屏 是否全屏显示页面，全屏后会折叠左侧菜单。

隐藏国际化按钮 是否隐藏右上方国际化按钮。

禁用应用切换 是否禁用应用切换。禁用后，在运行态Portal中
单击左上角应用图标，不会再弹出切换应用的界
面。

隐藏菜单图标 是否隐藏菜单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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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隔离其他应用的BPM流程 是否在主页页签（即个人任务相关页）隔离其他
应用的BPM流程。勾选后，如果该应用导航条
设置了主页页签，预览应用，在应用主页页签
“我的待办”中不会显示其他应用的BPM流
程，在历史任务“已完成流程历史”、“已终止
流程历史”及“已挂起流程历史”页签中也不会
显示其他应用的BPM流程。

 

步骤5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6 在应用开发页面，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 ，可预览应用查看设置效果。

----结束

2.2.8.2 设置视图

使用说明

设置该站点页面在Web或者Mobile设备下的视图显示。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页面设置”。

步骤4 在“视图”页签中，设置视图。

图 2-42 设置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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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图类型

– 电脑端 + 手机端：支持在Web和Mobile设备上显示。可通过设置“default”
设置该站点默认显示视图。

– 电脑端：只支持在Web设备上显示。

– 手机端：只支持在Mobile设备上显示。

● 视图属性

– 宽度：该视图下站点的显示宽度。

– 高度：该视图下站点的显示高度。

– 列数：该视图下站点的显示栅格纵数。

– 默认：是否为默认视图。

– 操作：单击 ，可配置该视图下站点的分辨率、列数、是否默认。单击 ，
可配置该视图下站点页面的页头前 、页头后 、Body前 、Body后 、页
头、页脚、Cookie设置。该配置对此站点所有页面生效，例如在页头前 中
加入脚本或者设置style样式。

须知

当前系统基于业务诉求，对开发者开发的脚本无法从机制上保证安全，需开
发者自行保证安全。

----结束

2.2.8.3 自定义导航条

使用说明

导航条即应用的导航栏菜单，一个应用中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导航菜单页签。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配置”，进入应用配置页面。

步骤4 在“导航条”页签中，单击“+”后选择“添加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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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新建导航条

步骤5 配置导航页签信息，单击“保存”。

表 2-12 新建页签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页签类型 选择导航页签的类型。

● 主页页签：用于展示个人任务相关的信息。

● 对象页签：关联一个对象的布局，将展示指定对象的某个
布局页面。

● 标准页面页签：用于关联并展示一个标准页面。

● 高级页面页签：用于关联并展示一个高级页面。

● BPM页签：用于关联并展示一个BPM。

● Web页签：用于关联一个URL，将展示URL对应的网页或
页面。

● 状态机页签：用于关联并展示一个状态机。

● 报表页签：用于关联并展示一个报表。

● 仪表板页签：用于关联并展示一个仪表板。

“页签类型”选项配置不同时，界面参数展示也有所不同。
请根据“页签类型”具体选项配置参数。

显示区域 导航页签的显示区域。

● 主页菜单：会按照设置布局与颜色选择的布局样式进行显
示，例如显示在侧栏或者顶栏区域。

● 自定义菜单栏：选择该方式后，在应用的运行态Portal
中，单击右上角用户名，会在下拉选项中显示导航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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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打开方式 导航页签的打开方法。

● 当前窗口：选择该导航页签后，在当前窗口打开页面。

● 新窗口：选择该导航页签后，在新窗口打开页面。

标签 导航页签的展示名称。

名称 导航页签在系统中的存储标识，系统会根据“标签”取值自
动生成。

图标 导航页签的展示图标。

描述 导航页签的描述信息。

 

步骤6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上方的保存图标。

----结束

2.2.8.4 设置页面

使用说明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您可以快速了解高级页面相关的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页面设置”。

应用创建后，默认该应用站点处于被解锁状态，“页面设置”页签 上方

分别表示锁定、解锁、保存和发布该站点所有页面。

步骤4 在进行高级页面相关配置前，需要先单击 ，在弹出的提示框单击“确认”，锁定页
面设置。

锁定后，该站点所有页面将会被自动保存并更新至 近版本。

步骤5 在“常用”页面，配置页面的基本属性。

表 2-13 页面常用配置

参数 说明

站点名 系统默认生成的站点名，不可修改。创建应用时，系统默认会创
建并分配一个站点。

站点域名 站点的运行态域名。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修改，如果您的站点有单
独的CDN和域名，则可以在此修改域名。

主页 站点的首页。站点存在页面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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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站点导入/导出 导入或导出站点文件，包括站点元数据。

 

步骤6 在“插件”页面，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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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7 在“资源”页面，可查看并引用应用需要的Library。

步骤8 在“属性”页面，可配置站点属性。

● 站点设置

– 合并并压缩资源：勾选后，在发布该应用时，对应用中所有高级页面涉及的
css和js文件进行合并及压缩，这样可以有效降低运行时服务器压力，但从终
端浏览器首次访问该站点页面时，访问时间会稍微增加。

– 资源延迟加载：勾选后，在body标签中加载资源。

– 包含HTML5的DOCTYPE标签：勾选后，在发布后的页面中包含HTML5的
DOCTYPE标签。

● 站点属性：单击“新建站点属性”，可添加新的站点属性。

– client id：应用ID，不可以修改和删除，是系统预置属性。

– client secret：应用认证的密钥，不可以修改和删除，是系统预置属性。

– tenant id：租户ID，不可以修改和删除，是系统预置属性。

步骤9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上方的保存图标。

----结束

2.2.8.5 设置宏

使用说明

宏是站点级的变量，可在开发Widget时使用“${sm.变量名}”调用该变量。

创建宏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页面设置”。

步骤4 在“宏”页签，单击“新建站点宏”，在“站点宏键”和“站点宏值”中设置变量名
和变量值。

例如，设置一个变量名为“Macro1”，取值为“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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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 新建站点宏

步骤5 设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上方的保存图标。

----结束

使用宏

宏创建完成后，可在开发Widget时使用该变量。

例如，在编辑某页面Widget时，将页面属性“Text Property”设置为“$
{sm.macro1}”，左侧该Widget“Text Property”属性值展示为“hello world”，即
成功使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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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 自定义选项列表

使用说明

自定义选项列表用于定义对象的字段可选用的值，类似于定义下拉列表的一组枚举
值。

本节定义的是全局选项列表，您可以在为对象添加字段时，为其定义私有的选项列
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定义自定义对象的字段（Fields）。

如何创建选项列表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配置”，进入应用配置页面。

步骤4 在“选项列表”页签，设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步骤5 单击“新建”，新建一个选项列表，也可以单击“导入”，选择系统中已创建的选项
列表进行导入。

步骤6 输入标签、名称，在“值”区域单击“新增”并输入值的标签和值。

图 2-45 配置选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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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选项列表在用户界面展示的名称，必填字段，可以由字母，数字，
下划线组成。

名称 选项列表的唯一标识，供AppCube的其他区域引用选项列表时使
用。

值/标签 选项列表的一组可选值在用户界面展示的名称。

值/值 选项列表的一组可选值。

单击“新增”可添加选项列表值。

 

步骤7 单击“新建”，返回选项列表页面。

步骤8 在选项列表中，单击刚创建的选项列表。

系统显示选项列表详情页面，在详情页面中，可以修改此选项列表的标签名、描述和
值，启用或者禁用选项列表。也可以单击某个选项列表值后的编辑按钮，勾选某个值
的“默认”选项，单击“保存”，设置该值为默认值。

图 2-46 选项列表详细信息

----结束

如何使用选项列表

选项列表创建后，可以在对象模型、标准页面、决策表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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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对象的某字段类型为“选项列表”或“选项列表（多项选择）”时，可引入已
有的选项列表。在“值”下方选中“全局选项列表”后，可以在右侧的选项列表
里选中当前应用下定义或者导入的选项列表。

● 标准页面下拉框组件中设置选项列表，在下拉框“属性”下的“选项列表”中单
击齿轮图标，在弹窗中搜索需要用到的选项列表，单击“确定”。

说明

在标准页面与在对象中调用不一致的内容：在对象中能选择的选项列表是应用级的，即当
前应用下配置里的选项列表可用；但是在标准页面里是可以选择全局选项列表的，如果标
准页面里选中的全局选项列表，需要在配置里导入或者定义，否则在打包应用时，可能会
因为选项列表的缺失而导致下拉框空白现象。

● BPM中决策表的出参、入参类型为选项列表时，可引入已有的选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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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7 设置系统参数

使用说明

与环境、业务要求等紧密相关的参数取值经常变化，可以将这样的参数设置为系统参
数。AppCube低代码提供了统一的系统参数配置页面，便于集中维护与管理。当参数
发生变化时，仅需要修改一次系统参数取值，引用该系统参数的地方都会更新成为修
改后的值。

场景描述

新增、查询系统参数并进行修改。系统参数创建后，可以在其他地方以{!
parameter_name}方式引用。例如，在如下两个场景使用系统参数：

● 将系统公用邮箱设置为系统参数。

● 将系统定时数据清理的执行时间设置为系统参数。例如系统执行数据清理任务
时，会自动查询是否配置了系统参数“bingo.expiretask.execute.time”
（AppCube已预置该系统参数），查询到后，会按照配置的时间来启动数据清理

本节介绍的是在App内配置系统参数，您还可以在管理台下创建系统参数，相关操作
请参考配置系统参数。两者的区别是在App里配置系统参数，可在打包发布App时，将
系统参数一起发布出去，在管理台设置系统参数无法随App发布出去。

如何创建系统参数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配置”，进入应用配置页面。

步骤4 在“系统参数”页签，配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步骤5 单击“新建”，新建参数，也可以单击“导入”，选择系统中已创建的系统参数进行
导入。

步骤6 配置相关参数，单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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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使用命名空
间

系统参数名称中，是否加“命名空间__”前 。

勾选该选项时，可确保跨租户全局唯一。

名称 系统参数名称，名称需要能尽可能的表明参数的业务含义，避免与其
它参数混淆。建议您使用“APP/BO名称_系统参数名称”来命名。

例如：APPName_MaxValue。

值类型 系统参数取值类型。

● 时间

● 文本

● 数字

● 布尔

值 参数取值，根据所选的不同参数类型来设置参数取值。

文本类型的值可以设置是否加密。

描述 系统参数的简要说明。

是否默认 打包时，是否保留当前参数的取值进行打包。

是否加密 值是否加密保存。

当值类型为“文本”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权限 配置哪些权限可以读取该系统参数。

 

----结束

如何使用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创建完成后，可在脚本、服务编排、流程编排BPM和数据接入中使用。

● 脚本：脚本代码引入系统参数的代码行中，引入“sys”系统库，并使用
“sys.getParameter('系统参数名')”引入系统参数。

例如，脚本里编辑如下代码，执行脚本，不用输入入参，查看“日志”页签打印
的日志。
import * as sys from 'sys'; 
let sysParam = sys.getParameter('命名空间__APPName_MaxValue'); 
console.log("MaxValue:", sys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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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编排：在服务编排的“全局上下文”中，新增公式变量，表达式输入
“SYSPARAMETER('系统参数名')”，引入系统参数，注意数据类型保持一致。

● BPM：在BPM的“全局上下文”中，新增相同数据类型的变量，图元配置中设置
该变量，值输入“SYSPARAMETER('系统参数名')”，引入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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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接入：在数据接入的输入源“添加5G消息”页面勾选“引用变量”，以“{!
系统参数名}”方式引入系统参数。注意数据类型要符合数据接入定义的要求。

图 2-47 数据接入中引入系统参数

● Rest服务连接器：在Rest服务类型连接器（自定义连接器）的“动作”页签，单
击“新建”。在“新建REST Action”页面的URL内，使用“{!系统参数名}”方式
引入系统参数。

图 2-48 “Rest 服务”连接器中引入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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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脚本、服务编排、BPM 中加密数据？

用户使用AppCube的脚本、服务编排、流程编排BPM等开发的内容是不会加密存储
的。如果用户需要加密数据，请使用加密类型的系统参数。

步骤1 参考如何创建系统参数中操作，新建加密类型的系统参数。

例如，appClientId，注意要勾选“是否加密”。

图 2-49 进入新建系统参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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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 新建 appClientId 系统参数

步骤2 在脚本、服务编排、流程编排BPM中，使用上一步创建的系统参数。

● 脚本：脚本代码中引入系统参数的代码行中，引入系统库，并使用
“sys.getParameter('appClientId')”引入系统参数。
import * as sys from 'sys'; 
......
        let cliendId = sys.getParameter('appClientId');

● 服务编排：在服务编排“全局上下文”中新增公式变量，表达式输入
“SYSPARAMETER('appClientId')”，引入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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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M：在BPM的“全局上下文”中，新增文本类型的变量，图元配置中设置该变
量，值输入“SYSPARAMETER('appClientId')”，引入系统参数。

----结束

2.2.8.8 设置定时任务

使用说明

通过创建定时任务，让系统自动执行某脚本完成业务功能。

场景描述

创建一个定时任务“OfferingOffline”，用于实现从2018-12-28开始，每天零点自动
将过期商品下架。其中，将过期商品下架的功能由“OfferingOffline”脚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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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定时任务前，需要先开发实现定时任务功能的Script脚本，Script脚本的开发可
参考脚本开发。

本章节介绍的是在应用内配置定时任务，也可以在管理中心下创建定时任务，相关操
作请参考创建定时任务。两者的区别是在应用里配置的定时任务，可在打包发布应用
时，将定时任务一起发布，在管理中心设置的定时任务无法随应用发布。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配置”，进入应用配置页面。

步骤4 在“定时任务”页签，设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步骤5 单击“新建”，新建定时任务，也可以单击“导入”，选择系统中已创建的定时任务
进行导入。

步骤6 参照表2-16，设置定时任务参数，单击“保存”。

表 2-16 定时任务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新建定时任务的名称。

类型 选择定时任务的执行类型，支持脚本或服务编排。

服务编排/脚本 选择定时任务执行的脚本或服务编排。

任务首次执行时间 首次执行脚本的时间。

执行次数 定时任务执行次数，支持“仅执行一次”和“按设置的频
率执行多次”。

执行周期单位 当“执行次数”配置为“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时，需
要设置执行任务的时间间隔单位，如月、天、小时或分
钟。

执行周期 当“执行次数”配置为“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时需要
设置。

描述 该定时任务的描述信息，建议描述其用途。

 

步骤7 定时任务创建成功后，默认为启用状态，在定时任务详情页单击“禁用”，可禁用定
时任务。

----结束

2.2.8.9 自定义错误码

使用说明

AppCube低代码平台支持对错误码信息进行多语言国际化配置。通过配置错误码，实
现根据用户使用的语言不同将错误码信息进行不同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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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主要介绍如何在应用内配置错误码，您还可以在管理台下配置错误码，相关操
作请参考配置错误码。两者的区别是在App里配置错误码，可在打包发布App时，将错
误码一起发布出去，在管理台设置错误码无法随App发布出去。

如何创建错误码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配置”，进入应用配置页面。

步骤4 在“自定义错误码”页签，设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步骤5 单击“新建”，新建错误码，也可以单击“导入”，选择系统中已创建的错误码进行
导入。

步骤6 配置错误码参数，单击“保存”。

图 2-51 新建错误码

表 2-17 错误码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用户自定义的错误码名称，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节，包括命名空
间。

例如：配置为“Error001”。

系统会根据“名称”和“语言”匹配错误码进行展示，请确保“名
称”、“语言”是唯一的。

类别 新增错误码所属的分类。

Http状态码 Http协议状态码。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88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dmin-appcube/appcube_06_0026.html


参数 参数说明

语言 请根据实际情况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语言类型。目前支持中文、英
文、西班牙语、法语和缅甸语。

● 单击“新增”，支持创建多语言错误码。

● 若支持的语言未在下拉框中显示，可单击语言后的 ，再单击
“翻译工作台”，跳转到翻译工作台配置页面，添加支持的语
言。

格式 新增错误码的信息描述，长度不能超过255个字节。

在描述中，可以用{Number}表示变量名。例如， {0} 表示第一个
输出变量，{1} 表示第二个输出变量，以此类推。

例如：配置为“这个是{0}的报错：{1}！”。

 

----结束

如何使用错误码
● 在脚本里使用错误码：

通过新建脚本将上文创建的错误码抛出，在脚本中增加抛出错误信息的context函
数setI18nError('错误码名称','变量1','变量2')。

a. 在应用开发页面，创建一个新脚本。

鼠标放在应用开发工作台的某一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
本”。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脚本名称，单击“添加”。

b. 在脚本编辑器中录入如下代码，并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保存图标 。
import*as context from'context';
context.setI18nError('命名空间__Error001','测试用例','脚本使用错误码的用例解读')

c. 测试执行脚本。

单击代码编辑器上方的 ，执行脚本。在页面底部，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图标。在“输出参数”页签，可查看到抛出的错误码信息，如图2-52所

示。

图 2-52 运行脚本后显示界面

d.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的 ，启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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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务编排里使用错误码：

在“全局上下文”中，新建公式变量，使用表达式
SETI18NERROR(ErrorCodeName','变量1','变量2')方式引入错误码。

图 2-53 服务编排里使用错误码

说明

目前BPM中错误码由BPM调用的脚本和服务编排抛出。

2.2.8.10 设置字段多语言资源

使用说明

将一个对象的某个字段设置多语言类型，在填写这个字段时，可以使用已定义字段多
语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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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本章节主要介绍在应用内配置字段多语言资源，您也可以在管理中心进行配置，相关
操作请参考配置字段多语言资源。两者的区别是在应用中配置的字段多语言资源，可
在打包发布应用时，将字段多语言资源一起发布，而在管理中心设置字段多语言资源
无法随应用发布。

新增多语言资源

步骤1 登录低代码开发页面。

步骤2 在我的应用中，单击对应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页面左下角，选择“配置”，进入应用配置页面。

步骤4 在“多语言”页签，配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步骤5 单击“新建”，新建多语言。

除了新建多语言，还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单击“导入”，选择系统中已创建的多语言进行导入，即将租户库中多语言导入
到该应用中。

● 单击“导出数据”，将多语言数据导出，进行修改后，通过管理中心的“系统管
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入”进行导入。

● 支持按照语言值（语言内容）和名称（多语言资源名称）进行关键字搜索。

步骤6 参照表2-18，设置多语言参数，单击“保存”。

表 2-18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多语言资源标签，在字段引用多语言资源时引用。

类别 多语言资源分类，仅作为内部管理使用。

描述 多语言资源的描述信息。

 

步骤7 在多语言详情页面，单击值中的“新建”，设置语言类型和该语言下资源的翻译内
容。

步骤8 重复上一步，配置其他语言类型。

须知

多语言中配置的信息，可以通过无认证方式访问，请勿设置敏感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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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11 配置数据导入模板

使用说明

通过定义数据导入模板，定义后下载模板，录入数据，再导入数据并按照预定义的脚
本处理数据。

场景描述

本节介绍的是在App内配置数据导入模板，您还可以在管理台下进行配置，相关操作
请参考通过配置数据导入模板进行数据导入。两者的区别是在App里配置数据导入模
板，可在打包发布App时，将模板一起发布出去，在管理台设置数据导入模板无法随
App发布出去。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视图下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配置”，在打开的页签选择“数据导入模板”。

步骤2 配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步骤3 单击“新建”。

您也可单击“导入”，选择系统中已创建的模板进行导入。

步骤4 配置参数信息。

图 2-54 定义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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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参数说明表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信
息

名称 数据导入模板的名称。

脚本 提前定义好的数据处理脚本。

您需要在脚本中声明一个集合属性的入参，脚本中入参的变量名
与Excel模板中入参变量名保持一致。

描述 该数据导入模板

Excel
映射

名称 定义输出到脚本的入参变量名，请和脚本中入参变量名保持一
致。

列 Excel模板中具体的列。按照顺序定义，例如：A、B、C。

表头 Excel模板中第一行的列名。

操作 复制或者删除操作。

 

步骤5 单击“保存”。

步骤6 在“数据导入模板”列表页面该模板所在行单击 ，下载模板到本地，录入数据并保
存Excel。

步骤7 导入数据。

1. 在“数据导入模板”列表页面该模板所在行单击 ，在导入页面拖入上一步录好
数据的Excel，单击“导入”，上传数据。

图 2-55 导入数据

2. 页面弹出提示框“导入成功后您将会收到邮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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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界面跳转到“数据导入”页面，等待导入任务的状态为“Completed”后，在该
页面查看具体导入结果。

----结束

2.2.8.12 配置翻译任务

在管理台“系统管理 > 国际化 > 翻译工作台”中设置了App支持的语种，并将语种的
翻译任务指派给翻译人员。本节介绍翻译人员如何在AppCube中完成翻译任务。

翻译菜单用于翻译人员完成翻译任务。不同的翻译人员进入翻译菜单，所看到的翻译
任务是不同的。

场景描述

本节介绍的是在App内配置翻译任务，您还可以在管理台下进行配置，相关操作请参
考翻译处理。两者的区别是在App里配置翻译任务，可在打包发布App时，将翻译任务
一起发布出去，在管理台设置翻译任务无法随App发布出去。

新增多语言资源

步骤1 在App视图下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配置”，在打开的页签选择“翻译”。

步骤2 配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步骤3 配置翻译任务，单击“保存”。

参数说明如表2-20所示。

表 2-20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语言 选择要翻译的目标语种。翻译员被分配到某个语种的翻译，才
可在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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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组件 需要翻译的组件。系统支持以下几种。

● 菜单

● 定制配置

● 标准对象

● 自定义对象

● 标准字段

● 自定义字段

● 按钮或链接

● 选项

● 选项值

● 审批流

● 触发器

● 服务编排

● BPM
● 状态机

● 脚本

● 事件

● 数据接入

● 事件流

● 报表

● 仪表板

● 系统参数

自定义应用程序 当“组件”设置为“菜单”时，该参数才会显示。您需要设置
待翻译的菜单属于具体哪个应用程序。

对象 当“组件”设置为“标准字段”、“自定义字段”或者“按钮
或链接”时，该参数才会显示。您需要设置待翻译的内容属于
具体哪个对象中。

方面 当“组件”设置为“标准字段”、“自定义字段”等时，该参
数才会显示。表示需要翻译的内容属于哪一方面，取值说明如
下。

● 字段标签：字段的标签

● 字段帮助：字段的帮助内容

● 主题：工作流任务的主题

● 评论：工作流任务的评论

选项列表 当“组件”设置为“选项值”时，该参数才会显示。您需要设
置待翻译的选项值是属于哪个选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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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2.2.8.13 配置业务权限凭证

您可以在App或者BO中创建并导入该租户下的业务用户的业务权限凭证信息。

场景描述

本节介绍的是在App内创建业务权限凭证，您还可以在管理台下进行配置，相关操作
请参考设置业务权限。两者的区别是在App里创建业务权限凭证，可在打包发布App
时，将业务权限凭证一起发布出去，在管理台创建业务权限凭证无法随App发布出
去。

通过该章节创建业务权限后，参考设置业务权限在权限配置的“业务权限凭证”页签
配置用户的业务权限。在自定义接口URL时，可通过配置该业务权限，控制只有该业
务权限的用户才可访问自定义接口URL。自定义接口的业务权限配置可参考如何自定
义调用脚本的URL和如何自定义调用服务编排的URL。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视图下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配置”，在打开的页签选择“业务权限”。

步骤2 单击“新建”。

您也可单击“导入”，选择租户中已创建的业务权限凭证进行导入。

步骤3 设置权限名称、标签和目录，单击“保存”。

----结束

2.2.8.14 配置主题

您可以对标准页面的主题进行管理。

场景描述

设置并启用主题后，该App中标准页面相同组件的展示将以主题中配置为准。

例如标准页面中表单的按钮展示如图2-56所示。在主题中配置该按钮中字体为黄色，
启用主题使得标准页面表单按钮字体颜色变成黄色。

图 2-56 启用主题前标准页面预览效果

前提条件

您需要熟悉CSS的Less代码编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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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视图下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配置”，在打开的页签选择“主题配置”。

步骤2 配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步骤3 有两种方式新建主题。

● 代码化方式

a. 单击“代码化新建”。

b. 配置相关组件代码。

例如，修改表单按钮组件的字体颜色。在左侧选择“表单 > 按钮”，在中间
区域表单按钮设置的Less代码中添加按钮字体颜色代码“color:#F8E71C;”。

&-primary {
.btn-primary;
color:#F8E71C;
.@{btn-prefix-cls}-group:not(.@{btn-prefix-cls}-group-vertical) &:not(:first-child):not(:last-child) {
border-right-color: @btn-group-border;
border-left-color: @btn-group-border;
        }

c. 在右侧设置“主题名称”为“表单按钮字体颜色”，单击页面右上方保存图
标。

d. 关闭“创建主题”页面。

e. 返回“主题配置”页签，在主题列表中单击刚配置好主题后的“OFF”，启
用该主题。

若上一步编译不成功，您需要修改主题配置，修改主题配置需要单击“ON”

禁用该主题，再单击编辑按钮 。

● 界面化方式

a. 单击“界面化新建”。

b. 配置相关组件或者颜色、排版主题样式。

例如，修改按钮组件的样式，在左侧选择“按钮”组件，在中间区域直接修
改界面参数设置样式。

鼠标悬浮在界面参数上，会有参数说明。

c. 在右侧设置“主题名称”，例如“按钮字体颜色为黄色”，单击页面右上方
保存图标。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97



设置后，在租户库中会出现创建的主题“按钮字体颜色为黄色”。

d. 打开标准页面，在右侧“库”中单击“新增库”，查找并引入主题库“按钮
字体颜色为黄色”，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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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预览标准页面，查看效果。

显示如图2-57所示，表示配置成功。

图 2-57 启用主题后标准页面预览效果

----结束

2.2.8.15 管理运营配置

可通过该界面管理暴露App哪些配置项给运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视图下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配置”，在打开的页签选择“运营配置”。

步骤2 对于需要暴露的配置项（即前面章节配置的导航条、选项列表、系统参数、定时任
务、错误码、多语言资源），将其从“可选配置”拖拽到“已选配置”中即可。

----结束

2.2.8.16 配置应用

您可在开发环境首页单击应用上的齿轮图标，查看并设置应用基本信息，查看应用引
用的其他应用、BO以及Native Service，查看并管理应用内的组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开发环境“首页”下单击应用上的齿轮图标。

步骤2 如果应用类型为轻应用、行业应用、Addon应用、5G消息。则说明如下：

● 基本：该页签下可修改设置以下参数。

– 标签：应用的展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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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时版本：该应用兼容配套的运行环境版本，默认会选择 新的运行环境
版本。该应用是基于所选的运行时版本进行开发的，打包编译时是基于该版
本进行编译的，打出的包后续在该版本运行环境部署上线时，不会产生兼容
性问题。若在其他版本运行环境上线，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

– 描述：轻应用的描述信息。

● 服务：可查看应用引用的其他应用、BO以及Native Service信息。

● 应用组件：可查看并删除该应用的组件（例如标准页面、BPM、脚本等）。

步骤3 如果应用类型为BO或者Native Service。则说明如下：

● 基本：可查看应用的基本信息，包括标签、名称、所有者、分类、标志、描述和
运行时版本。

● 服务项：可查看并删除该应用的组件（例如标准页面、BPM、脚本等）。

● API和事件：可查看BO所有对外的API和事件。

● 应用：可查看应用引用的其他应用、BO以及Native Service信息。

----结束

2.2.9 归档应用代码

使用约束

应用开发完成后需要打包编译，如果编译包类型为源码包，源码包的内容即是应用代
码。您可以参考以下方式编译打包并下载归档应用代码。

归档内容主要包括编译后的对象、页面、服务编排、脚本等组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将应用编译为源码包，详细操作请参见如何导出源码包。

步骤2 将源码包发布到“我的仓库”。

应用的源码包编译完成后，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选择“我的仓库”，再单击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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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8 发布应用

图 2-59 确定当前发布的是源码包

步骤3 应用发布完成后，参照如何下载已发布的应用下载源码包。

获取源码包后，根据实际需要，在本地或其他存储设备中存放应用源码包。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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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了解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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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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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使用公司或者团队的缩写作为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创建之后，后续您创建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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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命名空间定义为“CNAME”，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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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都是双下划线“__”）。

图 2-60 创建应用时会自动添加命名空间

如何创建命名空间

首次创建应用时，会触发创建命名空间操作，在创建命名空间弹窗中，输入命名空间
后，单击“创建”即可，创建之后无法修改。

图 2-61 输入命名空间

2.3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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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什么是对象

低代码平台中的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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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可以存储组织或业务特有的数据。您可以围绕对象这一核心，定义相关的字段、
字段校验规则、界面样式、字段变更时的触发事件等。如果把待开发的业务系统比作
一部电影，对象就是电影中的各个角色，需要勾勒角色的外貌、性格特点、人物关系
和所经历的剧情。

低代码平台预置了一部分标准对象（Standard Object），您可以为这些标准对象新增
字段，但不能修改、删除预置字段。租户开发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创建自
定义对象（Custom Object），低代码平台支持增、删、改自定义对象及自定义对象的
字段。

当您创建了一个自定义对象后，系统会为自定义对象自动创建一些标准字段
（Standard Fields），如图2-62所示，而您在自定义对象中手动创建的字段，将保存
“自定义字段”页签。

图 2-62 自定义对象的标准字段

说明

● 如何新建自定义对象，请参见3.2.1-如何创建对象。

● 同一帐号下，新建的自定义对象名称不能重复。

当前平台支持创建的对象模型功能类型和每种类型的介绍如表2-21所示。

表 2-21 对象模型功能的介绍

子类 子类介绍 开发指导

标准对象 平台预置的对象，对象名称和对象字段均已
定义好，可以满足 基本的业务需要。 只允
许用户扩展新字段，禁止修改/删除基线字
段。

创建对象时要选择“导
入已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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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 子类介绍 开发指导

自定义对
象

开发者自定义的对象，允许用户增/删/改对
象和字段。

请参见数据对象建模。

视图对象 与数据库中的View视图类似，是对2个以上
的对象进行关联查询，并把结果集以对象的
形式展现，这样的对象称之为视图对象。视
图对象中的数据只支持查询，不支持增/删/
改。

请参见如何创建视图对
象。

聚合对象 由一个主对象和多个子对象构成的复合对
象，实现不同对象之间建立关联关系。聚合
对象对外展现为一个对象，从而简化对象管
理。

请参见如何创建聚合对
象。

 

图 2-63 自定义对象

表 2-22 对象模型特性说明

对象特性 说明

字段管理 ● 标准字段：系统预置的字段，只能修改，不能添加和删除。

● 自定义字段：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删/改。

对象校验器 在向对象中录入记录数据时，为了保证对象数据的有效性，可以定
义一些校验规则，对字段值以及各字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校验。
例如name字段不能为空，MinPrice字段不能大于maxPrice字段
等。

对象触发器 与数据库中的触发器类似，可以为对象定义触发器，在增/删/改对
象的记录数据时，自动触发自定义的Java Script脚本执行，脚本的
执行结果将会影响主操作（即增删改记录）的结果，系统保证主操
作与触发器在一个事务中执行，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

对象布局
Layout

Layout是对象的页面布局，决定了对象详情页面中各字段展示位置
的排版布局。系统为StandardObject预置了标准的布局Layout，租
户也可以根据需要定制自己的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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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特性 说明

选项列表 选项列表用于定义对象的字段可选用的值，类似于定义下拉列表的
一组枚举值。

对象可见性 对象可见性并非用于安全隔离，是给租户提供的解耦辅助功能。

 

说明

对象模型是后台存储业务数据的表结构模型，注意请与标准页面的数据模型加以区分。后者是UI
访问后台数据时创建的模型映射。

2.3.2 创建和使用对象模型

2.3.2.1 数据对象建模

什么是数据对象

在应用中引用的任何数据结构元素，如文件、数据、变量等都称为数据对象，简称为
对象。数据对象直观的可理解为一张数据表，对象名对应表名，对象属性对应表头。

对象模型类型

当前平台支持创建的模型功能类型和每种类型的介绍如下。

表 2-23 模型功能的介绍

功能 介绍 子类 子类介绍 开发指导

对象 对象（Object） 用于
存储业务数据，可理
解为数据库中的数据
表（逻辑表，系统实
际存储时通过字段映
射，统一把数据保存
在MySQL大宽表
中）。对象支持：

● 字段管理

– 标准字段：系
统预置的字
段，只能修
改，不能添加
和删除。

– 自定义字段：
可根据需要自
行增/删/改。

● 对象校验器：在向
对象中录入记录数

标准对象 是平台预置的
对象，对象名
称和对象字段
均已定义好，
可以满足 基
本的业务需
要。 只允许用
户扩展新字
段，禁止修改/
删除基线字
段。

系统支持的标
准对象请查看
平台界面。

创建对象时要
选择“导入已
有对象”。

参见本节

自定义对象 租户自定义的
定制对象，允
许用户增/删/
改对象和字
段。

参见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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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介绍 子类 子类介绍 开发指导

据时，为了保证对
象数据的有效性，
可以定义一些校验
规则，对字段值以
及各字段之间的逻
辑关系进行校验。
例如name字段不
能为空，MinPrice
字段不能大于
maxPrice字段等。

● 对象触发器：与数
据库中的触发器类
似，可以为对象定
义触发器，在增/
删/改对象的记录
数据时，自动触发
自定义的Java
Script脚本执行，
脚本的执行结果将
会影响主操作（即
增删改记录）的结
果，系统保证主操
作与触发器在一个
事务中执行，要么
都成功，要么都失
败。

● 对象布局Layout：
Layout是对象的页
面布局，决定了对
象详情页面中各字
段展示位置的排版
布局。系统为
StandardObject预
置了标准的
PageLayout，租
户也可以根据需要
定制自己的
Layout。

● 选项列表：选项列
表用于定义对象的
字段可选用的值，
类似于定义下拉列
表的一组枚举值。

视图对象 与数据库中的
View视图类
似，是对2个以
上的对象进行
关联查询，并
把结果集以对
象的形式展
现，这样的对
象称之为视图
对象。视图对
象中的数据只
支持查询，不
支持增/删/
改。

参见如何创建
视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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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介绍 子类 子类介绍 开发指导

聚合对
象

由一个主对象和多个
子对象构成的复合对
象，实现不同对象之
间建立关联关系。聚
合对象对外展现为一
个对象，从而简化对
象管理。

通过定义对象
中某一字段的
字段类型为
“Lookup”
或者
“Master
Detail”（主
从关系类型）
实现不同对象
之间建立关联
关系，只能向
子对象进行关
联。

针对这种类
型，系统支持
基于聚合对象
进行数据的增
删改查操作，
避免对多个对
象分别进行多
次数据操作。

参见如何创建
聚合对象

通过属性配置
实现不同对象
之间建立关联
关系。

针对这种类
型，界面上暂
不支持基于聚
合对象进行数
据的增删改查
操作，仅可通
过Restful接口
进行数据的增
删改查操作。

参见如何创建
聚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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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还有一种系统对象，即平台各项系统功能模块所使用到的对象，如Flow、Script。一般无需关
注，若需要定位问题可在使用控制台分析查询SQL使用SQL语句进行查询，也可在管理台的“系
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出”进行导出操作，数据导出请参考如何导出数据。

图 2-64 数据调试控制台

图 2-65 导出系统对象数据

场景描述

本章节从如何新建对象，到定义对象的字段来添加属性，让您快速熟悉数据对象建模
的过程。

示例：以新建一个班级Class对象为例介绍如何进行数据对象建模。在班级Class对象，
将会添加一个自定义字段班级编号number，并给name（标准字段）和number赋值。

表 2-24 对象的字段

对象 字段来源 字段名称 字段数据类型

Class 标准字段，不需要创建 name 文本

自定义字段，手动创建 number 班级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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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定义数据对象

步骤1 创建班级管理系统App应用，创建操作请参见从空白开始创建一个全新的应用。

步骤2 将鼠标放在应用视图下的Model文件夹上，单击 ，选择“对象”。

图 2-66 新建对象

步骤3 选择“创建新对象”，输入基本信息后单击“添加”。

图 2-67 新建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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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新建对象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对象展示名称，例如Class。

名称 输入标签值后单击该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生成对象的名
称。例如Class，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系统会自动增加租户命名空间前 及“__CST”后 ，作为对象
的唯一标识。

描述 对象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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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创建对象建议在应用开发工作台中进行创建。您也可以通过全局视图新建对象，如图2-68所
示。两种方式创建的对象都是全局对象，在全局视图对象列表中都可查看到。不同点是在全局视
图中创建的对象，可参考图2-69和图2-70在应用开发工作台目录中手动导入。一个自定义对象
（即定制对象）只能被一个应用导入（标准对象可被多个应用导入），例如：应用A中导入全局
视图中创建的自定义对象B后，其他应用不可再导入自定义对象B。

图 2-68 全局视图新建对象

图 2-69 应用中导入对象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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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0 应用中导入对象步骤 2

----结束

定义自定义对象的字段（Fields）

自定义对象创建完成后，系统默认预置了一些标准字段，为了满足业务需求，往往还
需修改标准字段或新建自定义字段，字段就是对象的属性描述。

说明

本节主要介绍手动创建自定义字段，AppCube还支持批量创建自定义字段，详细操作请参见如
何使用对象的字段模板批量创建自定义字段。

当前平台支持创建的字段类型如下表所示，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对应字段类型
进行创建。

表 2-26 字段类型

字段类型 字段说明

文本 任何字母和数字组合， 多可输入255个字符。

加密文本 任何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并且以加密格式存储， 多可输入111个
字符。

须知
该类型字段不能唯一，不能建索引，不能用于条件字段及公式字段。

文本区 允许用户输入多行文本， 多可输入1024K字符。

数字 允许用户输入任何数字。保存数据时，会删除前置零。

百分比 允许用户输入百分比数字（例如，"10"），并自动向数字添加百
分号。

电话 允许用户输入任何电话号码，并自动将其转换为电话号码格式。

币种金额 允许用户输入美元或其他币种金额，并自动将其转换为币种金额
格式。

日期 允许用户输入日期或从弹出式日历中选择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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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类型 字段说明

日期/时间 允许用户输入日期和时间，或从弹出式日历中选择日期、并自动
获取当前时间。

电子邮件 用户输入电子邮件地址时，将对其进行验证以确保格式正确。

复选框 允许用户选择“真”（选取）或“假”（不选取）。

选项列表 允许用户从定义的列表中选择值。

选项列表（多
项选择）

允许用户从定义的列表中选择多个值， 多可存放12个选项值。

URL 允许用户输入任何有效的网址。当用户单击该字段时，该URL将
在单独的浏览器窗口中打开。

查找关系 通过关联当前字段与另一对象的ID字段，创建本对象与另一对象
的引用关系。定义了查找关系后，本字段的取值只能来源于关联
对象。

自动编号 系统使用您定义的格式生成序列编号，该编号对于每条新记录会
自动递增。

公式 系统使用您定义的公式表达式生成只读字段，表达式中使用的源
字段值变化时，本字段值同步更新。

主从关系类型 通过关联当前字段与另一对象的ID字段，创建本对象与另一对象
的主从关系。定义了主从关系后，本字段的取值只能来源于关联
主对象。并且，当用户删除关联主对象中的数据时，本对象中的
从数据也会被删除。

多语言 允许用户从自定义资源表中选择多种语言内容。

 

预置的标准字段，仅name支持修改，如果有需要，您可以参考以下操作修改系统预置
的标准字段name的标签：

在对象配置页面，单击“标准字段”页签，可以看到系统预置的标准字段。系统会为
对象的每一条记录自动创建一个name字段，作为该条记录的标识。

本任务中将其用于标识出班级的名字，如20届一班。单击 ，可以修改字段的标
签。

图 2-71 系统预置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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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以创建班级Class对象中的“班级编号number”字段为例，为您介绍如何在低
代码平台对象界面中，跟随页面提示创建一个自定义字段。

步骤1 新建自定义字段班级编号（number）。

1. 在“自定义字段”页签，单击“新建”。

图 2-72 新建自定义字段

2. 字段类型选择“数字”，单击“下一步”。

图 2-73 字段类型

3. 设置“班级编号”字段的详情信息，单击“下一步”。

图 2-74 字段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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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标签 字段在界面的展示名，此处配置为“number”。

名称 单击输入框系统自动生成，表示字段在系统中的记录值。

字段帮助 字段提示的帮助信息。

描述 字段的描述信息。

数据长度 字段的字符长度，数字类型长度默认为18。

小数点后位数 根据实际需求设置。

默认值 该字段默认取值。

是否必填 勾选表示是必填字段。

是否唯一 勾选表示字段唯一。

是否可搜 是否能在前端开发者控制台或脚本中使用search语句搜索该字
段。

只有加密文本、选项列表、选项列表（多项选择）和公式类
型以外的字段才会有该参数配置。

search语句可以理解为sql语句的子集，系统支持大部分常用
的sql查询语句，只需把sql查询语句开头的select关键词修改
为search即可。

search语句特点和限制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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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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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班级编号”字段的访问权限，即设置哪些权限集可以查看或修改该字段，

然后单击“下一步”。

图 2-75 字段权限

说明

AppCube预置了一些权限集，并提供了自定义对象中字段级的安全控制，这些权限配置是
由管理员预置的，权限集介绍及设置方法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了解权限配置。

5. 设置“班级编号”字段是否加入布局。该配置用于将“班级编号”字段加入到对
象默认的布局页面。

图 2-76 加入布局

说明

对于租户创建的自定义对象，系统会自动创建对象的页面布局：Detail和Records。自定义
对象的页面布局是AppCube提供的一种管理对象的方式，自定义对象页面布局详细介绍请
参见如何使用布局增删改查对象数据。

6. 单击“保存”，字段则创建成功。

自定义字段创建后，系统会自动为自定义字段添加“__CST”后 ，以及命名空间
前 。

步骤2 （可选，当需要给对象创建索引字段时，请执行该步骤）在“自定义字段”页签单击
“自定义索引”，在弹出的页面单击“添加自定义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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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7 添加自定义索引

表 2-28 “添加自定义索引”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自定义索引的名称。

类型 索引类型。

● 普通索引

● 唯一索引

唯一索引字段的字段取值必须唯一。

字段 从下拉框选择已创建的自定义字段作为索引字段。

默认 多只能创建一个索引，每个索引中 多创建两个索引字
段。

 

创建后，索引字段会显示在“自定义索引”页面，您也可单击 删除索引。

----结束

后续操作

对象创建完成后，还可以增删改查对象数据，编辑处理多个对象的关系等。下面章节
将深入讲解如何使用对象模型的校验器和触发器，方便您进一步熟悉对象的使用。

2.3.2.2 使用校验器和触发器

什么是校验器和触发器
● 对象校验器：在向对象中录入记录数据时，为了保证对象数据的有效性，可以定

义一些校验规则，对字段值以及各字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校验。例如name字段
不能为空，MinPrice字段不能大于maxPrice字段等。

● 对象触发器：与数据库中的触发器类似，可以为对象定义触发器，在增/删/改对象
的记录数据时，自动触发自定义的TypeScript脚本执行，脚本的执行结果将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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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操作（即增删改记录）的结果，系统保证主操作与触发器在一个事务中执行，
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

为什么要用校验器和触发器

使用校验器主要是为了方便对字段做一些简单的规则限制，触发器主要是方便控制一
个事务执行的动作。

为对象字段增加校验器（Validator）

步骤1 在对象配置页面，单击“验证规则”页签，再单击“新建”。

图 2-78 新建验证规则

步骤2 输入校验规则，单击“保存”。

图 2-79 编辑校验规则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18



表 2-29 校验规则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基本信息 ● 标签：Validator标签名，用于展现在配置界面。例如，配
置为checkNumber。

● 名称：Validator名称。单击后默认自动生成，与
“Label”值保持一致。

● 描述：描述信息。

错误条件公式 配置校验公式时，配置的是错误条件。例如，班级编号
>200，公式如下：
CNAME__number__CST<=200

规则由公式、字段、运算符组成：

● 单击“字段”可选择逻辑表达式中涉及字段。

● 单击“操作符”可选择表达式中的运算符。

● 从“公式”下拉列表中选择公式，单击“Insert”，可在
表达式中嵌入公式。选中公式会有注释说明。

错误消息 错误提示信息，可手动输入。

例如，班级编号小于等于200时，提示如下错误。
The class number must be greater than 200

 

步骤3 在校验规则列表页面，在新建校验规则的“操作”列打开开关，启用该条规则。

图 2-80 启用校验规则

也在规则详情页单击“启用”，启用该条规则。

步骤4 验证规则是否正常，在对象“布局”页签单击Records所在操作列的查看图标，预览该
页面。在预览页单击“添加”，插入一条191的“number”数据。如何使用布局请参
见如何使用布局增删改查对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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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 报错校验器的错误

----结束

为对象配置内嵌触发器

AppCube平台支持用户给对象增加内嵌触发器，实现在增/删/改对象的记录数据时，
自动执行内嵌触发器脚本（该脚本由用户自定义，其实就是一段普通的TypeScript脚
本，没有输入输出参数）。比如在对象记录插入前、记录插入后、记录更新前、记录
更新后、记录删除前或者记录删除后自动执行内嵌触发器脚本。

下面以之前创建的对象“CNAME__Class__CST”为例。创建一个记录删除后的触发
器，实现在删除一条“CNAME__Class__CST”对象的记录后，把相应的“name”、
“CNAME__number__CST”数据记录到日志对象“CNAME__log__CST”中。在此需
要提前创建如下的日志对象“CNAME__log__CST”，如何创建请参考上一节中对象
“CNAME__Class__CST”的创建过程。

表 2-30 “CNAME__log__CST”对象的字段

对象 字段来源 字段名称 字段数据类型

CNAME
__log__C
ST

自定义字段，手动创
建

CNAME__operator__C
ST

文本，数据长度36。

自定义字段，手动创
建

CNAME__className_
_CST

文本

自定义字段，手动创
建

CNAME__classNumb
er__CST

数字，表示班级编号。

 

步骤1 在对象“CNAME__Class__CST”配置页面，单击“内嵌触发器”页签，再单击“新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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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 新建内嵌触发器

步骤2 输入触发器的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图 2-83 输入信息

表 2-31 New Trigger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内嵌触发器在用户界面展示的名称。

名称 内嵌触发器的名称，单击后默认自动生成，与“标签”值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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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事件触发时机 内嵌触发器在什么时候生效，可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即在系统
执行如下某动作时，自动执行触发器的脚本：

● 插入前：记录插入操作前触发。

● 修改前：记录更新操作前触发。

● 删除前：记录删除操作前触发。

● 插入后：记录插入操作后触发。

● 修改后：记录更新操作后触发。

● 删除后：记录删除操作后触发。

描述 关于内嵌触发器的描述，不超过255个字节。

 

步骤3 编写触发器的脚本，其中对象名称、字段名称和之前创建的保持一致。

对象的内嵌触发器脚本，其实就是一段普通的TypeScript脚本，没有输入输出参数。
在脚本中可以通过“对象名.字段名”来访问当前记录的具体字段值。针对“事件触发
时机”为“修改前”或者“修改后”的触发器（即触发器脚本执行条件是对象记录更
新前、记录更新后），脚本代码中通过“对象名.字段名”获取到的都是当前记录的具
体字段值，目前不支持获取更新前的记录值。
//test_delete_trigger
import * as db from 'db';
import * as context from 'context';

let name = CNAME__Class__CST.name;
let CNAME__number__CST = CNAME__Class__CST.CNAME__number__CST;

let logObj = db.dynamicObject('CNAME__log__CST');

logObj.insert({
    "CNAME__operator__CST": context.getUserId(),
    "CNAME__className__CST": name,
    "CNAME__classNumber__CST": CNAME__number__CST,
});

说明

关于脚本的更多说明，请参考脚本开发。

步骤4 编辑后单击上方 图标，进行保存。并单击 启用脚本。

启用后在内嵌触发器列表可查看到当前触发器状态为“ON”，表示当触发条件满足
时，AppCube会自动执行该触发器脚本。

图 2-84 启用触发器

步骤5 验证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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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对象“CNAME__Class__CST”配置页面，单击“布局”页签，在“Class
Records”后单击 。

“对象名 Records”显示对象数据的记录列表。预览该页面可增、删、改、查对
象数据。

2. 在布局的预览页面，单击“添加”，新增并保存，增加数据，为下一步删除数据
做准备。

图 2-85 如何新增数据

3. 单击数据所在列的“删除”，删除数据。

4. 在对象“CNAME__log__CST”配置页面，单击“布局”页签，在“log Records”
后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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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 预览 Records 页面

查看到对象“CNAME__log__CST”数据列表中已记录一条刚删除的
“CNAME__Class__CST”数据。触发器生效。

图 2-87 触发器脚本新增的一条数据

----结束

2.3.2.3 管理对象数据

通过管理对象中的数据，可以快速直观的了解对象数据，对象的“布局”页签提供了
对象中数据增删改查功能。

如何定义对象编辑页面布局

对于租户创建的自定义对象，系统会自动创建对象的Detail和Records标准页面，
Detail页面缺省按字段创建的先后顺序显示该对象的全部字段。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新
增定义定制Layout页面，例如定义对象编辑页面Layout。

● 对象详情页面Detail：显示对象中单条记录的详细信息。给自定义对象创建字段
时，如果选中了“添加本字段到该页面布局”，则详情页面会包含该自定义字
段，另外还会包含预置的name字段。默认会按照字段创建的先后顺序显示该对象
的全部字段。

● 对象记录列表页面Records：显示对象数据的记录列表。给自定义对象创建字段
时，如果选中了“添加本字段到该页面布局”，则记录列表页面会包含该自定义
字段，另外还会包含预置的name字段。预览该页面可增、删、改、查对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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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只有自定义对象才会在对象配置页面展示“布局”页签，开发者可在该页签定制自定义对象的布
局页；对于系统预置对象（标准类型对象）不会显示布局页签。

步骤1 在对象配置页面，单击“布局”页签，单击“新建”，填写新建对象布局的基本信
息，单击“保存”，这里使用Records标准页面。

图 2-88 New Layout

步骤2 在左侧可以选择各种组件，单击中间画布的组件，可以在右侧修改组件的属性等。

图 2-89 布局页面编辑

步骤3 单击每个字段的Input组件，配置字段属性，如图2-89的name字段。（因为这里使用
了Records标准页面，不修改也可以直接保存。如果想添加组件就可以按需求添加）

系统默认会将该对象所有自定义字段和部分标准字段进行展示，您可根据需要进行删
除。选中组件按“Delete”即可删除该字段。

Field字段属性的参数配置如表2-32所示。

表 2-32 输入框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数据绑定 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该输入框取值由哪些模型元数据驱动生
成的。

属性值绑定：该组件的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
定时，以绑定值为准。

文本类型 该输入框文本类型。

标签 该输入框在界面的展示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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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占位符 占位符。可辅助元素对齐，让页面更整齐。

支持国际化配置，在配置该属性时，可选择已有多语言、创建或更
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可清空 是否可清空输入值。

默认值 该输入框默认值。

支持国际化配置，在配置该属性时，可选择已有多语言、创建或更
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图标 输入框中需要设置图标时，请配置该项。

图标位置 输入框中的图标位置。

大字符长度 输入框取值 大字符长度。

大宽度 输入框 大的宽度。

必填 当该开关 打开时，该输入框为必填字段。输入框界面展示会
有 提示必填，此校验功能必须是输入框存在于某个表单组件中。

必填错误信息 当必填输入框没有进行输入取值时的界面报错信息。

支持国际化配置，在配置该属性时，可选择已有多语言、创建或更
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正则表达式 当输入框字段类型为“Text”或者“TextArea”类型，支持进行正
则表达式校验。

例如配置为“^[A-Za-z]+$”，表示该字段只能输入大写的A-Z，或
者小写的a-z。

错误信息 当不满足正则表达式规则时的界面报错信息。

支持国际化配置，在配置该属性时，可选择已有多语言、创建或更
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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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自定义校验 在表单组件中该设置才会生效，为自定义的校验规则。请输入JS代
码定义校验规则，代码的返回值必须为布尔类型或者对象类型。

● 布尔类型：返回为“false”表示未通过校验，即校验失败，若
需要配置错误提示信息，则直接设置界面上“校验错误信息”
参数；返回值为“true”，表示通过校验。

● 对象类型：返回为“{result:false, message:'对应错误提示信息
'}”，表示未通过校验，message值为错误提示信息；返回为
“{result:true}”，表示校验通过，一般不用带提示信息。

举例如下：

● 示例1：校验输入文字内容长度不能超过10个字符。示例JS代码
如下：
return value.length <= 10
其中“value”变量为系统已定义好的，表示输入内容变量，可
直接使用该变量

● 示例2：校验输入文字内容只能输入大写的A-Z，或者小写的a-
z。示例JS代码如下：
返回值类型为布尔：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return reg.test(value);

返回值类型为对象：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if (reg.test(value))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result: false, message:'输入内容不符合规则，只能输入大写的A-Z，或者
小写的a-z'};
}

● 示例3：校验输入文字内容是否是邮箱，该示例可能不覆盖全部
邮箱类型场景，只是举例用。示例JS代码如下：
var reg = new RegExp("^[a-z0-9A-Z]+[- | a-z0-9A-Z . _]+@([a-z0-9A-Z]+(-[a-
z0-9A-Z]+)?\\.)+[a-z]{2,}$");
return reg.test(value);

校验错误信息 当“自定义校验”中JS代码返回值类型为布尔类型时，会取该参数
的值为错误提示信息。

说明：当“自定义校验”中JS代码返回值类型为对象类型时，直接
取返回值中的message值为错误提示信息。

控件名称 当前组件的名称。

隐藏 是否隐藏该组件。

只读 输入框的值是否只读。

禁用 是否禁用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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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高级设置 包括以下设置项：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
用。

● 预设样式：预置的组件样式风格。

● 样式透传：启用后，可以将设置好的样式透传给组件的子节
点。

组件树 如果页面上组件较多，不容易选中时，可以在右侧下方的组件树
中，通过选择需要设置的组件名称，快速选中该组件。

 

步骤4 配置完成后，单击编辑页面左上方 图标，保存所有配置。再单击 预览效果。

----结束

如何使用布局增删改查对象数据

前提条件

1. 若已有了需要增删改查数据的目标对象，则不需要执行2、3。本章节仅以2、3中
的对象和字段为例介绍如何通过“布局”增删改查对象数据。

2. 创建一个简单的对象Class，对象创建过程请参见创建自定义数据对象。

3. 在对象Class建一个自定义数字类型字段number，自定义字段创建过程请参见定
义自定义对象的字段（Fields）。

步骤1 在对象详情页单击“布局”页签，进入该对象的布局。如图2-90，单击“Class
Records”后的 就会弹出布局预览页面。

图 2-90 如何进入布局预览页面

步骤2 在布局的预览页面，单击“添加”，新增并保存即完成增加一条数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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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 如何新增数据

步骤3 在页面上方设置搜索条件，单击“搜索”可根据搜索条件查询数据，单击“重置”可
清空设置的条件，单击下方列表中数据所在行的“修改”可修改数据，单击“删除”
将弹出确认框，可删除数据。

步骤4 若需要在布局页面添加对象字段，则执行如下操作。

1. 在对象详情页的“布局”页签，单击“Class Records”，进入对象布局页面。

图 2-92 进入对象布局编辑页面

2. 单击左上 获取锁，选中页面中的表格组件。单击右侧属性配置处“添加字
段”，选中添加的字段，单击“确定”。添加字段到表格表头上。

图 2-93 添加字段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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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4 选中字段

3. 单击保存 ，单击预览 ，即可查看添加字段的数据记录。

步骤5 另外您还可以使用控制台、脚本或服务编排快速查询数据，详细操作请参见使用SQL
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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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 控制台查询对象数据

说明

如果想实现批量快速增删改查数据，需深入学习TypeScript脚本语言和AppCube平台的相关库和
接口，请参见脚本开发。

----结束

2.3.2.4 如何使用对象的字段模板批量创建自定义字段

场景描述

当需要创建对象的自定义字段较多时，手动逐个创建这些字段比较耗时，您可以从
AppCube中下载自定义字段模板，在本地输入字段信息后，以导入字段模板方式批量
创建这些自定义字段。

本节以给对象“visitorlnfo”批量创建如下自定义字段为例，介绍如何使用字段模板批
量创建自定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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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AppCube开发环境，进入一个已创建好的应用。

步骤2 创建一个自定义对象“visitorlnfo”。

1. 在一个应用目录上，例如“Model”，单击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对象”。

图 2-96 创建对象

2. 输入对象的标签为“visitorlnfo”，单击名称系统会自动生成该值，单击“添
加”。

图 2-97 设置对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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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实际创建的自定义对象将会自动拼接命名空间前 ，以及对象标识后 ，即
“CNAME__visitorlnfo__CST”。对象创建后，仅包含一些内置的标准字段，您可以继续以下步
骤使用模板批量创建自定义字段。

步骤3 下载对象字段模板：

在已创建的对象中，选择“自定义字段”页签，单击“批量创建”，然后单击“下载
模板”，将字段模板Excel下载到本地。

图 2-98 下载模板

步骤4 在本地打开上一步下载的字段模板，单击左上角“启用内容”启用宏。

图 2-99 启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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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打开字段模板后，需要先单击“启用内容”，启用字段模板中的宏。如果不启用宏，字段模板将
不校验字段属性，影响您使用。

您如果初次使用请在“Note”页签阅读字段模板说明，其中包含命名空间配置。“Example”
页签提供了字段批量定义示例。

图 2-100 模板说明

步骤5 使用字段模板创建字段。

1. 在表底部，选择“Data”表进入字段编辑页面。

图 2-101 进入 Data 表

说明

创建字段即在“Data”表中，填写各字段属性值，包括字段类型、标签、名称、数据长度
以及默认值等，其中必填项单元格表头会有红色*号，背景置灰的单元格无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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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C列表头，显示当前列为“数据类型”。C列用于设置字段类型，设置字段类
型后，不是当前字段类型的其他属性将会置灰。

图 2-102 查看 C 列标题中文描述

3. 单击C列第一行，在下拉选项中，选中您的第一字段“CNAME__matter__CST”的
字段类型为“Text Area”。

图 2-103 设置字段类型

4. 分别在A列设置字段的标签、在B列设置字段的名称，其中B列值需要唯一，即字
段名不能重复。A列可以为中文，B列为字段名称不能是中文。

图 2-104 设置字段标签及名称

A列B列分别对应AppCube中自定义字段的标签、名称。

图 2-105 AppCube 自定义字段

5. 单击必填列的列名，查看该列属性值的中文描述，然后依次设置当前字段的其他
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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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6 设置字段属性值

6. 设置完成后，保存表格。

实例模板可单击下载链接另存到本地解压获取，供您体验导入一个对象字段模板
使用。

本步骤实例模板“字段类型中英文对照及说明”页提供了字段类型中英文对应关
系及字段类型说明。

图 2-107 字段类型说明

步骤6 在AppCube中批量导入对象（例如visitorlnfo）的自定义字段。

1. 在对象配置页面选择“自定义字段”页签，单击“批量创建”，选择“批量导入
字段”。

图 2-108 进入自定义字段页面

2. 在弹窗中拖入编辑好的字段模板，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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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9 拖入字段模板

导入字段模板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批量创建已定义好的所有字段。自定义字段列
表将如下图所示。

图 2-110 导入后的字段

----结束

相关操作

步骤1 （可选）设置字段访问权限。

说明

默认批量创建自定义字段后，所有权限Profile都会添加批量导入自定义字段的访问权限。若需要
单独设置某些字段的访问权限，请执行该步骤。

单击自定义字段列表中的具体字段名，进入自定义字段详情页，单击“设置字段级权
限”，可单独设置字段的访问权限，即哪些权限Profile可以查看或修改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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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 单击字段名

图 2-112 设置字段级权限入口

图 2-113 设置字段级权限

步骤2 （可选）将对象字段添加到对象的页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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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默认批量创建自定义字段后，所有自定义字段都会显示在布局页面。若需要修改对象页面布局中
字段，请执行该步骤。

在对象配置页面选择“布局”页签，单击“visitorlnfo Records”，进入对象布局页面
后，选中页面中的表格组件，可在布局页添加或者删除字段。

图 2-114 进入布局页

图 2-115 添加或者删除字段

----结束

2.3.2.5 如何导入导出对象结构

为什么要导入导出对象结构

导入和导出对象结构的功能主要是实现数据的迁移和数据的备份，如迁移老的数据模
型去新的环境，保持对象的一致和兼容。还有导入导出数据（参见如何导入导出数
据）、导入导出资产包和源码包、导入导出应用包（工程能力）等，实现数据和代码
功能在不同的租户间或环境间的转移，避免重复开发和不兼容的开发。

前提条件

1. 若已有了需要导入导出对象结构的目标对象，则不需要执行2、3。本章节以2、3
中的对象和字段为例，介绍如何导入导出对象结构。

2. 新建一个简单的对象Class，对象创建过程请参见创建自定义数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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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对象Class建一个自定义数字类型字段number，自定义字段创建过程请参见定
义自定义对象的字段（Fields）。

如何导出对象结构

导入导出对象结构等价于元数据导入导出，是导出表的定义信息。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选择“管理 > 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元数据导出”，选中
对象Class__CST导出，具体步骤请参见如何导出数据。如图2-116单击导出后等1分钟
就会有邮件(或界面直接下载结果)，这种方式允许您从平台中导出元数据的副本。您
可以手动启动导出过程，或按预定时间自动启动导出过程。Class的对象结构的结果如
下：

{
    "allowActivities": false, 
    "allowBulkApiAccess": false, 
    "allowChatter": false, 
    "allowReports": false, 
    "allowSearch": false, 
    "allowSharing": false, 
    "allowStreamingApiAccess": false, 
    "contextSetup": 0, 
    "description": "", 
    "fields": [
        {
            "caseSensitive": true, 
            "dataType": "Name", 
            "description": "", 
            "id": "XXX", 
            "inlineHelpText": "", 
            "installedPackage": "", 
            "isRequired": false, 
            "isSearchable": false, 
            "isUnique": false, 
            "label": "名称", 
            "name": "name", 
            "protectMode": 0, 
            "visibleLines": 3
        }, 
        {
            "caseSensitive": true, 
            "dataLength": 18, 
            "dataType": "Number", 
            "defaultValue": null, 
            "description": "", 
            "id": "XXX", 
            "inlineHelpText": "", 
            "installedPackage": "", 
            "isRequired": false, 
            "isSearchable": false, 
            "isUnique": false, 
            "label": "number", 
            "name": "CNAME__number__CST", 
            "protectMode": 0, 
            "scale": 0, 
            "visibleLines": 3
        }
    ], 
    "id": "XXX", 
    "installedPackage": "", 
    "keyPrefix": "cfBY", 
    "label": "Class", 
    "name": "CNAME__Class__CST", 
    "pluralLabel": "Classs", 
    "protectMode": 0, 
    "trackFieldHistory":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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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6 元数据导出

如何导入对象结构

导入对象结构是为了继续使用这个对象的结构。准备好导入目标对象zip包，例如使用
如何导出对象结构中导出的Class对象的zip包，准备导入。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选择“管理 > 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元数据导入”，新建
元数据导入，拖入对象Class的zip包，如图2-117。对象导入具体步骤请参见如何导入
数据。

对象导入成功后，在App开发平台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模型 > 对象”，就能
查到CNAME__Class__CST对象导入的自定义字段。

图 2-117 元数据导入

说明

如果原来没有Class对象，那么导入元数据象将新增Class对象，完成对象结构的迁移，此时的对
象“布局”页签不会自动创建有Detail和Records标准页面，因为只有手动新建字段时才可勾选
“添加本字段到页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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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如何创建视图对象

什么场景下需要使用视图对象

通过可视化的方法来实现多个对象之间关联数据查询功能，获取您需要的对象视图，
而不用手动编写SQL语句。

场景描述

对象DepartmentInfo存储了部门信息，包括部门ID、部门经理姓名。对象
EmployeeInfo存储了员工信息，包括员工姓名、部门ID。通过名为QueryInfo的视图对
象，展示员工及其对应的部门经理信息。

前提条件
● 对象DepartmentInfo已创建完成，如图2-118。

图 2-118 部门信息

● 对象EmployeeInfo已创建完成，如图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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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9 员工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Model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视图对象”。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视图对象”的对话框，选择“新建”。

您也可以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模型 > 对象”，单击“新建 > 新建
视图对象”。该方式创建的视图对象在App打包时无法进行导出。若需要随App打包发
布出去，则需要在App开发页面新建视图对象。

步骤3 填写视图对象的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

图 2-120 新建视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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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Basic Information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视图对象在用户界面展示的名称，必填字段，可以由字母，数字，
空格，下划线组成。

名称 输入标签后单击该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生成视图对象的名
称。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并且，系统会自动增加"__VIEW__CST"后 ，作为对象的唯一标
识。

描述 视图对象的详细描述，不超过255个字节。

 

步骤4 设置View Object所表示的关联条件，单击“下一步”。

在A中选择主对象，单击“点击以关联另一个对象”后在B中选择另一个对象，设置关

联关系，单击加号设置“关联条件”，单击 。

下图表示当部门ID相同时，取两个对象表数据中的交集。

View Object 多支持三个Object连接，两个Object之间的连接条件由各自的字段及操
作符所组成，连接条件可以有多条。

图 2-121 配置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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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Join Objects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每个“A”对象的记
录至少关联一条
“B”的记录

表示结果取满足对象之间设定条件的且合集。

“A”对象的记录可
以关联或不关联
“B”的记录

表示结果取满足对象之间设定条件的或合集。

关联条件 表示对象之间的关联条件。单击加号设置，设定好后单击

可以呈现出具体的语句。

 

步骤5 在“字段映射”区域单击“添加”，在“名称”中选择字段，选择的字段将作为视图
对象展示的字段。设置标签名。

还可以增加记录筛选条件，只有满足该条件，才会展示在视图中。本节示例场景不涉
及。

图 2-122 映射信息配置

步骤6 单击“下一步”， 预览创建出来的View Object对应的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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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3 预览

步骤7 单击“保存”完成创建。在“自定义字段”页签，显示了配置的展示字段。在“关联
对象”页签“自定义 SQL 代码”中显示视图对象对应的SQL语句。

注意

创建完视图对象后，您可在“关联对象”页签“自定义 SQL 代码”中直接编辑SQL语
句，如果语句包含or运算符，则只能在“自定义 SQL 代码”编辑器中编辑，不能在
“自定义字段”页签创建自定义字段。

----结束

2.3.4 如何创建聚合对象

什么场景下需要使用聚合对象

需要在不同对象之间建立关联关系时，需要使用聚合对象（Aggregator）。实现方式
有如下两种：

● 可通过定义对象中某一字段的字段类型为“Lookup”（查找关系）或者“Master
Detail”（主从关系类型）实现不同对象之间建立关联关系，只能向子对象进行关
联。该场景下，系统支持基于聚合对象进行数据的增删改查操作，避免对多个对
象分别进行多次数据操作。

● 通过属性配置实现不同对象之间建立关联关系。该场景下，界面上暂不支持基于
聚合对象进行数据的增删改查操作，仅可通过Restful接口进行数据的增删改查操
作。

场景描述

新建一个订单聚合对象，该聚合对象里产品对象通过Lookup关联价格、库存子节点对
象，并基于该订单聚合对象定义增加操作；再通过属性配置关联客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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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对象说明

对象名 自定义字段名 字段类型 字段说明

Product__CST description__
CST

text 产品描述。

Price__CST product__CST Lookup 产品描述。该字段的取值
来源于“Product__CST”
对象。

price__CST Currency 产品价格。

Stock__CST remain__CST Number 库存数量。

product__CST Lookup 产品描述。该字段的取值
来源于“Product__CST”
对象。

Customer__CST - - -

 

前提条件

表2-35中的对象及自定义字段已创建。

创建聚合对象并通过 Lookup 关联子节点对象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聚合对象”。

步骤2 选择“创建新的聚合对象”，输入基本信息后单击“添加”。

图 2-124 新建聚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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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聚合对象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聚合对象的名称，唯一标识，系统自动生成。长度不超过
255个字节。

描述 用于描述这个对象。

 

步骤3 在“聚合根”中选择根节点对象。

根节点对象为该聚合对象的基础对象。这里根节点对象设置为“Product__CST”。选
择根节点对象后，该节点对象的所有字段详情会显示在右下侧区域空白处。

图 2-125 设置根节点对象

步骤4 单击节点对象详情框中的“+”，选择与根节点关联的对象“Price__CST”，添加关联
对象。只能向子对象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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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6 选择关联对象

步骤5 选择两个对象之间关联字段“product__CST”。

两个关联对象之间可能会有多个字段进行关联。这里选择希望进行关联的具体字段。

图 2-127 选择关联字段

选择关联字段后，关联对象“Price__CST”的所有字段详情会显示在区域中。两个关
联对象之间会有连线，连线上显示关联的具体字段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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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8 关联结果

步骤6 参考步骤4~步骤5，添加与根节点关联的对象“Stock__CST”。

图 2-129 添加关联对象“Stock__CST”

步骤7 （可选）您可单击节点名称，在右侧“Properties”区域设置“Label”参数取值设置
节点名称，以便区分不同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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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0 设置节点名称

表 2-37 节点名“Properties”区域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标签 该节点在界面上的展示名称。可编辑。

名称 该节点的唯一标识。可编辑。

实体对象 该节点对象名。不可编辑。

对象字段 所用到的该节点对象的字段。目前只能选该对象全部字
段，不支持选择部分字段。

父对象 该节点对象的父对象。

子对象 该节点对象的子对象。

 

步骤8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该聚合对象设置。

保存后，节点展示名称“标签”取值可更改，节点对象关联关系也可修改。

----结束

增加 Action 操作

步骤1 基于该订单聚合对象定义增加操作。

1. 在左侧“操作”下单击“+”，设置增加操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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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1 增加操作

表 2-38 “Property”区域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Action在界面的展示名称。

名称 该Action的唯一标识。

操作类型 Action类型。

– Flow Action：引用已创建的服务编排Flow执行操
作。

– Script Action：引用已创建的脚本执行操作。

服务编排/脚本 系统中具体的服务编排Flow或者脚本。

描述 该操作的描述信息。

Flow/Script入参 展示该服务编排或者脚本的输入参数。

Flow/Script出参 展示该服务编排或者脚本的输出参数。

 
2. 单击“添加操作到聚合对象”。

3. 单击页上方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步骤2 验证新增的“Insert” Action操作。

1. 在该聚合对象编辑页面，单击选择该聚合对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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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 选择对象名称

2. 在“属性”页面选择“Insert”操作，输入相关入参，单击“执行”。

图 2-133 执行“insert”

3. 弹出成功提示框。表示执行“Insert”操作成功。关闭该提示框。

步骤3 使用预置的“查询” Action查询聚合对象数据记录。

1. 在左侧“操作”下单击“查询”，为系统预置的查询聚合对象接口。

2. 在右侧“属性”页面选中“输入根节点记录Id”，在“根节点记录Id”中输入插入
数据的记录Id。若可以查出与根节点对象所关联的所有节点对象的数据记录，表
示该聚合对象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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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根节点第一条记录”为查询根节点第一条记录相关的所关联的所有节点对象的数据记
录。

– “输入根节点记录Id”为查询根节点某条记录相关的所关联的所有节点对象的数据记
录。

图 2-134 查询数据

----结束

增加属性配置

步骤1 在左侧“属性”下单击“+”，设置属性参数，关联对象Customer_CST。

图 2-135 增加属性配置

步骤2 单击“添加属性”。

步骤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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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6 属性配置关联结果

说明

有属性配置关联关系的BO暂不支持Action操作。

----结束

2.3.5 创建学生成绩管理对象模型

目的

通过创建一个“学生成绩管理”的对象，让您快速熟悉创建自定义对象、自定义字
段，快速理解对象间的关联关系，及快速理解对象的结构和数据对象表。

场景描述

本实例以新建一个学生成绩管理对象为例，为您介绍对象间关联的相关内容。本实例
中的对象里的班级对象是通过Lookup（字段类型）关联学生、班主任对象，学生对象
通过LooKup关联课程成绩对象。请参见创建自定义数据对象和定义自定义对象的字段
（Fields）新建下面的Class__CST、HeadTeacher__CST、Student__CST、
Grades__CST对象和它们分别对应的自定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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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对象说明

自定义对象名 自定义字段名 字段类型 对象中的字段说明

Class__CST number__CST Number 班级编号。

HeadTeacher__C
ST

class__CST Lookup 班级编号。

该字段的取值来源于
“Class__CST”对象。

Student__CST class__CST Lookup 班级编号。

该字段的取值来源于
“Class__CST”对象。

Grades__CST student__CST Lookup 学生信息。

该字段的取值来源于
“Student__CST”对象。

course__CST text 课程。

score__CST Number 成绩分数。

 

说明

对象“Class__CST”这种类型的名字前面一般带命名空间，如“XXX__Class__CST”。

name字段是标准字段，在对象创建之后，已经存在，不需要手动创建：

● 班级Class__CST的name字段如填值：20届一班，二班，三班。

● 班主任HeadTeacher__CST的name字段如填值：王老师，李老师，陈老师。

● 学生Student__CST的name字段如填值：小明，小红，小兰。

多个对象的详细字段信息是怎么样的

对象及自定义字段进行创建完成后，可参见使用SQL查询数据的控制台查询对象数据
是否符合需求。或者使用布局查看，详情请参见如何使用布局增删改查对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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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7 班级 Class__CST 表的信息

图 2-138 班主任 HeadTeacher__CST 表的信息

图 2-139 学生 Student__CST 表的信息

图 2-140 课程成绩 Grades__CST 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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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 Schema 构建器查看及新建对象

您可通过Schema构建器查看系统中存在的对象（包括自定义对象和标准对象）以及对
象之间的关联关系。您也可以通过Schema构建器创建对象。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模型 > Schema构建器”。

步骤2 在“对象”页签，选择需要展示的对象拖拽到左侧区域，打勾就会显示在界面。

从Schema构建器展示页面可以清楚的看到对象结构以及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如图
2-141勾选Class__CST，HeadTeacher__CST，Student__CST和Grades__CST。

图 2-141 Schema 构建器

步骤3 选择对象中具体字段，单击右键选择“在新标签页中查看字段详情”或“删除字段”
可查看或者删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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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2 查看字段详情或者删除字段

步骤4 （可选）选择“元素”页签，选择“对象”拖拽到左侧区域，界面弹出“创建对象”
页面，配置参数后单击“保存”。

这里创建对象与选择“模型 > 对象”后创建对象（参见创建自定义数据对象）是一样
的。

图 2-143 创建对象

步骤5 （可选）在“元素”页签下，从“字段”中选择字段类型拖拽到左侧具体的对象中，
可为该对象添加字段，其实和新建自定义字段一样（参见定义自定义对象的字段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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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4 添加字段

----结束

后续操作

简单例子的创建已经完成，后面可以通过SQL查询数据、通过脚本、通过导入导出数
据等操作对“对象数据”进行增删改查，打包备份数据，迁移数据等。

2.3.6 使用 SQL 查询数据
AppCube支持使用SQL语句的查询数据，使用SQL查询数据可以简洁直观的查看数据
表。本节主要为您介绍如何使用控制台、脚本以及服务编排查询数据。

前提条件

查询数据一般是基于对象的查询，本节以查询Class对象（实际创建的对象名为
CNAME__Class__CST）为例进行介绍。进行查询操作之前，您需要先在Class对象中，
新建自定义字段，并添加数据。

如果您还没有Class对象，请先按照创建自定义数据对象中的步骤创建自定义对象Class
及字段，并按照如何使用布局增删改查对象数据中的步骤添加数据。

如何使用控制台查询数据

步骤1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的导航菜单上，单击 ，弹出控制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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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5 控制台入口

步骤2 在“对象管理”的命令行输入区输入SQL语句，例如“select CNAME__number__CST
from CNAME__Class__CST”，单击“执行”，即可显示查询的字段列如图2-146中③
所示。

图 2-146 执行 SQL 查询对象“CNAME__Class__CST”数据

说明

控制台更多介绍内容，请参见使用控制台分析查询SQL。

----结束

如何使用脚本查询数据

使用脚本查询自定义对象Class（CNAME__Class__CST），对象创建过程可参见创建自
定义数据对象，数据添加过程可参见如何使用布局增删改查对象数据。

步骤1 新建脚本“search_data”，并在脚本中输入以下代码，保存脚本。

脚本是使用execute接口执行sql语句，脚本执行后，可以在脚本底部“日志”页签中查
看查询结果。

import * as db from 'db';
import * as es from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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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Object(['CNAME__Class__CST'])
 
@action.object({ type: "param" })
export class Input { }
@action.object({ type: "param" })
export class Output { }
 
@action.object({ type: 'method' })
export class SearchScript {
    @action.method({ input: 'ParamsInput', output: 'ParamsOutput' })
    public run(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 = new Output()
        this.doSearchScript();
        return out;
    }
    private doSearchScript() {
        let sql = db.sql();
        let sqlTest = "select name,CNAME__number__CST from CNAME__Class__CST "
            + "where CNAME__number__CST > ?"
        let result = db.sql().exec(sqlTest, { params: [0] })
        console.log("result", result)
    }
}

步骤2 单击 ，执行脚本，并在脚本底部的“日志”页签中查看执行后结果。

图 2-147 脚本执行 SQL 查询对象“CNAME__Class__CST”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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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脚本开发更多介绍内容，请参见脚本开发。

----结束

如何使用服务编排查询数据

使用服务编排中“记录查询”图元查询自定义对象Class（CNAME__Class__CST），实
现“select name,CNAME__number__CST from CNAME__Class__CST”。

说明

服务编排开发的相关内容，请参见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数据的增删改查。

步骤1 新建服务编排“flowSearchData”，在全局上下文中，创建变量“name”、
“number”，类型分别为“文本”、“数字”。

步骤2 在服务编排图元区的“基本”目录下拖拽一个记录查询 到画布，参考图2-148，配
置对象和输出。

图 2-148 正确配置“记录查询”

步骤3 连接开始图元和记录查询图元，参考配置服务编排出参。

图 2-149 正确配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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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配置完成后，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单击 进入运行页面。

图 2-150 保存服务编排并运行

步骤5 由于本服务编排中不需要输出参数，因此直接单击“运行”，即可查看输出的json格
式结果。

图 2-151 服务编排实现查询自定义对象的字段

----结束

2.3.7 如何导入导出数据

AppCube对内部数据提供了数据管理功能，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数据迁移，数
据备份，批量修改数据，对数据进行导入导出操作。

前提条件

1. 若已有了需要导入导出数据的目标对象，可以请直接进行导入导出操作，忽略前
提条件中的2、3、4。

如果您还没有这样的目标对象，您需要先创建一个对象，然后再创建自定义字
段，配置“允许API批量访问”之后，再进行导入导出操作。

2. 新建一个简单的对象Class，对象创建过程请参见创建自定义数据对象。

3. 在对象Class建一个自定义数字类型字段number，自定义字段创建过程请参见定
义自定义对象的字段（Fields）。

4. 对象Class的“基本信息”勾选“允许API批量访问”，如图2-1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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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2 自定义对象 Class

背景信息

在执行导出数据前，首先需要明确导出数据的类型，可供导出的数据类型有：元数据
Schema、数据Data。同时您需要选择导出数据的方式，可选择的数导出模式有：定
时/即时导出、按计划导出。

数据导出前，请按照表2-40和表2-41进行检查，确认数据导出的类型和模式是否符合
需求。

表 2-40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描述

元数据 表的定义信息

数据 表的具体数据

 

表 2-41 导出模式

导出模式 描述

仅执行一次 定时/即时导出，立即导出或者选择某个特定时间导出数据
（只执行一次）

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 按计划导出。从选定的时间开始，按用户设置的时间间
隔，周期性导出

 

当选择数据导出时，您还需要提前了解数据表的依赖关系，将有依赖关系的数据表一
起导出。系统数据表之间的依赖关系如表2-42所示。

说明

“A -> B、C->D”表示A为根对象，包含子对象B和C，而B和C又包含下一级子对象D。

表 2-42 依赖关系表

数据表分类 依赖关系

触发器Process Process -> ProcessDecision、ProcessCondition ->
ProcessActionCall -> ProcessActionCondition、
ProcessAction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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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分类 依赖关系

旧的审批流
Approval

ApprovalProcess -> ApprovalProcessAction、
ApprovalProcessLockAction、ApprovalStep ->
ApprovalStepAction、ApprovalMember

队列Queue Queue -> QueueObject、GroupMember -> Role、
PublicGroup

公共组
PublicGroup

PublicGroup -> GroupMember -> Role、PublicGroup

权限Profile ● Profile -> ProfileAppVisibility、ProfileTabVisibility、
ProfileMenu、ProfileBusinessProcess、ProfileFlow、
ProfileScript、ProfileConnector、ProfileData、
ProfileEvent、ProfileObjectPermission、
ProfileFieldPermission、ProfileLayoutAssignment、
ProfileServicePermission

● PermissionSet -> PermissionSetAppVisibility、
PermissionSetTabVisibility、
PermissionSetBusinessProcess、PermissionSetFlow、
PermissionSetScript、PermissionSetObjectPermission、
PermissionSetFieldPermission

● PermissionSetUserAssignment是关联表，记录User或
Profile分配的PermissionSet。

● ServicePermissionCustomAPI是关联表，记录CustomAPI
（即数据表URLMap）配置的业务权限ServicePermission。

连接器Connector ● Connector -> RestAction
● SOAPService -> SOAPNamespace、SOAPAction

邮件模板
EmailTemplate

EmailTemplate -> EmailResource

选项列表Picklist Picklist -> PicklistValue

多语言资源
CustomResource

CustomResource -> CustomResourceValue

 

说明

● 在导出队列Queue、公共组PublicGroup和权限Profile相关的数据表时，不需要导出关联的
User表。由于队列Queue的数据表存在循环包含，建议把Queue、QueueObject、
PublicGroup、GroupMember、Role作为整体一起导出。

● 导出关联表时，一般不需要导出被关联的对象数据，例如：Profile（包含）->
ProfileAppVisibility（关联）-> Application，在导出权限数据时，只需要导出Profile和
ProfileAppVisibility即可，不需要导出Application。

如何导出数据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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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出”，单击“新建”。

步骤3 根据需求进行配置，例如图2-153所示，导出“模式”设置为“仅执行一次”，并在
“立即导出”下选择“是”，如果不想立即导出，可以选择“否”，设定需要导出数
据的时间。

如果您想配置为定时多次导出，您需要将“模式”设置为“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
次”，并设置首次导出的时间、间隔及单位。

图 2-153 配置数据导出

详细参数说明如表2-43所示。

表 2-43 导出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信
息

导出方式 数据导出方式，分为普通和模板两种类型。

若导出相同对象，避免每次导出需要重复选择相同的
对象影响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可选择模板导出方式，
在“模板区域”新建模板，在后续导出相同对象时，
选择对应的模板即可导出。

导出文件编码 导出文件的编码格式，支持“UTF-8”和“GBK”两
种。

前置脚本 配置前置脚本，导出的zip包在进行数据导入时，会先
执行前置脚本，可以用于导入前清理某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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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后置脚本 配置后置脚本，导出的zip包在进行数据导入时，导入
结束后会执行后置脚本，可以用于导入完成后执行某
些数据操作。

模式 导出的执行次数。

● 仅执行一次：定时/即时导出，立即导出或者选择
某个特定时间导出数据（只执行一次）。

● 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按计划导出，从选定的时
间开始，按用户设置的时间间隔，周期性导出。

立即导出 “模式”选择“仅执行一次”时，您需要配置是否立
即导出。

首次导出时间 “模式”选择“仅执行一次”且非立即导出时或者
“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时，您需要配置首次导出
时间。

间隔 “模式”选择“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时，导出的
时间间隔。

单位 “模式”选择“按设置的频率执行多次”时，您需要
设置导出时间间隔单位：

● 月

● 天

● 小时

 

步骤4 设置导出条件和导出内容，单击“导出”。

● 当步骤3中“数据导出”方式选择“普通”时，选择类目进行导出。类目分为以下
几类：

– 包含全部对象：即包含所有对象。

– 包含标准对象：包含系统预置的标准对象。

– 包含自定义对象：包含用户定制的自定义对象。

– 包含系统对象：即平台各项系统功能模块所使用到的对象，如Flow、Script。

表 2-44 常见的系统对象说明

对象名 说明

Package 存放软件包的基本信息

PackageCon
tent

存放软件包的组件信息

PackageInst
all

包安装相关

PackageVers
ion

存放包版本信息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68



对象名 说明

Profile 权限表

ServicePerm
ission

业务权限凭证表

PermissionS
et

扩展权限集相关信息

Connector 存放连接器信息

Tab、Menu 应用菜单相关表

SysParamete
r

系统参数表

CustomError 存放自定义错误码相关信息

CustomReso
urce

多语言的主表

CustomReso
urceValue

多语言的子表

CustomTran
slation

翻译表

Application 应用表

Service BO表

ApplicationC
omponent

应用中的组件表

ServiceItem BO中的组件表

URLMap 存放Custom API信息

 
– 包括权限对象：平台与权限相关的对象，如权限、扩展权限集、业务权限凭

证等。

– 自定义：可自定义导出具体的“目标对象”，可多选。

● 当步骤3中“数据导出”方式选择“模板”时，可新建或者选择模板进行导出，目
标对象可多选。

当对象勾选的是多个时，导出条件过滤字段为公共字段。

当数据导出成功之后，您将收到一封邮件，提示您数据导出成功，并附上数据下载的
链接，你可以通过该链接下载文件。

您也可以通过导出页面找到导出任务（状态字段为“Completed”），然后单击 下
载文件。请务必在48小时之内，完成下载，逾期数据文件将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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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数据导入导出任务执行结果或通报可在管理中心“系统管理 > 任务管理 > 定时任务 > 任务执行
历史”中查看。

----结束

如何导入数据

通过导入之前导出的数据（可在本地csv中批量修改数据），实现数据批量导入到
AppCube上。导入数据之前，请提前完成如下内容：

● 已准备好需要导入的数据。将您的导入数据进行压缩，压缩文件的文件格式必须
为“zip”。如使用导出下载后的Class__CST对象数据zip包，请参见如何快速批量
创建对象数据。

● 在进行数据导入前，要确保环境中已存在与导入文件同名的表结构，可通过元数
据导入或者在环境中手动定义表结构。同样使用Class__CST对象的元数据为例，
Class__CST对象的元数据zip包来源也可参见如何导入对象结构。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步骤2 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元数据导入”或“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
入”，单击“新建”。

步骤3 配置“导入类型”，拖入待导入文件，单击“导入”。

● 导入记录ID值为空：导入的数据记录ID值为空，系统将自动生成随机ID。

● 导入记录ID值不为空：根据导入记录中的ID匹配，若存在则更新数据，不存在则
创建新的记录。

图 2-154 数据导入

步骤4 弹出提示框“导入成功后您将会收到邮件！”，单击“确定”。

等待一分钟后，单击操作列刷新按钮，数据导入页面中会更新导入状态。如果数据导
入失败，您可以从邮件内容或导入页面“详情”中获知失败原因。

说明

数据导入导出任务执行结果或者报错可通过在管理台“系统管理 > 任务管理 > 定时任务 > 任务
执行历史”中查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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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批量创建对象数据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步骤2 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入”，单击“新建”。

步骤3 “导入类型”选择“导入记录ID值为空”，单击“下载模板”，选择目标对象，如图
2-155。

图 2-155 下载对象数据模板

步骤4 解压“zip”包，使用excel批量编辑好数据，如图2-156。

图 2-156 excel 创建数据

步骤5 将编辑好的数据重新打包成“zip”包，重新导入数据，具体步骤请参见如何导入数
据。

步骤6 查看导入成功后的结果，请参见如何使用控制台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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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7 批量导入成功的数据

----结束

如何通过模板进行数据导入

在AppCube上定义数据导入模板，将模板下载到本地，并录入数据。数据录入完成
后，通过导入模板导入新数据并按照预定义的脚本处理数据。

参见前提条件，使用对象CNAME__Class__CST和它的字段name和classNumber。

步骤1 参考脚本开发，定义新建一个数据处理脚本如BulkInsert，脚本BulkInsert编写代码
并保存，入参是name和classNumber（该脚本的主要功能是准备好了导入模板的输
入字段，用以进行后面步骤的模板导入数据。单独运行脚本时没有入参会报错，如要
测试脚本的入参请参图2-158）：
import * as context from 'context';
import * as db from 'db';
import * as sys from 'sys';
 
@useObject(['CNAME__Class__CST'])
@action.object({ type: "params" })
export class Action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uct', isCollection: true, label: 'BatchRec' })
    records: BatchRec[];
}
 
@action.object({ type: "params", label: "BatchRec" })
export class BatchRec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label: 'name' })
    name: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label: 'age' })
    classNumber: string;
}
 
@action.object({ type: "params" })
export class Action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label: 'resMessage' })
    resMessage: string;
}
 
@useObject(['CNAME__Class__CST'])
@action.object({ type: "method" })
export class ActionDemo {
    @action.method({ label: 'insert_to_multi', description: 'insert_to_multi', input: 'ActionInput', output: 
'ActionOut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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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insert_to_multi(input: ActionInput): ActionOutput {
        let out = new ActionOutput();
        try {
            if (input.records.length < 1) {
                return out
            };
            let recsInsert = []
            for (let i = 0; i < input.records.length; i++) {
                var recOne = {
                    name: input.records[i].name || 'yes',
                    CNAME__number__CST: input.records[i].classNumber
                }
                recsInsert.push(recOne)
            }
            console.log('recsInsert = ', recsInsert)
            if (recsInsert.length < 1) {
                return
            }
            let objMulti = db.object('CNAME__Class__CST');
            let ret = objMulti.batchInsert(recsInsert);
 
            out.resMessage = "success"
        }
        catch (error) {
            context.setError(error.name, error.message)
        }
        return out;
    }
}

图 2-158 脚本 BulkInsert 的入参测试

脚本验证无误后，请启用脚本。

步骤2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步骤3 定义数据导入模板。

1.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入模板”。

2. 单击“新建”，配置参数信息，若找不到脚本，请确认脚本是否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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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9 定义模板

表 2-45 参数说明表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
信息

名称 数据导入模板的名称。

脚本 提前定义好的数据处理脚本。

您需要在脚本中声明一个集合属性的入参，脚本中入参的变
量名与Excel模板中入参变量名保持一致。

描述 该数据导入模板的描述信息。

Excel
映射

名称 定义输出到脚本的入参变量名，请和脚本中入参变量名保持
一致。

列 Excel模板中具体的列。按照顺序定义，例如：A、B、C。

表头 Excel模板中第一行的列名。

操作 复制或者删除操作。

 
3. 单击“保存”。

步骤4 在“数据导入模板”列表页面该模板所在行单击 ，下载模板到本地，录入数据并保
存Excel。

图 2-160 写入数据

步骤5 将修改后的数据导入。

1. 在“数据导入模板”列表页面该模板所在行单击 ，在导入页面拖入上一步录好
数据的Excel，单击“导入”，上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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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1 导入数据

2. 在提示框“导入成功后您将会收到邮件”中，单击“确定”。

3. 界面跳转到“数据导入”页面，等待导入任务的状态为“Completed”后，在该
页面查看具体导入结果。参见如何使用布局增删改查对象数据使用布局查看批量
插入结果。

图 2-162 查看结果

----结束

说明

AppCube在对象的自定义字段界面，有下载模板，批量导入字段和导出功能（批量创建过程和
如何快速批量创建对象数据一样，导出等价于如何导出数据的数据导出一样）。

后续操作

数据的导入导出用于归档备份，迁移，发布等，在应用的部署，测试和运行阶段都会
广泛使用。

2.4 标准页面

2.4.1 什么是标准页面
AppCube提供了三种前端页面：标准页面、高级页面和业务大屏页面。本章节主要带
您了解、学习并使用标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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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页面

标准页面是一种将一个或多个组件拖进画布，进行低代码甚至无代码的配置，即
可快速完成业务功能的前端页面。对于一般的业务应用系统，例如请假电子流、
出差报销、在线投票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其功能主要是针对业务数据的增、
删、改、查，且前端界面的样式相对简单的页面，此时，您即可使用AppCube提
供的“标准页面”。标准页面提供了丰富的组件，组件包含了预置的样式，并封
装了基础事件代码，实现了开箱即用，避免重复写样式和事件代码，陷入代码细
节，使开发人员更好的专注于业务场景的挖掘。

● 高级页面

对于一些样式比较复杂的页面，例如网站、电商、园区大屏等，您可以使用平台
提供的“高级页面”。高级页面详细介绍请参见高级页面。

● 业务大屏页面

业务大屏页面即DMAX大屏页面，业务大屏页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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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广泛应用于商业、金融、制造等行业的业务
场景中，详细介绍请参见用户指南（DMAX大屏）。

初识标准页面

将光标放在应用目录上之后，应用目录右侧会出现“+”，单击“+”，选择“标准页
面”，设置页面标签和名称，即可创建一个全新空白的标准页面，页面创建后，自动
进入标准页面开发界面，您可以阅读以下内容初步了解标准页面。

图 2-163 标准页面开发界面

标准页面开发界面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左侧组件区域、上方按钮区域、中间工作
区域和右侧可配置页面元素区域，具体功能说明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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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6 界面布局说明

分类 功能说明

按钮区域 页面功能按钮区域，包括获取锁、释放锁、保存、另存为、预览页
面、修订记录、操作回退、撤销回退、页面性能分析、布局切换以
及发布成高级页面组件的操作。

组件区域 页面的组件区域。设计页面时，需要从组件区域拖拉拽各种组件
（按住鼠标拖动）到工作区域中以丰富页面功能。

组件区域由以下两个页签组成：

● 基本组件：平台预置的各类组件，具体说明如基本组件分类说
明所示。若需要了解每个基本组件的详细使用说明，请将鼠标

悬浮在基本组件上，基本组件右上会出现问号图标 ，单击该
图标会出现该基本组件的使用说明。平台标准组件介绍介绍了
常用的基本组件属性说明。

● 扩展组件：存放用户自定义的组件，自定义组件由用户在线下
开发完成并上传到AppCube，用于丰富页面组件的功能。自定
义组件开发过程及上传方法，请参考创建自定义标准组件。

工作区域 工作区域即是编辑页面内容区域以及页面视图区，主要的页面布局
设计操作区域，完成对页面具体布局、组件放置等操作。

● 设计视图：页面默认视图，此视图下，可以在页面内容中，通
过拖拉拽的方式对需要在页面布局中展示的组件元素进行编
排，所有组件视图化，所见即所得，让您快速构建您需要的页
面布局。页面右上角“外层容器”开关，可快速呈现外层容器
和范围。

● 模型视图：该页面所涉及的模型展示视图。

● 事件视图：该视图下，页面布局中各事件以代码形式展示在工
作区域。

● 样式代码：页面自定义的样式代码。

● 更多：单击“更多”后，将会展开以下页签。

– 组件代码：该视图下，页面布局中各组件以代码形式展示在
工作区域。

– 第三方库：该页面加载的第三方库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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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功能说明

可配置页面元
素区域

页面和组件属性设置区域，在该区域可以对组件属性、事件进行设
置，也可以加载第三方库以完成对组件的应用。该区域由以下三个
页签组成：

● 属性：组件的属性展示区域，可在属性面板修改组件属性使页
面达到预期效果。在工作区域“设计视图”下选中组件，键盘
上按Tab键，可在“属性”页签中切换属性参数项，按Enter键
可设置属性值。

● 事件：进入事件编排器的入口，您可通过系统预置的事件编排
器，或者直接通过定义JS代码，来实现页面组件与后台接口之
间的交互。

● 库：加载当前页面所依赖库的入口。页面设计的某些功能需要
依赖特定的库来完成，用户可以在该页签下新增或删除某些
库。系统默认会提供部分库，若不满足现有需求，也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加载新的库。

 

基本组件分类说明

组件包括平台预置基本组件、用户自定义的扩展组件，基本组件具体说明如表2-47所
示。若需要了解每个基本组件的详细使用说明，请将鼠标悬浮在基本组件上，基本组

件右上会出现问号图标 ，单击该图标会出现该基本组件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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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7 基本组件分类说明

分
类

说明

布
局

用于控制页面的布局，即将页面设计几行几列。例如先拖入一个栅格容器，将
栅格容器用行列划分成小区域后，再向单元格中拖入其他组件。容器本身可以
包含容器，也可以包含其他组件。

● 表单：元数据表单。根据数据对象可生成表单。可用于制作带数据的交易类
页面。

● 表格：元数据表格，用于展示对象记录。根据数据对象可生成表格。数据对
象中的属性映射为表格中的列。用于通过一个表格完成数据对象的增、删、
改、查操作场景。

● 基础容器：基本的布局容器，支持拖拽放置任何组件进去，按照流式布局模
式布局（非独占整行组件如按钮组件，从左往右排列，占满整行即换行；独
占整行组件如标题组件，则默认独占一行）。

● 分栏：容器组件，相当于行，内部可分多栏（列）。可将页面划分为两栏或
者多栏，每一栏都可以拖入其他组件。

● 折叠面板：用于对页面的某些区域进行折叠和展开，可放下多个折叠页组
件。

● 页签：用于制作多页签页面时使用，可放下多个页签组件，实现多页签效
果，可在不同的页签内放置内容，通过点击标签切换显示不同的内容。

● 列表视图：用于灵活组合列表项的内容，并且根据实例化数据动态展示。使
用时需要在List View上绑定数据模型。数据类型为数组。如果要使用分
页，分页组件需放在List View Container内。

● 模态框：弹框样式布局，使用数据绑定实现双向绑定，通过控制模型的值
true、false来显示、隐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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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说明

表
单

● 输入框：文本输入框，关联对象文本（text）类型，可编辑一行的文本控
件，包含标签。控件内的标签将其与输入组件区分开。适用于普通文本输
入。

● 多行输入框：多行文本输入区域，关联对象文本区（Text Area）类型，多
行可编辑的文本控件。适用于多行文本输入。

● 日期选择框：用于日期选择或输入，关联对象日期（Date）类型、日期/时
间（Date/Time）类型，可以选择或输入日期，支持年、月、日期等类型，
支持选择范围。

● 数字输入框：数字（Number）类型的输入框，关联对象数字类型。

● 复选按钮：该控件允许用户从多个选项中进行多种选择。

● 单选按钮：用于有一组可选项的单项选择，或者切换某个选项的选中状态，
以实现从一组互斥的选项组中选择一项。

● 下拉框：下拉框的可选值为对象的SingleSelect类型字段的不同Picklist取
值，也可以是自定义json数据。如果Picklist和自定义json数据同时存在，以
Picklist的取值为准。

● 级联选择框：提供按层级选择的选择框，可对选择框的数据进行校验，可以
对数据进行搜索。

● 开关：滑动开关，可关联对象的复选框（Boolean）类型字段。允许用户选
择“真”（选取）或“假”（不选取）值。

● 上传：文件选择上传和拖拽上传控件，可以通过绑定数据模型，上传文件列
表会保存在绑定的模型中。

● 自动完成：带有提示的文本输入框。

● 弹出对话框：单击后会弹框的组件，需要自定义实现代码。

● 多语言选择框：多语言切换组件，关联对象多语言（mutillang）类型。

● 评分：评分、评价组件。

● 关联选择框：一个搜索的选择框，关联对象的查找关系（lookup）或主从
关系（masterdetail）类型，可以通过搜索来匹配下拉的选项，匹配成功的
选项会展开在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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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 按钮：通过编排事件实现Button，触发业务逻辑使用。

● 按钮卡：包含多个按钮（两个或更多）的整体面板。该组件可用于构建多项
菜单，用于在视图之间导航。

● 标签：用于显示页面信息的静态文本。

● 图标：用于辅助相关文字进行展示，也可当做按钮点击使用，常配合其他组
件一起使用。

● 标题：用于添加具有标题意义的文字，可以通过选择属性“标题类型”的值
来控制添加的标题的文字大小。

● 链接：链接地址，用于链接、跳转，一般常用来打开新页面或作为文字性按
钮使用。

● 图片：用于上传图片，可以从OBS或者SFTP选择或上传图片。

● 面包屑：是项目中常用的一种组件。结构大致是“首页/菜单1/菜单2/菜单
3”。

● 滑块：滑块是一个可以利用鼠标在其上面进行滑动的条状组件，一般使用在
进度条，区域划分等地方。当鼠标在轨道上点击时，滚动球会移动到当前鼠
标点击的位置，单击过的地方会以蓝色显示，未单击的地方是灰色。

● 分页：用于多条数据展示时可设置分页展示，每页展示固定数据条数。

高
级

● 选项树：树形结构选择设置。适用于要展示的数据为树形结构。

● 步骤条：步骤进度条。可设置总步骤数和每一步的展示名称。

● 时间轴：一般绑定数据服务使用，动态的展示时间轴的内容。

● 走马灯：在满足设置的条件可切换显示灯。

● 可收缩面板：弹性伸缩布局，可左右伸缩的容器。

● 滚动容器：由于屏幕尺寸限制，当页面内容已经超出屏幕的范围时，需要拉
动滚动条，在有限的屏幕中浏览更多内容。

● 代码块：用于代码块展示。

● 选择卡：可从某一卡片区域选中到另一卡片区域。

● 栅格容器：用于控制页面的布局，即将页面设计几行几列，先设置元素在页
面中纵向排列，然后在每一行中又可设置元素横向排列。

● 标签栏：只有页面布局模式为手机模式时，才会显示该组件。为底部导航组
件，单击标签栏中的选项可切换本应用中不同的页面。

 

快速开始

在进行标准页面设计前，您需要对开发界面进行全面的了解。

● 将光标放在应用目录上之后，应用目录右侧会出现“+”，单击“+”，选择“标
准页面”，设置页面标签和名称，即可创建一个全新空白的标准页面，页面创建
后，自动进入标准页面开发界面，

● 标准页面中预置了多种组件，可以直接从左侧“组件”区域，将这些组件拖拽到
中间“设计视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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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4 标准页面编辑界面（UI Builder）

● 在配置使用组件前，您可以将光标放在每个组件上后，组件右上角将显示帮助信
息的问号图标，单击问号图标，即可进入该组件介绍页面。若需了解更多
AppCube预置组件的使用及配置方法，请参见平台标准组件介绍。

图 2-165 组件的帮助图标

● 在“设计视图”中，选中一个页面组件，可在右侧“属性”页签，设置该组件的
绑定数据、样式等属性，如图2-166所示。在设计视图中选中一个文本框，可以在
右侧修改这个文本框的标签名、样式、绑定的数据模型等。

图 2-166 组件属性面板

● 在“设计视图”中，选中任意组件，可以在右侧“事件”页签，设置组件的关联
事件。例如，选择一个“按钮”，然后在按钮的“点击”事件中，添加相应的事
件代码，实现在单击按钮后将界面输入保存到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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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7 编辑组件的关联事件

● 利用组件导航，快速选中组件。

当选中某个组件时，页面上方会在组件导航上显示它的html标签层级。

因此，在组件数量比较多，位置较为紧密时，您可以直接单击标签层级，快速选
择组件，也可以快速切换组件。例如，在上图的组件导航中单击“页面”，可以
直接选中页面上的 外层页面组件。

● 利用组件树，快速选中组件。

在组件数量比较多，位置较为紧密时，您也单击页面右下角的“组件树”，展开
组件树，在组件树中，直接单击标签层级，快速选择组件，也可以快速切换组
件。

图 2-168 利用组件树快速选中组件

与高级页面的区别
● 标准页面提供流式布局（Flow Layout）和弹性布局（Flex Layout），高级页面提

供流式布局与绝对布局，适用于对样式个性化布局需求更高的业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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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页面提供基础组件，高级页面具有更复杂的展示组件，如“地图”、“水滴
图”、“折线图”等。

● 在沙箱环境、运行环境中标准页面均不支持匿名访问，“高级页面”则支持匿名
访问。

更多高级页面的信息，请参见5.1 什么是高级页面。

2.4.2 开发调查问卷标准页面实例
本节将通过开发一个“调查问卷”应用页面用来演示标准页面的基本功能，页面完成
后如图2-169所示。

图 2-169 调查问卷应用效果

步骤1 创建一个自定义对象“Questionnaire”。

创建“Questionnaire”对象，在对象内新建7个文本类型的自定义字段
“questionCode0”~“questionCode6”，创建自定义对象及字段的相关内容请参考
3.1 了解对象模型。

创建的自定义对象是用来保存“调查问卷”中用户填写的信息，并在这个对象下用不
同字段来记录“调查问卷”中每一个问题用户填写的内容。

步骤2 创建应用页面。

单击“Page”文件夹右侧 ，选择“标准页面”。在弹窗中输入页面的“标签”、
“名称”为“Questionnaires_questionnair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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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0 创建标准页面

步骤3 选中“页面”标签，在右侧配置面板“样式”“布局”下为页面左右各设置“15%”
和“18%”的内边距。

图 2-171 页面设置内边距

步骤4 拖拽“表单”组件到中间面板，并做如下操作。

1. 在左侧面板“组件”页签中，在“布局”分栏中，鼠标左键将“表单”组件拖拽
到中间面板中。

图 2-172 添加“表单”组件

2. 在右侧弹出的“元数据表单配置向导”中，选中刚才创建的对象
“Questionnaires__CST”，并勾选创建的自定义字段，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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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3 配置表单元数据

3. 选中表单按钮，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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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4 配置表单功能

完成后应用界面应如图2-175所示。

图 2-175 添加表单组件后页面样式

4. 设置“表单”组件样式“字体”为“16px”下外边距为“2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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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6 设置“表单”组件样式

5. 当前页面未使用“分栏”组件，因此删除表单组件中所有的“分栏”组件，只保
留包含按钮组件的“容器”组件。

图 2-177 容器组件

步骤5 在左侧面板中将“标题”组件拖至中间面板“容器”组件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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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8 添加“标题”组件

1. 选中“标题”组件，在右侧边板“基本属性”“标题内容”中输入调查问卷标题
“应用魔方AppCube开发者调查问卷”。

2. 在右侧面板“样式”、“字体”下配置标题的字体样式，将字体大小设置为
“28px”，颜色设置为“147AEC”，并设置居中样式。

图 2-179 设置标题样式

设置后，效果如图2-180所示。

图 2-180 配置完标题组件后

步骤6 在左侧面板中将“图片”组件拖至中间面板“标题”组件下方，并在右侧边板设置图
片地址（/besBaas/images/banner.png），设置图片高度为“165px”，宽度为
“100%”。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89



图 2-181 将“图片”组件拖至中间面板

图 2-182 设置图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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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3 设置图片样式

步骤7 在左侧面板中将“标题”组件拖至中间面板“图片”组件下方。

图 2-184 将“标题”组件拖至中间面板

在右侧边板设置标题内容，如“为了持续提高您的开发体验，为您提供更好的开发平
台，特邀您花几分钟反馈问卷，您的支持是我们 大的动力，衷心感谢您，祝开心每
一天！”。

设置上外边距“12px”，下外边距“24px”，内边距上右下左分别设置为“10px
20px 10px 12px”，字体大小“16px”，行高“28px”，颜色“#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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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5 设置标题内容

图 2-186 设置标题样式

步骤8 在左侧面板中将“下拉框”组件拖至中间面板“标题”组件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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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7 将“下拉框”组件拖至中间面板

1. 在右侧边板“数据绑定”分栏单击右侧齿轮按钮，选择表单数据绑定的对象
“form_1”下的自定义字段“questionCode0__CST”。

图 2-188 数据绑定

2. 在右侧边板“基本属性”分栏设置标签“1.您的工作类型？”，并设置选项“设
计类”“开发类”“产品类”“运营类”“其他”，并勾选“可清空”“可过
滤”和“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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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9 配置基本属性

步骤9 在左侧面板中将“单选按钮”组件拖至中间面板“下拉框”组件下方。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94



图 2-190 将“单选按钮”组件拖至中间面板

1. 在右侧边板“数据绑定”分栏单击右侧齿轮按钮，选择表单数据绑定的对象
“form_1”下的自定义字段“questionCode1__CST”。

图 2-191 数据绑定

2. 在右侧边板“基本属性”分栏设置标签“2.您觉得平台的体验流畅吗？”，并设
置选项“非常流畅”“一般流畅”“不太流畅”并勾选“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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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2 属性配置

步骤10 在左侧面板中将“单选按钮”组件拖至中间面板“单选按钮”组件下方。

图 2-193 将“单选按钮”组件拖至中间面板

1. 在右侧边板“数据绑定”分栏单击右侧齿轮按钮，选择表单数据绑定的对象
“form_1”下的自定义字段“questionCode2__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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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4 数据绑定

2. 在右侧边板“基本属性”分栏设置标签“3.您在开发过程中有困难，能否获取有
效的文档/帮助？”，并设置选项“非常有帮助”、“一般”“没有帮助”并勾选
“必填”。

图 2-195 属性配置

步骤11 在左侧面板中将“复选按钮”组件拖至中间面板“单选按钮”组件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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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6 将“复选按钮”组件拖至中间面板

1. 在右侧边板“数据绑定”分栏单击右侧齿轮按钮，选择表单数据绑定的对象
“form_1”下的自定义字段“questionCode3__CST”。

图 2-197 数据绑定

2. 在右侧边板“基本属性”分栏设置标签“4.您是从哪个途径知道数字平台
的？”，并设置选项“内部搜索”“别人介绍”“听过培训”“其他途径”并勾
选“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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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8 属性配置

步骤12 在左侧面板中将“多行输入框”组件拖至中间面板“复选按钮”组件下方。

图 2-199 将“多行输入框”组件拖至中间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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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右侧边板“数据绑定”分栏单击右侧齿轮按钮，选择表单数据绑定的对象
“form_1”下的自定义字段“questionCode4__CST”。

图 2-200 数据绑定

2. 在右侧边板“基本属性”分栏设置标签“5.您觉得AppCube给您带来的 大价值
是什么？相比其他同类产品，您为什么选择AppCube？”，并设置 大字符长度
“256”。

图 2-201 属性配置

步骤13 在左侧面板中将“多行输入框”组件拖至中间面板“多行输入框”组件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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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2 将“多行输入框”组件拖至中间面板

1. 在右侧边板“数据绑定”分栏单击右侧齿轮按钮，选择表单数据绑定的对象
“form_1”下的自定义字段“questionCode5__CST”。

图 2-203 数据绑定

2. 在右侧边板“基本属性”分栏设置标签“6.您想对AppCube说点什么？可以是优
点也可以是缺点还可以是对AppCube的期许。”，并设置 大字符长度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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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4 属性配置

步骤14 在左侧面板中将“评分”组件拖至中间面板“多行输入框”组件下方。

图 2-205 将“评分”组件拖至中间面板

1. 在右侧边板“数据绑定”分栏单击右侧齿轮按钮，选择表单数据绑定的对象
“form_1”下的自定义字段“questionCode6__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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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6 数据绑定

2. 在右侧边板“基本属性”分栏设置标签“7.您对平台的综合评分？”，并设置星
星总数“5”。

图 2-207 设置属性

步骤15 选中“容器”中的“保存”按钮做如下设置。

1. 在“基本属性”中，设置显示名称“提交”。

图 2-208 属性配置

2. 在右侧边板“事件”页签下“点击”右侧加号按钮。

图 2-209 事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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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添加动作”页面，选择“自定义动作”，输入自定义JS代码，单击“创
建”。

如下JS代码仅为示例，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示例中表单名称（form_0）和字段名
称（data.name）。更多自定义JS脚本介绍，请参见如何通过JS代码实现页面与后
台接口间的交互。
let data = $model.ref("form_0").getData();
//一些特殊字段数据处理
data.name = data.name.join(";");
// 提交表单
var  _form = context.$component.form;
_form.formSave();

图 2-210 配置 JS 代码

“调查问卷”主页面完成，效果如下：

图 2-211 “调查问卷”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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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6 测试“调查问卷”页面应用实例：填写“调查问卷”并单击提交。

图 2-212 模拟填写调查问卷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的导航菜单上，单击 ，即可进入数据调试页面，您可以在数据调
试页面输入sql语句查询创建的“Questionnaire”对象，得到刚才填写的调查问卷数
据。

图 2-213 控制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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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4 调查问卷数据已存入对象

----结束

2.4.3 标准页面布局
标准页面的布局设置一般有以下3种场景：

● 基础布局设置：适合对CSS与HTML不是非常了解的用户，通过在“基本属性”面
板简单配置属性实现基本的布局。

● 自适应布局：适合使用标准页面在不同大小屏幕（PC、平板、手机等）下呈现出
开发者想要的显示效果场景。

● 高级布局设置：针对有丰富前端开发经验的用户通过“样式”面板对页面进行更
深度的个性化布局定制。

基础布局设置

标准页面提供流式布局（Flow Layout）和弹性布局（Flex Layout），标准页面的基础
布局主要是通过“容器”组件实现的。

“容器”组件就是基础的布局容器，可以将它理解为CSS中DIV的概念，DIV是层叠样
式表中的定位技术，全称Division，即为划分；有时可以称其为图层。 DIV是HTML中
的一个标签元素，用来为HTML文档内大块的内容提供结构和背景的元素，您可以将
“容器”简单理解为画布，通过设置外层画布的属性达到控制内容布局的效果。

● 流式布局

“容器”组件默认弹性布局未开启，处于流式布局的状态，如图2-215所示。

图 2-215 流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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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式布局中，组件默认为块级（Block）元素，即不论组件宽度是多少，默认占
据全部父级元素的宽度。

如图2-216所示，向画布中拖拽一个“容器”组件，再向“容器”组件中拖入两个
“标题”组件，“标题”组件为块级元素，默认占据全部父级元素宽度，即外层
“容器”的宽度，第二个“标题”组件会在第一个“标题”组件的下方。

图 2-216 流式布局中组件为块级元素

流式布局中，组件由上至下依次排布，可以通过“水平对齐方式”对容器内组件
进行水平位置调整，如图2-217，图2-218所示。

图 2-217 居中水平对齐

图 2-218 靠右水平对齐

● 弹性布局

将“容器”组件属性面板中的“弹性布局”开启后，布局由流式布局切换到弹性
布局，弹性布局的相关配置属性在下方出现如“排列方向”、“水平对齐方
式”、“垂直对齐方式”，如图2-2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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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9 弹性布局

为了方便演示说明弹性布局，向画布中拖拽一个“容器”组件，再向“容器”组
件中拖入五个“容器”组件，将每个“容器”组件的宽度和高度设置为100px，并
为每个“容器”组件设置不同的背景颜色，在每个“容器”中加入一个“标题”
组件，分别显示A、B、C、D、E。

默认弹性布局下，排列方向为“行”，水平对齐方式为“起点对齐”，垂直对齐
方式为“起点对齐”，如图2-220所示。

图 2-220 弹性布局默认效果

排列方向属性决定了容器内组件的排列方向，当排列方向为“行”时，容器内组
件从左到右排布，排列方向为“列”时，容器内组件从上到下排布，如图2-221。

图 2-221 排列方向“列”

水平排列方式属性决定了容器主轴方向排列方式，当容器排列方向为“行”时水
平排列方式属性作用于水平方向，容器排列方向为“列”时水平排列方式属性作
用于垂直方向。排列方向为行时起点为左，水平对齐方式选择“中间对齐”和
“终点对齐”时如图2-222、图2-2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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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2 水平对齐方式选择“中间对齐”

图 2-223 水平对齐方式选择“终点对齐”

垂直排列方式属性决定了容器交叉轴方向排列方式，当容器排列方向为“行”时
垂直排列方式属性作用于垂直方向，容器排列方向为“列”时垂直排列方式属性
作用于水平方向。当容器排列方向为行时起点为上，垂直对齐方式选择“中间对
齐”和“终点对齐”时如图2-224、图2-225所示。

图 2-224 垂直对齐方式选择“中间对齐”

图 2-225 垂直对齐方式选择“终点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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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弹性布局属性的不同组合配置实现用户想要实现的布局效果，例如将排列
方向设置为“行”，水平对齐方式和垂直对齐方式设置成“中间对齐”实现居中
布局的效果，如图2-226所示。

图 2-226 弹性布局实现居中

自适应布局

自适应布局的特点是分别为不同的屏幕分辨率定义布局，即创建多个静态布局，每个
静态布局对应一个屏幕分辨率范围。改变屏幕分辨率可以切换不同的静态布局，确保
一个页面在所有终端上（各种尺寸的PC、平板、手机、智能手表等）都能显示出令人
满意的效果，利用流式布局加弹性布局，分别为不同的屏幕分辨率定义布局。

标准页面的自适应布局主要是通过“分栏”组件实现的。“分栏”组件中包含一个或
多个“栏”组件，“栏”组件可以简单理解为上一小节介绍的“容器”组件，用来提
供某一部分的布局，多个“栏”组件组成“分栏”组件，通过配置不同分辨率屏幕中
“栏”组件的呈现形式实现不同大小屏幕下不同的显示方案，如图2-227。

图 2-227 分栏组件

“分栏”组件右侧属性配置面板的“行布局”中可以选择“分栏”组件在PC端和移动
端下“栏”的布局形式。

“PC”属性中可以依据图示选择“分栏”组件，在PC端包含多少个“栏”。

为了方便演示说明如何使用“分栏”组件实现自适应布局，向画布中拖拽一个“分
栏”组件，在“PC”下选择从左到右三个“栏”的布局形式。向每个“栏”中拖拽一
个“标签”组件和一个“输入框”组件用来模拟录入员工信息的场景，如图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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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8 分栏组件模拟录入员工信息

“phone”属性中可以依据图示选择“分栏”组件中“栏”在移动端的布局形式，例
如图2-226所示。当在“PC”选择左到右三个“栏”的布局形式时，移动端的屏幕较
小，仍然选择从左到右布局可能导致页面元素显示不全或变形，这时可以在
“phone”中选择在移动端下“栏”转换为从上到下排列，这时单击右上角

手机图标就可以模拟在移动端展示的效果，如图
2-229。

图 2-229 移动端展示效果“竖排”

如果在“phone”中依旧选择从左到右的布局方式，则展示效果如图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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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0 移动端展示效果“横排”

“布局模式”属性可以调整“分栏”组件为流式布局或弹性布局，用来控制“分栏”
组件中多个“栏”组件或其他组件的布局，更多流式布局和弹性布局的信息请参见基
础布局设置。

“录入分隔比例”：在“PC”属性的选项中，单击 后的齿轮按钮，可以设置“录入
分隔比例”，这个比例指的是将整个屏幕宽度划分为24份，每个“栏”组件所占宽度
比例，通过设置“录入分隔比例”，在不同大小的屏幕下“分栏”组件获得屏幕的宽
度，决定每个“栏”的宽度，即使在不同大小的屏幕下显示的比例是不变的，从而实
现自适应布局。设置“分栏”选择从左到右三个“栏”均分，显示“录入分隔比例”
为“8:8:8”，如图2-231所示。

图 2-231 “录入分隔比例”为“8:8:8”

调整“录入分隔比例”为“6:12:6”时，中间的“栏”的宽度就会按比例放大，两侧
“栏”的宽度按比例缩小，如图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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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2 “录入分隔比例”为“6:12:6”

高级布局设置

对于有丰富页面开发经验的用户，在“样式 > 布局”面板中可以实现对页面CSS属性
直接配置，甚至在“高级设置”中直接编写CSS代码进行更深度的个性化布局定制，如
图2-233。

● 展开“样式”下的“布局”面板，单击“显示”属性后的按钮可以快速指定当前
元素布局为“block”、“inline-block”、“inline”和“flex”。

● “显示”属性下方展示了当前元素的盒模型示意图，在对应的数字位置单击并改
变值即可快速改变元素上下左右位置上的内外边距属性。

● 当前元素盒模型示意图下方展示了当前元素的宽和高，默认是根据当前布局自适
应后的宽高，可以在这里手动输入值配置当前元素的宽和高。

● 盒模型和宽高配置时支持“px”、“em”、“%”、“auto”等多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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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3 样式属性配置面板

在“样式 > 高级设置”面板中可以直接编写CSS代码作用于当前元素，如图2-234所
示，可以直接在“容器”组件的“高级设置”中编写样式代码实现与图2-226相同的布
局效果。

图 2-234 自定义 CSS 代码实现图 12 组件居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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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同一个组件如果在“基本属性”和“样式”中同时对布局属性进行了设置， 终生效
以“样式”栏中的设置为准。

例如：对一个“容器”组件在“基本属性”中勾选了弹性布局，又在“样式 > 布局”
中选择了Block， 终这个“容器”组件中的布局为Block。

2.4.4 如何实现页面组件间的交互

组件之间的交互主要依托数据的变化和传输实现，将组件的属性与对应的数据进行绑
定，当其他组件的事件、服务编排、事件等使属性绑定值发生变化时，绑定的属性也
随即发生变化，实现了组件之间的交互。

数据绑定方式

1.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下侧，切换到“设计视图”。

2. 在“设计视图”中选中任意组件，可以在右侧“属性”页签进行数据绑定。

3. 数据绑定分为值绑定和属性绑定，如图2-236所示，绑定会在指定组件上创建双向
数据绑定。

– 值绑定：表单、表格、列表视图对应的数据绑定，以及输入框、下拉框等基
础组件对应的value绑定，类似Vue的v-model。

– 属性绑定：将组件的某个属性，如只读、禁用、必填等与具体的模型字段相
绑定，绑定后组件的属性随模型字段的值变化而变化，类似Vue的v-bind。

图 2-235 数据绑定配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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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绑定

值绑定类似vue中的v-model语法，组件上创建双向数据绑定。值绑定会根据组件类型
自动选取正确的方法来更新元素。它负责监视各类引起绑定数据变化的事件以更新数
据。

为了方便演示说明，新建一个标准页面，向页面中拖动一个“按钮”组件和一个“模
态框”组件，将模态框是否显示绑定在一个数据模型上，当按钮被单击时模态框弹
出，实现组件间通过数据模型交互的效果，如图2-236。

图 2-236 “值绑定”示例页面

选中“模态框”组件，在右侧属性配置面板配置值绑定，选择一个数据模型进行绑
定，此处新建一个自定义模型“modalShow”，如图2-237，单击“下一步”，再次
单击“下一步”，单击“确定”。选中该模型。

图 2-237 新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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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8 选择模型

图 2-239 完成值绑定后页面展示效果

说明

您可以选择任意类型的模型进行值绑定，更多标准页面模型内容请参见4.6 如何获取后台数据。

选中“按钮”组件，在按钮组件的事件配置面板为按钮组件添加“点击”事件。

图 2-240 为“按钮”组件添加“点击”事件

在弹出的编辑面板，单击左侧“设置模型实例数据”，将代码粘贴到编辑面板。

将模型名称替换为要修改的模型“modalShow”，值设置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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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1 编辑点击事件

依次单击界面上方 、 图标，保存并预览页面。在预览界面单击“弹出模态框”
按钮，“模态框”组件弹出。

图 2-242 “值绑定”演示效果

以上示例简单说明了如何通过“值绑定”实现组件间的交互：将组件的值（value）绑
定在一个模型上，通过其他组件触发事件，改变绑定数据模型的值，例如此例中“模
态框”组件的值绑定在“modalShow”模型上，“按钮”组件的点击事件将
“modalShow”改变为true，模态框即显示，单击“模态框”关闭按钮
“modalShow”模型的值变为false。

属性绑定

除了值绑定外，不同组件还拥有不同的属性，例如“禁用”、“只读”、“隐藏”和
“必填”等，这些属性也可以绑定到数据模型或模型中的某个字段上类似vue中的v-
bind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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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框”组件默认弹出是不可拖动的，在上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按钮，当单击该按
钮让模态框变为可拖动的，以此来演示“属性绑定”，如图2-243所示。

图 2-243 新增一个按钮用来控制模态框“可拖动”属性

新增一个自定义模型“modalDrag”并将该模型与“模态框”组件的“可拖动”属性
绑定，如下图所示。

图 2-244 模态框组件属性绑定

与上一个例子类似，在新增的“模态框拖动”按钮的点击事件中将“modalDrag”设
置为true。

图 2-245 设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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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6 编辑代码

依次单击界面上方 、 图标，保存并预览页面。在预览界面即可看到模态框第一
次弹出时默认不可拖动，关闭模态框单击“模态框拖动”按钮后模态框再次弹出即为
可拖动效果。

图 2-247 属性绑定演示效果

2.4.5 如何实现页面转跳
常用的业务页面与页面之间经常为了实现某种业务逻辑，需要在页面间进行转跳与传
参。当应用程序需要在页面间进行转跳并传递参数时，例如图2-248中，在“调查问
卷”页面单击“提交”按钮，由填写页面转跳到提交成功页面，并向提交成功页面传
递此次“调查问卷”的记录id和页面名称时，可以通过编排“提交”按钮的点击事件
行为，实现页面间转跳和传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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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8 “调查问卷”页面

在弹出的JS事件编排面板左侧“页面类”分栏下有页面相关快捷代码选项，单击“页
面转跳”弹出转跳页面配置页面，配置好转跳页面类型，例如要转跳到“调查问卷”
提交成功页面，页面类型选“标准页面”并在页面列表下选择之前编辑好的提交成功
页面“Questionnaires_submitPage”即可。

图 2-249 配置转跳页面信息

表 2-48 转跳页面配置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页面类型 转跳目标页面的类型，可选“标准页面”、“高级页面”和“自
定义页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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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页面列表 “页面类型”选择“标准页面”或“高级页面”将弹出已创建的
“标准页面”或“高级页面”列表，“页面类型”选择“自定义
页面地址”将要求输入页面地址。

打开新页面 是否在新页面打开目标页面。

 

单击“确定”按钮后将自动生成转跳代码至剪切板，只需要粘贴到面板即可，如下图
所示。

图 2-250 页面转跳代码示例

说明

您可以不使用平台内置快捷代码生成功能，在需要的位置调用平台内置api：context.$page下的
loadStdPage()函数实现页面转跳功能，该函数接受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为目标页面名称或
url，必填，第二个参数可选，为向目标页面传递的参数，传递的参数可用context.$page.param
获取，如图2-250所示。

2.4.6 如何获取后台数据
标准页面是通过数据模型驱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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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后台逻辑绑定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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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页面数据模型

步骤1 进入应用开发工作台，打开一个标准页面，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下侧，切换到“模型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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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模型视图”中，单击“新增模型”。

步骤3 添加模型，定义模型名称与来源，单击“下一步”，如图2-251所示。

图 2-251 定义模型

AppCube支持四类模型，每类模型都包含参数定义和方法定义。方法是在模型上定义
的API，通常会在前台组件关联的事件脚本（例如页面加载事件、鼠标单击事件）中调
用这些API，以实现某些功能。

AppCube支持的模型类型、参数及API定义方法如图2-251所示。

表 2-49 模型来源说明

分类 模型说明 模型参数的定
义

模型方法的定
义

API调用方法

自定义
函数

开发者自由定义的模
型。

由开发者自定
义，可以添加
子节点。

开发者自定义
方法。

$model.ref("
modelName")
.actionName(
);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23



分类 模型说明 模型参数的定
义

模型方法的定
义

API调用方法

对象 由Object对象表映射生
成，关于对象模型的更
多信息请参考3.1 了解
对象模型。

系统自动获取
Object所有的
字段，开发者
可以从中选择
部分字段作为
参数。

系统自动生成
查询、保存、
删除和统计4
个方法。

$model.ref("
modelName")
.query(param
);
$model.ref("
modelName")
.save();
$model.ref("
modelName")
.delete();
$model.ref("
modelName")
.count();

服务 服务模型是由后台服务
映射生成的。当前支持
与服务编排或脚本映
射，关于服务模型的更
多信息请参考7.1 什么
是服务编排和8.1 什么
是脚本？。

参数根据后台
服务的入参、
出参映射生成
为inputParam
和
outputParam
节点。

系统自动生成
run方法 ，用
于执行模型关
联的服务编排
或脚本。

$model.ref("
modelName")
.run();

事件 事件模型是由后台事件
的字段映射生成的，并
且支持websocket刷新
模型数据。

参数根据后台
事件的字段映
射生成。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除了在模型中定义的方法，平台还提供了如下标准API，适用于所有的模型：

● 获取模型数据：$model.ref("modelName").getData();
● 设置模型数据：$model.ref("modelName").setData();
● 设置模型字段值：$model.ref("modelName").setValue(key,value);

步骤4 在新建模型“设置”页面，执行如下操作。

● 若上一步来源选择“自定义函数”，您需要添加子节点自定义参数及类型。

● 若上一步来源选择“对象”，您需要配置模型关联的对象以及字段。

● 若上一步来源选择“服务”，您需要配置模型关联的后台服务，可以是脚本、服
务编排或者具体的API。

● 若上一步来源选择“事件”，您需要配置模型关联的事件以及事件字段。

步骤5 单击“下一步”，设置方法。

方法一般无需添加，如需添加或修改，可参考对象和服务默认生成的方法。

步骤6 单击“确定”。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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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如何执行后台逻辑

什么是执行后台逻辑

在标准页面执行后台逻辑，即在标准页面组件的事件中调用其他服务补充和实现当前
事件行为。

例如，在员工信息录入页面中，在信息“提交”按钮的“点击”事件中调用API，将表
单中的员工信息发送到数据库进行保存，或调用在标准页面中的服务编排或脚本并对
需要保存的信息进行预处理。

标准页面执行后台逻辑一般是通过调用标准页面服务和调用第三方接口两种方式实
现。

本节主要介绍调用标准页面服务，关于标准页面调用第三方接口的内容请参考如何调
用第三方接口。

标准页面的服务主要分为服务编排（Flow）、脚本（Script）和API（公共接口）三
种，对应的页面模型为“服务”。

图 2-252 页面模型（服务）

方式一：将服务封装成页面模型执行后台逻辑

将服务（服务编排、脚本或API）映射为页面模型，在组件事件JS代码中操作对应的页
面模型实现执行后台逻辑。

说明

如何将标准页面需要用的服务映射为页面服务模型，请参考4.6 如何获取后台数据。

在创建页面服务模型，并将服务与页面模型绑定时，对应服务的入参和出参会成为页
面服务模型的子节点，之后在标准页面组件的事件JS代码中将入参数据封装好，调用
标准页面提供的run()方法即可调用该服务，并在回调函数中获取出参。

本章节以设备查询为例，详细介绍如何将服务封装成页面模型执行后台逻辑，设备查
询实现原理是通过输入设备id，单击“搜索”按钮，查询设备的详细信息，如图2-2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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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3 设备查询样例

设备查询是在设备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里，假设已经创建了一个设备对象且对象
中有足够的数据，另外还需要提前创建一个可以进行查询的服务编排或脚本
“queryEquipment”，并启用。

本节主要讲解在标准页面中，创建页面模型，绑定服务，并在组件事件中调用服务的
过程。

步骤1 打开标准页面，切换为“模型视图”，在模型视图单击“新增”，在弹窗中，设置模
型名为“queryEquipment”，类型为“服务”，如图2-254所示。

图 2-254 创建服务类型模型

步骤2 选择服务类型。

此处的服务类型需要根据您在步骤1中创建的服务类型进行选择。系统会根据选择的服
务，自动将该服务的入参和出参在当前页面模型下生成子节点，如图2-255中，入参为
equipmentId，出参为equipment，单击“下一步”后，系统自动生成run方法，用于
在组件事件代码中调用服务编排或脚本，如图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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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5 生成出参入参节点

图 2-256 自动生成 run 方法

步骤3 在标准页面底部，单击“设计视图”，切换到页面内容编辑状态，选中页面中的“提
交”按钮，并在右侧属性区域，选择“事件”，然后单击“点击”后的“+”，在“添
加动作”弹窗中，输入以下自定义JS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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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7 点击事件

     // 获取输入框中输入的id     
     let id = $model.ref("input").getData(); 
     // 获取由服务编排或脚本创建的模型
     let _model = $model.ref("queryEquipment");
     // 向模型中设置入参
     _model.setValue("inputParam", {"equipmentId": id});
     // 调用run方法执行服务编排或脚本
     _model.run().then(()=>{
        //获取queryEquipment的出参后赋值给页面表单模型equipmentForm
        var data = _model.getData();
        if(data.outputParam && data.outputParam.equipment) {
            var equip = data.outputParam.equipment;
            $model.ref("equipmentForm").setData(equip);
        }
     }).catch((e) => {
         this.$dialog.error({ title: '错误', content: e.resMsg });) 

----结束

方式二：在组件的事件代码中直接调用服务

除了将服务编排、脚本和API封装成模型调用外，还可以在组件的事件代码中直接调用
服务。

● 在代码编辑页面左侧，单击“服务类”下的“服务编排”按钮，将得到调用服务
编排的代码，您可以通过简单的修改，如服务编排的名称，版本号，即可初始化
并得到服务编排对象。

系统提供了多种内置API用来操作服务编排对象，如run方法用来一次性执行完服
务编排，也可以调用statrt、next、back、finish、resume、terminate等方法实现
在服务编排特定阶段执行回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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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8 服务编排快捷代码

● 在代码编辑界面左侧，单击“服务类”下的“脚本编排”按钮，将得到调用脚本
编排的代码，通过简单的修改，如脚本编排的名称，即可初始化并得到脚本编排
对象。调用平台内置run方法用来执行脚本。

图 2-259 脚本编排快捷代码

● 在代码编辑界面左侧，单击“服务类”下的“服务请求”按钮，将得到调用API请
求的代码，通过将样例代码中的url替换成真实业务url，配置请求参数，请求方法
和请求头信息，调用平台内置run方法即可请求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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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0 服务请求快捷代码

说明

对象、服务编排和脚本编排也可以配置成API，通过API的方式进行调用，更多内容请参见10
API接口。

2.4.8 如何调测标准页面

标准页面开发完成后，需要预览调测，验证页面是否实现了想要的效果。标准页面的
调测分为调试事件和调试DOM及样式两类。

调试事件

步骤1 打开一个标准页面。

图 2-261 标准页面实例

步骤2 选择一个组件，例如“上传”组件，在右侧区域切换到“事件”页签，单击“文件上
传”事件后的“+”，进入“上传”事件的编排页面。

步骤3 在代码编辑区域使用“debugger” 语句设置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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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2 使用“debugger”设置断点

步骤4 保存并预览页面。

步骤5 在弹出的预览页面，按“F12”或者“Ctrl + Shift + I”开启浏览器调试工具。

在“Console”页签查看日志相关信息，在“Network”页签查看网络请求信息。

图 2-263 “Console”页签查看日志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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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4 在“Network”页签查看网络请求信息

步骤6 单击上传按钮上传文件，由于之前在上传事件的自定义JS代码中使用“debugger” 语
句设置断点，因此事件代码在执行到debugger语句时会停止执行。

步骤7 按“F8”可跳转下一个断点，按“F10”可跳转下一行，根据相关数据判断页面逻辑是
否正确执行。

图 2-265 调试 js 代码

----结束

调试 DOM 及样式

步骤1 在标准页面中，保存并预览页面。

步骤2 在弹出的预览页面，按“F12”或者“Ctrl + Shift + I”开启浏览器调试工具。

步骤3 在“Elements”页签，单击左边选择器。在预览的页面中选中组件，在右下“Styles”
中调试样式，如改变“Upload File”的字体颜色或改变DOM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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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6 调试 DOM 及样式

----结束

2.4.9 查看页面性能
AppCube支持检查标准页面性能，生成性能报告页供开发者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标准页面上方单击“性能分析”，系统会检查页面性能，界面会打开“页面性能分
析”页。

图 2-267 页面性能分析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33



步骤2 查看页面性能报告，单击图2-267中各指标后的“展开”，可查看性能指标具体详情。

图 2-268 页面性能报告

当指标值超过建议值时，会标黄。

----结束

2.4.10 主要事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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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1 事件编排器说明

您可通过系统预置的事件编排器，或者直接通过定义JS代码，来实现页面组件与后台
接口之间的交互。

编排事件入口

在标准页面开发界面左侧单击组件页签，右侧区域选择“事件”，单击具体事件后面
的加号或者编辑按钮，新建或者修改事件，进入事件编排器页面。

您可在事件编排器页面，通过内置动作编排事件或通过自定义JS代码编排事件两种方
式，编排事件逻辑。

图 2-269 新建或编辑已有事件

图 2-270 事件编排器

事件编排是页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承载页面中的逻辑，完成事件响应，以帮助用
户快速高效实现页面所需要呈现的功能效果。

● 事件行为区：集中放置事件编排过程中使用的行为节点，包括系统内置的动作
（例如打开页面、弹出页面、显示或隐藏控件、定时任务、提交表单、重置表单
等操作）和自定义动作（例如获取当前组件、获取页面模型等操作）。

● 事件定义区：事件编排的操作区域，完成对事件逻辑的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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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内置动作编排事件

系统预置了多种常用的事件交互动作，您可以根据需要直接使用来实现页面或组件之
间的交互。

以下通过编排一个重置功能按钮为例，介绍通过内置动作编排事件，本示例主要是通
过内置动作“重置表单”实现该功能，即重置表单数据。“提交表单”是指将页面数
据提交到表单中，和重置表单配置类似，不再单独介绍。

1. 选择按钮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进入“添加动
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单击“重置表单”，选择需要重置的表单，单击
“创建”。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在表单中输入数据，然后单击“重置”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
件效果。

通过自定义 JS 代码编排事件

您可以不使用事件编排器的内置动作，直接手动编写JS代码，实现按钮的事件逻辑。
系统支持在手动编写JS代码时，进行代码联想提示；系统封装了一些常用功能的接
口，并将其中典型接口做成模板，您可以从左侧拖动相关模板至右侧事件定义区域，
直接使用。

1. 选择按钮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进入“添加动
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自定义动作”，在右侧事件定义区域输入实现事件逻辑的JS代
码，也可从左侧拖动相关模板至右侧事件定义区域，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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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1 自定义 JS 代码

代码如下：
//获取当前组件
var _component = context.$component.current;
//获取当前表单
var  _form = context.$component.form;
// 重置表单
_form.resetFields();

或者单击自定义JS代码区域右上侧的 ， 大化自定义JS代码页面，编辑代码。

内置的JS事件说明及使用方法，请参考如何通过JS代码实现页面与后台接口间的
交互。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相关说明

您可以给单个组件的事件添加多个动作，上下拖动可对动作进行排序。如下图所示，
给按钮组件设置了“重置表单”和“自定义JS代码”两个动作，当预览页面后，点击
该按钮时，会顺序执行“重置表单”和“自定义JS代码”两个动作定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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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2 如何通过 JS 代码实现页面与后台接口间的交互

如果您擅长编写JS代码，您可以不使用事件编排器中的内置动作，直接通过手动编写JS
代码实现事件的逻辑功能；系统支持在手动编写JS代码时，进行代码联想提示；系统
封装了一些常用功能的接口，并将其中典型接口做成模板，您可以直接使用。当代码

较多时，您可单击代码编辑区域右上侧的 ， 大化代码编辑页面。

系统内置的模板代码，主要包括组件、消息&弹窗、页面、表单、表格、服务等，在编
写JS代码时，可直接使用系统预置的API，相关API说明请参见标准页面中预置的API。

图 2-272 使用内置的模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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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3 内置模板代码

单击具体模板代码事件左侧图标 ，可复制该模板代码，复制后您可在右侧代码编辑
区域中任意地方进行粘贴。

单击具体模板代码事件右侧图标 ，您可打开该模板代码进行编辑，编辑后可拷贝
出，关闭模板代码后，模板代码还是初始代码，不会将您在模板代码中编辑后的内容
保存到该事件的模板代码中。

AI 代码补全功能

功能描述：开发者在JS代码编写过程中，键入特定的字符，界面会进行提示，从而自
动构建智能代码补全服务，增强IDE代码补全能力。

使用方法：开发者在JS代码编辑器中编写代码过程中，敲击字符时自动触发代码推
荐，选中后按Enter补全。

下面对AI代码补全功能进行详细介绍：

● 事件内置API补全：开发者键入“context”后提示事件代码内可调用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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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名称补全：开发者键入“context.$model.ref”后提示当前页面中的模型。

● 服务编排名称补全：开发者键入“context.flow”后提示当前租户下的服务编排。

● 脚本名称补全：开发者键入“context.script”后提示当前租户下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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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名称补全：开发者键入“context.service”后提示当前租户下的API服务，选
择API服务名称后自动补全服务地址。

● 华为OneMobile API补全：开发者键入“xm”后提示华为OneMobile小程序中的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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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ink API补全：开发者键入“HWH5”后提示WeLink小程序中的API。

2.4.10.3 页面级常见操作

系统预置了多种常用的事件交互动作，例如打开页面、弹出页面以及关闭弹出页面。
您可在页面设计中直接使用预置动作完成页面相关的常见操作。

打开页面

示例，单击某按钮“立即体验”，打开新的产品体验入口页面。

1. 选择按钮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进入“添加动
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单击“打开页面”，配置目标页面、打开方式等参
数，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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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4 打开页面

表 2-50 “打开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目标页面 打开的页面有以下几种：

● 当前应用页面：当前应用已创建好的页面

● URL：某个页面的URL
● 重新加载当前页面：加载刷新当前的页面

打开方式 打开方式：

●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 在当前窗口打开

参数绑定 可选配置。当打开的页面URL中有参数时，可单击“添加”，设置
页面URL路径中的参数。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立即体验”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弹出页面

示例，单击某按钮“提交”，弹出“提交成功”的提示页面。

1. 选择按钮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进入“添加动
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单击“弹出页面”，配置目标页面、窗口选项，单
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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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5 弹出页面

表 2-51 “弹出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目标页面 弹出的页面有以下几种：

● 当前应用页面：当前应用已创建好的页面

● URL：某个页面的URL

窗口可拖
拽

窗口是否可来回拖拽。

窗口标题 弹出窗口的标题内容。

窗口位置 弹出窗口在屏幕的位置：

● 屏幕中央

● 屏幕顶部居中

窗口宽度 窗口的宽度，单位像素。

窗口高度 窗口的高度，单位像素。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提交”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关闭弹出页面

示例，单击某按钮“确定”，关闭弹出页面。

1. 选择按钮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进入“添加动
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单击“关闭弹出页面”，配置是否有返回值，单击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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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6 关闭弹出页面

表 2-52 “关闭弹出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返回值 关闭弹窗页面时，是否带返回值。如果有，请配置返回值。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确定”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弹出消息对话框

该预置动作用于弹出消息对话框。示例，单击某按钮“确定”，弹出消息对话框“创
建实例成功”。

1. 选择按钮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进入“添加动
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单击“弹出消息对话框”，在右侧设置相关参数，
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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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7 关闭弹出页面

表 2-53 “弹出消息对话框”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消息类型 消息对话框，预置以下几种：

● 成功

● 错误

● 警告

● 提示

标题 消息对话框左上角的显示标题。

例如：成功

消息内容 消息对话框中显示的消息内容。

例如：创建实例成功

内容作为
HTML渲染

内容是否作为HTML渲染。

动态渲染HTML容易导致XSS攻击，当开启此属性时，请确保传入
的内容是可信的。

按钮 消息对话框中显示的按钮名称，预置了以下两种可选：

● 是

●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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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弹出后延
时自动关
闭

弹出后是否支持延时自动关闭。勾选后，需要设置延时秒数。

例如：勾选该参数，并设置延时3秒。效果为弹出消息对话框后，
3秒后自动关闭该弹框。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单击“确定”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2.4.10.4 控制组件是否可见可用可编辑

系统预置了多种常用的事件交互动作，例如内置动作“显示/隐藏控件”、“启用/禁用
控件”、“只读/编辑控件”可控制页面上的全部或者部分组件是否可见可用可编辑。

示例：用户填写调查问卷，单击“提交”按钮后，调查问卷项只可读，不可编辑。设
置组件是否可见可用的配置方法相似，这里以配置是否可编辑为例进行说明。

1. 选择“提交”按钮组件，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进入
“添加动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单击“只读/编辑控件”，在右侧页面单击“添加控
件”，选择需要设置的组件，单击“确定”，设置组件是否可编辑。单击“创
建”。

图 2-278 选择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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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9 设置是否可编辑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填写问卷项后，单击“提交”按钮，可预览按钮的事件效果。

2.4.10.5 BPM 相关预置事件说明

在BPM中经常使用到“用户任务”图元，表示在业务流程中由用户参与完成某些工
作，如填写表单提交数据、进行审批等。“用户任务”会关联一些页面呈现给用户进
行处理。标准页面预置了以下几种与BPM流程相关的事件，供BPM关联标准页面时使
用。

● BPM-提交实例

● BPM-提交任务

● BPM-转派任务

● BPM-更改变量

● BPM-加载变量

BPM-提交实例

该预置动作用于将数据提交到BPM，与预置的API“context.$bpm.submitInstance
(variables:object)”效果相同。

1. 选择相关组件例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 > BPM > BPM-提交实例”，在右侧设置相关参数。单
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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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0 选择动作

表 2-54 动作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BPM名称 BPM流程名称，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bp.name”。

待提交的变量
赋值

给待提交的变量赋值。

返回值绑定模
型

返回值绑定到页面模型中。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点击按钮，可预览事件效果。

BPM-提交任务

该预置动作用于将数据提交到BPM，与预置的API“context.$bpm.submitTask
(variables:object)”效果相同。

1. 选择相关组件例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 > BPM > BPM-提交任务”，在右侧设置相关参数。单
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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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1 选择动作

表 2-55 动作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BPM实例ID BPM流程实例ID，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interviewID”。

待提交的变量
赋值

给待提交的变量赋值。

返回值绑定模
型

返回值绑定到页面模型中。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点击按钮，可预览事件效果。

BPM-转派任务

该预置动作用于转派BPM中的用户任务。

1. 选择相关组件例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 > BPM > BPM-转派任务”，在右侧设置相关参数。单
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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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2 选择动作

表 2-56 动作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BPM实例ID BPM流程实例ID，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interviewID”。

类型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转移”或“委托”。

返回值绑定模
型

返回值绑定到页面模型中。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点击按钮，可预览事件效果。

BPM-更改变量

该预置动作用于设置BPM中的变量值，与预置的API“context.$bpm.putVariables
(variables:object, instId: string)”效果相同。

1. 选择相关组件例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 > BPM > BPM-更改变量”，在右侧设置相关参数。单
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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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3 选择动作

表 2-57 动作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BPM实例ID BPM流程实例ID，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interviewID”。

待提交的变量
赋值

给待提交的变量赋值。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点击按钮，可预览事件效果。

BPM-加载变量

该预置动作用于获取BPM中的参数变量，与预置的API“context.
$bpm.loadVariables()”效果相同。

1. 选择相关组件例如“按钮”，在右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后的加号，
进入“添加动作”页面。

2. 在左上角选择“内置动作 > BPM > BPM-加载变量”，在右侧设置相关参数。单
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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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4 选择动作

表 2-58 动作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BPM实例ID BPM流程实例ID，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
“interviewID”。

返回值绑定模
型

返回值绑定到页面模型中。

 
3.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4. 单击 预览页面，点击按钮，可预览事件效果。

2.4.11 平台标准组件介绍

2.4.11.1 公共属性说明

标准页面创建后，用户可以拖拽各种组件到页面中，并通过组件的属性面板，以设置
属性方式，配置组件的功能、名称、宽/高/颜色等样式，丰富页面功能，部分属性支持
国际化配置，在支持国际化多语言的属性配置中，可选择已有多语言、创建或更新多
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组件公共属性说明

将组件从页面左侧的组件元素区域拖动到页面后，在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
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在属性配置面板中，可以对该组件在页面显示属性
风格进行配置，使页面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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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组件的某些属性大致相同，如表2-59中所示；其他未描述的属性，请参考具体组
件介绍，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该章节介绍主要组件的属性说明，若需要了解每个基本组件的详细使用说明，请在标
准页面设计界面左侧组件区域，将鼠标悬浮在基本组件上，基本组件右上会出现问号

图标 ，单击该图标会出现该基本组件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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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5 查看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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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9 组件公共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数据绑定 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一般有以下几种：

● 自定义：由用户自定义的前端模型，可以在模型树上快速创建自定
义字段。

● 对象：由后台对象模型映射创建，支持选择字段。

● 服务：由后台服务的出入参数模型创建，分别生成inputParam和
outputParam节点。

● 事件：由后台事件的字段映射创建，并且支持websocket刷新模型数
据。

属性值绑定：对该组件所有属性的动态设置。当某一属性被动态绑定
时，以绑定值为准。

若需要隐藏某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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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参考控制组件是否可
见可用可编辑通过配置事件的内置动作“显示/隐藏控件”来控制该组
件是否隐藏。

基本属性 标签：在界面的展示标签名。

占位符：占位符。可辅助元素对齐，让页面更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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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表单校验 必填：当该开关打开时，该取值为必填字段。界面展示会有 提示必
填，此校验功能必须是该组件存在于某个表单组件中。

必填错误信息：当必填没有进行输入取值时的界面报错信息。

自定义校验：是否进行自定义校验，打开后需要设置校验JS代码。在表
单组件中该设置才会生效。打开开关后，请在下方输入JS代码定义校验
规则，代码的返回值必须为布尔类型或者对象类型。

● 布尔类型：返回为“false”表示未通过校验，即校验失败，若需要
配置错误提示信息，则直接设置界面上“校验错误信息”参数；返
回值为“true”，表示通过校验。

● 对象类型：返回为“{result:false, message:'对应错误提示信息'}”，
表示未通过校验，message值为错误提示信息；返回为
“{result:true}”，表示校验通过，一般不用带提示信息。

举例如下：

● 示例1：校验文字内容长度不能超过10个字符。示例JS代码如下：
return value.length <= 10
其中“value”变量为系统已定义好的，表示输入内容变量，可直接
使用该变量

● 示例2：校验文字内容只能输入大写的A-Z，或者小写的a-z。示例JS
代码如下：
返回值类型为布尔：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return reg.test(value);

返回值类型为对象：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if (reg.test(value))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result: false, message:'内容不符合规则，只能是大写的A-Z，或者小写的a-z'};
}

公共 ● 控件名称：当前组件的名称。

● Tab顺序：使用键盘操作时候，被选中的顺序（有些组件不包括此属
性）。

● 隐藏：是否隐藏该组件。

● 只读：值是否只读。

● 禁用：是否禁用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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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样式 设置组件的基本样式。

● 布局：组件的宽度、高度等。

● 字体：字体大小、字体样式等设置。

● 背景：背景颜色、透明度设置。

● 边框：边框颜色、宽度等设置。

● 阴影：阴影颜色等设置。

● 高级设置：包括以下设置项：

– 样式源码：组件具体样式代码，组件样式设置后，样式代码将自
动显示在“样式源码”中，您也可以自定义样式代码，对组件进
行详细配置，自定义代码支持多行输入，并高亮显示样式参数。

– 样式类：当前组件使用的CSS样式类名，可在CSS代码中进行引
用。

– 预设样式：预置的组件样式。

– 样式透传：启用后，可以将设置好的样式透传给组件的子节点
（有些组件不包括此属性）。

扩展属性 根据组件不同有不同属性。

组件树 如果页面上组件较多，不容易选中时，可以在右侧下方的组件树中，通
过选择需要设置的组件名称，快速选中该组件。

 

2.4.11.2 页面

新创建的页面，默认是一个空白的页面框架，您可以通过设置页面属性，优化页面效
果，支持设置页面水印。

选择“组件导航 > 页面”后，即可选中“页面”页签，您可以在右侧的属性页签中，
设置整个页面的属性。

图 2-286 页面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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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属性配置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60 页面属性说明

所在区域 参数名 说明

移动端配
置

页面下拉刷
新

移动端配置，当页面下拉时，是否刷新页面。

公共 保持会话 该页面是否需要维持会话。

如果检测到会话失效则跳转到登录页面。

ElementUI
样式

平台默认加载了ElementUI，开启后可使用。

高级设置/
水印

启用水印 是否给该页面启用水印。

水印内容 设置水印文本内容。

当前用户 当需要设置水印内容为当前用户名时，可开启该项。

开启后，“水印内容”中的文本不生效。

水印长度 水印矩形框的长度。

水印宽度 水印矩形框的宽度。

重复渲染 当需要设置满页面水印时，开启该项。

水平起始位
置

当关闭“重复渲染”时，才可设置，表示单个水印在页
面的水平起始位置。

垂直起始位
置

当关闭“重复渲染”时，才可设置，表示单个水印在页
面的垂直起始位置。

字体颜色 水印字体的颜色。

字体大小 水印字体的大小。

旋转角度 水印的旋转角度，取值范围-180~180，即逆时针或者顺
时针旋转180度。

透明度 水印的透明度设置。

 

2.4.11.3 分栏

分栏是一种高级的容器组件，分栏相当于行，内部可分多栏（列）。使用该组件可将
页面划分为两栏或者多栏，每一栏都可以拖入其它组件。

在页面中拖入一个分栏，选择分栏，右侧显示属性配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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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7 分栏属性

分栏属性面板说明如下：

● 单击“新增行”后的 或者 ，可在当前“分栏”上方或者下方新增分栏（即
新增行）。

● 在“行布局”中，系统支持设置PC或者Phone手机端布局，并默认提供了一些常
见的行布局，如单栏、二等分栏等。单击在“行布局”中的某一个模式，例如，

单击 ，当前分栏将被分割成3栏，如图2-288所示。

图 2-288 默认行布局

您也可以通过单击 ，手工输入的方式自行设置列的分隔比例，比例相加份数总
和必须为24，例如12:12、6:18、3:21、8:8:8等。自定义比例以英文冒号分隔。注
意：分栏组件会根据分辨率大小自适应，当画布宽度小于992像素，PC会展示为
单列模式，此时可以通过调整左侧菜单收缩或者画布分辨率来查看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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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9 自定义行布局

● 同时还可以设置PC以及Phone屏幕时，每一个分栏的栏布局模式：流式布局（页
面元素的宽度按照屏幕分辨率进行适配调整，但整体布局不变）、弹性布局（可
以简便、完整、响应式地实现各种页面布局，选择“弹性布局”时还可以设置垂
直对齐方式、水平排列方式以及分栏间隔）。

栏属性

选择分栏中的“栏”，右侧显示栏的属性配置面板，属性说明如下：

● 布局模式：您可设置该栏的布局模式，选项包括流式布局和弹性布局，并设置不
同布局下的对齐方式等。

● 底边框：是否展示该栏的底边框，只在移动端展示时有效。

图 2-290 栏属性面板

栅格容器

栅格容器用于对页面区域按照行列布局划分，先分为多个分栏，每个分栏再分为多
栏。

在页面中拖入一个栅格容器，选择栅格容器页签，右侧显示属性配置面板。单击“新

增行”后的 或者 ，可在栅格容器中“分栏”上方或者下方新增分栏（即新增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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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1 栅格容器属性面板

选择栅格容器中“分栏”，右侧显示分栏的属性配置面板。

图 2-292 选择分栏

其实，栅格容器相比较分栏组件来说，只是外面嵌套了一层div元素，栅格容器是
AppCube较早提供的容器类页面布局，分栏是AppCube后续单独提供的组件。推荐您
使用分栏组件完成页面行列布局的划分。

2.4.11.4 表单

表单是一个组合组件，即可以直接绑定对象模型，构建基础表单能力，如保存、重
置、查询（通过事件编排调用“getFormData”方法）；也可以在空表单中添加其他
可以绑定模型字段的组件，如输入框，下拉框等，以完成数据交互功能。

向页面中拖入一个表单组件，即可弹出元数据表单配置向导页面，您可以在此时绑定
一个对象模型；或者单击“取消”，再在“数据绑定”下绑定一个模型，或者还可以
在空表单中，在设计好表单后，在表单中的某组件（如输入框、下拉框等）上绑定模
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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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对象模型

绑定对象模型后，选择对象的字段，即可自动生成具有保存、重置、查询功能的基础
表单，详细步骤如下。

1. 配置数据源，在“请选择数据对象”中选择已创建的数据模型，并勾选需要展示
的该对象字段，单击“下一步”。

图 2-293 选择数据源

说明

表单及其表单中的子组件绑定的模型字段须是父子关系，中间不能跨级。

2. 勾选表单需要显示的按钮，单击“完成”。

图 2-294 选择操作列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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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5 表单属性页面

绑定模型或模型字段

通过向空表单中增加栅格容器、输入框、下拉框以及按钮等多种组件，构建功能复杂
的表单。

模型与前台组件的绑定分为值绑定和属性绑定，绑定会在指定组件上创建双向数据绑
定。

● 典型的值绑定场景有：表单、表格、列表视图对应的模型绑定，以及输入框、下
拉框等基础组件对应的值绑定，类似Vue的v-model。

● 典型的属性绑定场景有：下拉框的选项值、步骤条的步骤值等，类似Vue的v-
bind。

2.4.11.5 表格

表格是一个组合组件，与模型绑定之后，可以提供快速构建基本表单能力，包括查
询、保存、重置能力。也支持用户根据实际业务要求在上面进行二次修改编排。

向页面中拖入一个表格组件，单击“表格”页签，并为表格组件绑定数据模型，增加
查询条件，工具栏。具体属性如下表2-61所示，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图 2-296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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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数据模型、增加查询条件、工具栏

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有自定义对象、对象、服务以及事件四种，以下是绑定模
型的大致步骤。

1. 在表格属性“数据绑定”中单击齿轮图标，绑定数据模型。

图 2-297 数据绑定

2. 在弹出页面中单击“新增模型”。

3. 设置表格的元数据模型，如下图所示，添加对象模型，模型名称
“equipmentInstance”，单击“下一步”。

图 2-298 创建数据模型

4. “选择对象”选择一个提前创建好的对象，例如“HW__Equipment__CST”，
“选择字段”中选择表单中需要展示的字段，单击“下一步”，然后单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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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勾选刚建好的元数据模型，单击“确定”。

绑定对象模型后，显示如下图所示。

如需要在每行添加行序号，可在表格的“扩展属性”中打开“行号”。

图 2-299 绑定数据模型后的结果列

6. 选中上图中“已添加列”中的任意一项，单击 ，调整列的显示顺序。

7. 单击上图中每个字段后的齿轮图标，修改列标题、是否隐藏、是否可编辑等字段
属性。

以“设备编码”为例，其属性配置如下图所示。在配置列标题时，可选择已有多
语言、创建或更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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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0 设置“设备编码”列的属性

8. 为表格增加操作列。

a. 在左侧“设计视图”中选中“表格”，单击右侧“属性”页签中“表格列”

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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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击上图中Operation1后的齿轮图标。

c. 在“属性配置”对话框中修改“列标题”为“操作”。

d. 单击“添加操作按钮”，设置“编辑”按钮的样式，如下图所示。

图 2-301 为操作列增加修改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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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上图中单击 事件图标，单击“动作列表”后的“+”号，在弹出的事件编
排器中，在右侧代码编辑区添加如下事件代码，单击“创建”。
//获取当前组件（即table）
let _component = context.$component.current;
//获取当前行row，取对象的id属性
let rowId = _component.$attrs.row.id;
//带着id跳转到设备详情页面
context.$page.load('/besBaas/page#/HW__editEquipment?id='+rowId);

f.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g. 再次单击“添加操作按钮”，添加“删除”按钮。

参照图2-301，设置按钮的“类型”为“主要按钮” 、“图标”为
“android-delete”。

h. 单击 事件图标，在弹出的事件编排器中，在右侧代码编辑区添加如下事件
代码，单击“创建”。
//获取当前组件（即table）
let _component = context.$component.current;
//获取当前行
let row = _component.$attrs.row;
// 表格组件
let _table = this.$component.table;
// 删除当前行数据
this.$dialog.confirm({
    title: '确认框',
    content: '确认是否删除？',
    okText: "确定",
    cancelText: "取消",
    onOk: () => {
        _table.doDelete([row]).then(()=>{_table.doQuery();})
    }
})

i.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保存页面。

j. 单击上图中“确定”；再单击页面上部的保存图标。

9. 设置查询条件区域。

a. 单击右侧“属性”页签中“表格区块”中“查询”后的“添加”按钮。

图 2-302 增加查询条件区域

b. 如下图所示，在“添加查询条件”对话框中选择查询条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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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3 选择查询条件

c. 单击页面上部的保存图标。

10. 设置工具栏区域。

a. 在左侧“设计视图”中选中“表格”，单击右侧“属性”页签“表格区块”
中“工具栏”后的“添加”按钮。

b. 删除上图工具栏中多余的按钮，只保留“新增行”、“保存”和“删除”按
钮。

c. 单击页面上部的保存图标。

表 2-61 表格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添加字段图标 表格的列，当表格组件绑定了数据模型后，可选择绑定的模型中的
字段成为表格的列，以及表格的查询条件。

添加操作列图
标

表格的列，在表格中添加可操作列，即在操作列中通过添加图标，
并为图标添加onclick事件代码，实现某些功能，如删除、编辑
等。

添加空白列图
标

表格的列，可添加表格空白列。

合并图标 在已添加列中，选择了某几列，再单击“合并”，即可合并为一个
大列，选中的列将作为大列的子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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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分解图标 在已添加列中，选中某个包含多个子列的大列，再单击“分解”，
即可分解此大列。

字段配置图标 对列字段进行属性配置，包括基本属性，功能，样式等。

删除字段图标 删除已存在的列字段。

顺序调整图标 对表格列字段重新排序。

查询 扩展表格能力，为表格添加查询区块，快速查询数据。

工具栏 扩展表格能力，为表格添加工具栏，提供增删改查以及保存的功能
按钮。

扩展属性 ● 自动加载数据：仅当模型为对象模型时有效，启用后，预览或
加载页面时，将自动加载数据，不需要通过事件触发。

● 渲染可视区域：表格数据量大时，开启可提升渲染性能。

● 可编辑：启用后，表格中每行的内容知否能进行编辑操作，不
启用则内容为只读。

● 单选：启用后，显示单选按钮。

● 多选：启用后，显示多选按钮。

● 行号：启用后，表格首列显示当前行号。分页时行号重新从1依
次开始，不累加。

● 累加行号：和“行号”只能启用其中一个，启用后，表格首列
显示当前行号，分页时行号累加上前一页依次显示。

● 加载中状态：是否显示表格加载中状态。

● 空数据提示：数据为空时显示的提示内容。

● 筛选为空提示：筛选数据为空时显示的提示内容，仅当列筛选
时生效。

● 树形数据：当表格中的数据有父子关系，可开启树形数据，并
指定关联字段后，可展示出树形结构。

● 默认展开：开启树形数据时，子数据是否默认展开。

● 可选择：开启树形数据时，是否启用父子关联选择。

● 单行选择：开启树形数据时，是否单行可选择，父子不关联选
择。

● 图标显示字段：开启树形数据时，图标所在位置显示的字段。
不配置，就是第一列的字段。

● 父节点字段：开启树形数据时，关联的父节点字段。

● 子节点字段：开启树形数据时，关联的子节点字段。

● 根节点字段值：开启树形数据时，根节点的字段值。不配置默
认为空。

● 子节点缩进：子节点缩进，单位px。

● 行拖拽：开启树形数据时，是否启用行拖拽，拖拽行可改变数
据的父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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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表格宽高 设置表格的宽度和高度。

 

说明

分页具体使用及说明，请参考分页。

树形数据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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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系统中存在如图2-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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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所示，明确层级关系。您需做如下操作。

图 2-304 数据源

图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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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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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所示的数据。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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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06 设置数据绑定

图 2-307 新增模型

图 2-308 设置对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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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9 设置关联字段

图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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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表2-61设置如下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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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览该页面，可查看到如图2-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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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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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 配置父子节点字段

设置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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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6 表格（新）

表格（新）为数据表格组件，主要用于展示大量的结构化数据，支持电脑端和移动
端。使用时需要先通过数据绑定来绑定数据模型，再设置表格属性。支持对数据列表
进行选择、排序、筛选、分页、自定义操作等复杂功能。

表格（新）相对于表格中的表格组件来说，更适用于移动端，但是不支持展示树形结
构。当表格中的数据有父子关系，需要展示出树形结构时，您还是需要选用表格中介
绍的表格组件。

向页面中拖入一个表格（新）组件，单击“表格”页签，并为表格组件绑定数据模
型，设置表格属性，效果图如图2-313所示。

图 2-313 效果图

绑定数据模型、设置组件属性

设置组件绑定的数据模型，有自定义对象、对象、服务以及事件四种，以下是绑定模
型、设置组件属性的大致步骤。

1. 向页面中拖入一个表格（新）组件，单击“表格”页签，在表格属性“数据绑
定”中单击齿轮图标，绑定数据模型。

图 2-314 数据绑定

2. 在弹出页面中单击“新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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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表格的数据模型，如下图所示，添加对象模型，模型名称
“equipmentInstance”，单击“下一步”。

图 2-315 创建数据模型

4. “选择对象”选择一个提前创建好的对象，例如“HW__Equipment__CST”，
“选择字段”中选择表单中需要展示的字段，单击“下一步”，然后单击“确
定”。

图 2-316 选择展示字段

5. 勾选刚建好的数据模型，单击“确定”。

绑定对象模型后，显示如图2-317所示。

系统默认添加了斑马纹，如果不需要，可在表格属性的“基本设置”中关闭“斑
马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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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7 绑定数据模型后的结果列

6. 参考表2-62和表2-63配置表格属性。

表 2-62 表格（新）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序号 是否显示序号列，序号累加显示。

自动加载 预览或加载页面时是否自动加载数据。仅当模型为对象模型时
有效，启用后，预览或加载页面时，将调用后台的对象查询接
口自动加载数据，不需要通过事件触发。

单选 启用后，显示单选按钮。

多选 启用后，显示多选按钮。与属性“单选”互斥，只能勾选“单
选”或“多选”的一种。

斑马纹 是否显示间隔斑马纹。

表头 是否显示表头。表头的对齐方式，支持left、center、right

表格边框 表格边框样式设置。

● 显示完整边框

● 显示默认边框

● 显示外边框

● 显示内边框

● 隐藏全部边框

文字对齐方式 表格中文字整体的对齐方式。

编辑数据的方
式

编辑表格中数据的方式，可以设置“链接到页面”编辑数据。

设置“链接到页面”时需要配置关联的页面名称，例如配置
“详情页”、“添加页”、“修改页”的页面名称。

若在当前页面编辑数据，则清空“编辑数据的方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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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调整列宽 展开“高级设置”，可查看到该参数。设置项只在电脑端有
效。表示是否支持拖拽调整列宽。

表头溢出省略 展开“高级设置”，可查看到该参数。设置项只在电脑端有
效。当每列的表头内容超过表格当前列宽后，是否设置超过的
部分为省略号。

内容溢出省略 展开“高级设置”，可查看到该参数。设置项只在电脑端有
效。当每列的内容超过表格当前列宽后，是否设置超过的部分
为省略号。

尺寸 设置项只在电脑端有效。表示表格整体尺寸。

表格 大高度 设置项只在电脑端有效。表示表格的 大高度，单位为px。

表格固定宽度 设置项只在电脑端有效。表示表格的固定宽度，单位为px，为
0表示不限制。

表格固定高度 设置项只在电脑端有效。表示表格的固定高度，单位为px，为
0表示不限制。

设置后，如果表数据内容超出该高度，会自动固定表头。

分页设置/启
用

可以选择是否启用分页。

风格 启用分页后，可以对分页风格等进行设置。

默认分页大小 启用分页后，默认的分页大小。

每页大小选项
列表

启用分页后，每页显示的条数选项列表，例如[10,20,40]。

分页显示位置 启用分页后，分页的显示位置。

查询条件 扩展表格能力，可以在表格上方添加查询条件，快速查询数
据。

单击“+ 新建”，设置条件文字的对齐方式、文字宽度、排列
方式、按钮（查询、重置按钮）是否单独一行以及选择查询的
条件字段。

工具栏设置 扩展表格能力，单击“+ 新建”，可以在表格上方添加工具
栏，系统预置了新建、删除、打印、刷新，可根据需要进行选
择。

操作列 单击“+ 新建”，可以在表格列配置单独的操作列，系统预置
了详情、修改、删除，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展开行 单击“设置”，可以配置展开行后显示的字段，配置后系统自
动在每行下方生成字段展示区域。

表格列 表格列生成后，单击“设置”，可以进行列的配置调整：支持
配置列对齐方式、是否固定列、调整列宽、该列是否排序、列
是否支持筛选、列是否支持合计等配置。

表格列的属性请参见表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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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格属性中单击“表格列”后的“设置”，表格列的属性参数说明如表2-63所
示。

图 2-318 设置表格列

表 2-63 “表格列”属性配置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对齐方式 该列的对齐方式：居左、居中、居右。

是否固定列 是否固定列：不固定、固定左侧、固定右侧。

当横向内容过多时可以配置固定左侧或者固定右侧。

列宽 列的宽度，单位为px，为0表示不限制。

排序 列是否开启排序功能。例如打开排序开关，列头效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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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筛选 列是否开启筛选功能，筛选条件：多选、单选、相等或者包
含。

例如设置支持筛选且多选，列头效果如下。

合计 列是否开启合计功能，支持统计：合值、平均值、 大值、
小值、数量。

表格列开启合计后，系统自动在表尾生成合计行进行信息展
示。

显示平台 列支持的显示平台：电脑端、移动端。

移动端配置 在移动端支持多级表头设置。该列在移动端显示为主标题还是
副标题。

展示方式 单击齿轮图标，可设置如下属性：

● 选择字体：该列文字的字体。

● 字号大小

● 字体颜色

● 文字背景

● 选择字型：例如加粗、斜体、下划线

● 单元格：是否展示单元格，效果示例： 。只有勾选
“单元格”，展示方式中的上述配置（例如字体、字号大小
等）才生效。

是否添加组件 是否添加图标。选择“添加图标”后，要设置图标展示形式、

图标和颜色。效果示例： 。

选择图标时，支持从以下三个页签选择图标：

● 预置图标：系统预置了一些图标显示在该页签供用户选择。

● 自定义库图标：从自定义的库图标中选择图标。

● 存储图标(不推荐)：从存储中选择已上传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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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7 列表视图

列表视图是一个组合组件，可以灵活组合列表项的内容，并且根据实例化数据进行动
态展示。

列表视图由上方列表区和下方的页码区组成。使用时，需要在“列表视图（List
View）”上绑定数据模型，且数据类型必须为数组，如果要使用分页功能，分页组件
需放在 外层“列表视图（List View Container）”内。

向页面中拖入一个列表视图，组件属性说明如表2-64所示，您也可以将鼠标放在组件

上，单击 ，查看组件说明。

图 2-319 查看组件说明

表 2-64 列表视图属性

属性 说明

数值绑定 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视图模型，将各种数据源和组件的返回值或
者属性值进行关联，实现动态数据效果，详情请参见属性值绑
定。

基本属性 基本属性通过数据绑定后，在运行时以数据绑定的值为准。

● 无数据显示：无数据时，列表显示的值，默认值为“No
Data”。

● 列数：一行显示的列数。

● 列排列方式：选择列的排列方式，如左对齐、右对齐、居中
等。

移动端配置 列表视图在移动端的配置。

● 下拉刷新：下拉是否刷新列表。

● 默认数据条数：设置移动端列表视图默认展示数据的数量。

● 显示加载文字：是否显示上拉加载文字。

● 异步加载：和事件（on-load-data）配合使用，上拉加载时异
步获取数据。

公共 列表视图公共设置。设置控件名称时，请确保输入的值在当前页
面唯一，建议保持默认值。

样式 配置列表视图组件的样式，如布局、字体、背景、边框等。

 

属性值绑定

步骤1 在列表视图的“属性”页签，单击“数据绑定”中的 ，绑定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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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实例化必须为数组，详情请参见绑定数据模型、增加查询条件、工具栏。

图 2-320 绑定数据模型

步骤2 向列表视图中拖入栅格容器，将栅格容器设置为6行2列，再向前5行中拖入标签组件，
并设置标签属性。

步骤3 属性值绑定。

1. 选择第一行、第二列中的标签，单击右侧“属性值绑定”的“+”，新增属性值绑
定。

其中，“属性”设置为“文本内容”，再单击 ，添加模型字段，将模型字段绑
定到当前标签上。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83



2. 重复上一步，为其他行的标签组件进行属性值绑定。

步骤4 在第6行拖入一个按钮，设置为“Handle”。

步骤5 单击 ，保存页面，再单击 ，进行预览 ，预期效果如图2-321。

进行属性值绑定的标签组件，显示绑定的模型字段内容。

图 2-321 通过属性值绑定获取模型中的数据

----结束

2.4.11.8 图片

图片组件作为一个基本组件，用于展示图片。用户可以通过属性“图片地址”，来选
择图片。

图片组件提供图片库管理能力，可以上传、选择、搜索、删除图片。这些图片可以来
自本地上传，也可以来自服务器上的图片库。

本地图片上传后，将默认进入图片库。

属性 说明

链接地址 输入自定义图片的图片地址。

图片地址 选择或上传图片，支持上传JPG、JPEG、PNG和GIF格式的图片，
图片不超过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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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图片库 该参数在单击“图片地址”后的齿轮图标显示。图片库有几下几
种类型。

● OBS/MINIO/OBJECTSTORAGEPROXY：通过连接器获取OBS或
MINIO桶中的图片，需要提前配置OBS/MINIO/
OBJECTSTORAGEPROXY类型连接器，选择具体的存储桶、连
接器实现获取图片功能。

● 连接器：该参数在单击“图片地址”后的齿轮图标显示。OBS/
MINIO/OBJECTSTORAGEPROXY类型的连接器。

● 桶：该参数在单击“图片地址”后的齿轮图标显示。OBS/
MINIO类型连接器的存储桶。
OBS/MINIO/OBJECTSTORAGEPROXY图片库支持按目录管理图
片：

– 单击目录后的 和 新增根图片目录和子图片目录。

– 单击“上传图片”可进行上传操作。

– 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以搜索对应的图片。

– 选中图片时，单击 ，可以在图片库中删除此图片。

● SFTP：选择SFTP后，图片将加密上传至nginx服务器的本地文
件系统中。

图片宽高 该参数处于样式区域，用于设置图片的高度和宽度。

 

选择或上传图片

您可以直接从配置的OBS库或者SFTP库中选择一张已存在的图片，也可以直接从本地
上传图片。

1. 在图片组件属性“基本属性”中单击“图片地址”后的齿轮图标，出现“选择图
片”弹窗。

2. 在“图片库”中，选择图片库类型。

3. 选择或上传图片。

– 在当前图片库下，单击某图片，即可选中此图片。如果图片库中还没有图
片，可以选择上传一个图片。

– 单击“上传图片”，在本地选择一张图片，完成后该图片将默认上传到当前
图片库。

4. 单击“确定”完成图片选择，返回页面设计视图。

2.4.11.9 二维码

二维码组件用于根据文本内容或者链接地址生成二维码，用户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扫
描二维码，可查看到文本内容或者跳转到相应的链接。

向标准页面中拖入一个二维码组件，在右侧显示属性配置面板。配置后单击页面上方

保存页面，单击 预览页面，可查看生成的二维码。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85



图 2-322 配置二维码组件

属性 说明

内容或链接 设置扫描二维码后，要展示的文本内容或者跳转的链接地址。

宽度 二维码的宽度，单位像素。

默认值：150

容错级别 二维码被遮挡或残破时依然能被识别的几率，容错级别越高抗残
破或遮挡的能力就越强。

空白间距 四周空白间距，单位像素。

前景色 二维码的颜色。

背景色 背景颜色。

中间Logo 二维码中间Logo图片，可不用设置。

设置Logo后，如果扫描二维码识别失败，可以调高容错级别或调
大二维码。

Logo大小 Logo大小，单位像素。

 

具体使用示例可参考扩展知识。

2.4.11.10 分页

当数据量较多时，可以使用分页组件，快速进行数据切换。

分页组件一般与表格组合使用时，分页组件可以对表格数据进行分页显示、数据切
换，系统内置的表格组件中已包含了分页组件。

向页面中拖入一个分页组件，单击“分页”页签，显示属性配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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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5 分页组件属性

属性 说明 配置

默认分页大小 默认每页条数（分页大小）。 数值型，例如：
10

每页条数切换的配
置

每页条数切换的配置。 数组型，例如：
[10,20,30,40]

显示跳转 是否显示跳转，显示后可设置快速跳转到
某一页。

例如：打开开关

显示分页 是否显示分页，显示后可设置具体的分页
大小。

例如：打开开关

大小 分页显示大小，可选值为small（迷你版）
或不填（默认）。

例如：small

简洁版 是否简洁版显示分页样式。 例如：打开开关

AUI风格 是否展示AUI风格。 例如：打开开关

 

表 2-66 分页组件事件说明

事件名称 说明

数据改变 单击 、 或切换每页数据显示量（ ）以及输入跳转页
后，触发事件的相关业务。

每页条数改变 在切换每页数据显示量（ ）后触发。

 

2.4.11.11 模态框

模态框组件作为一个模态对话框的容器，支持向模态框中拖入各种组件，用于在模态
框弹出时，用户必须先响应模态框后，才能对其他对象进行操作的场景。

模态对话框功能：当一个模态对话框弹出时，用户想要对模态框以外的应用程序进行
操作时，必须先对该对话框进行响应，例如单击“确定”或“取消”按钮等将该对话
框关闭。

属性 说明

标题 模态框的标题。

确定按钮文字 模态框的“确定”按钮上的文字。

取消按钮文字 模态框的“取消”按钮上的文字。

显示Loading 开启后，确定按钮显示loading状态。

显示遮罩层 开启后，显示遮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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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点击遮罩层关
闭

● 开启后，允许点击模态框外的遮罩层关闭模态框。

● 关闭后，必须先对该模态框进行响应才能将该模态框关闭，例

如单击模态框中的按钮（“确定”、“取消”）以及 图标。

可拖动 开启后，该容器可拖动。

不显示底部 开启后，隐藏“确认”和“取消”按钮区域。

显示取消按钮 开启后，显示取消按钮。

确定按钮在前 开启后，确认按钮在前。

确定按钮禁用 开启后，确认按钮被禁用。

 

如果模态框高度太大，无法正常显示，可在页面的“样式代码”里添加以下样式代
码，即先在样式代码里设置滚动条，然后再将高度改小，如图2-323所示。

.ivu-modal-body {
overflow:auto;
}

图 2-323 模态框样式

2.4.11.12 输入框

输入框是基础输入组件，输入框中的内容可以通过鼠标或键盘输入；一般在有需要输
入内容、提供组合型条件查询或有其他资料需要提交时使用。

在页面中拖入一个输入框组件。单击输入框页签，显示可配置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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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4 输入框属性页面

输入框组件配置说明如表2-67所示。

表 2-67 输入框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文本类型 该输入框文本类型。

标签 该输入框在界面的展示标签名。必须是输入框存在于某个表单组件
中，该标签设置才生效。

占位符 占位符。可辅助元素对齐，让页面更整齐。

可清空 是否可清空输入值。

默认值 该输入框默认值。

图标 输入框中需要设置图标时，请配置该项。

图标位置 输入框中的图标位置。

大字符长度 输入框取值 大字符长度。

大宽度 输入框 大的宽度。

必填 当该开关打开时，该输入框为必填字段。输入框界面展示会有 提
示必填，此校验功能必须是输入框存在于某个表单组件中。

必填错误信息 当必填输入框没有进行输入取值时的界面报错信息。

正则表达式 当输入框字段类型为“Text”或者“TextArea”类型，支持进行正
则表达式校验。

例如配置为“^[A-Za-z]+$”，表示该字段只能输入大写的A-Z，或
者小写的a-z。

错误信息 当不满足正则表达式规则时的界面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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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自定义校验 是否进行自定义校验，打开后需要设置校验JS代码。在表单组件中
该设置才会生效。打开开关后，请在下方输入JS代码定义校验规
则，代码的返回值必须为布尔类型或者对象类型。

● 布尔类型：返回为“false”表示未通过校验，即校验失败，若
需要配置错误提示信息，则直接设置界面上“校验错误信息”
参数；返回值为“true”，表示通过校验。

● 对象类型：返回为“{result:false, message:'对应错误提示信息
'}”，表示未通过校验，message值为错误提示信息；返回为
“{result:true}”，表示校验通过，一般不用带提示信息。

举例如下：

● 示例1：校验输入文字内容长度不能超过10个字符。示例JS代码
如下：
return value.length <= 10
其中“value”变量为系统已定义好的，表示输入内容变量，可
直接使用该变量。

● 示例2：校验输入文字内容只能输入大写的A-Z，或者小写的a-
z。示例JS代码如下：
返回值类型为布尔：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return reg.test(value);

返回值类型为对象：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if (reg.test(value))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result: false, message:'输入内容不符合规则，只能输入大写的A-Z，或者
小写的a-z'};
}

● 示例3：校验输入文字内容是否是邮箱，该示例可能不覆盖全部
邮箱类型场景，仅举例使用。示例JS代码如下：
var reg = new RegExp("^[a-z0-9A-Z]+[- | a-z0-9A-Z . _]+@([a-z0-9A-Z]+(-[a-
z0-9A-Z]+)?\\.)+[a-z]{2,}$");
return reg.test(value);

校验错误信息 当“自定义校验”中JS代码返回值类型为布尔类型时，会取该参数
的值为错误提示信息。

说明：当“自定义校验”中JS代码返回值类型为对象类型时，直接
取返回值中的message值为错误提示信息。

 

2.4.11.13 下拉框

下拉框通过配置绑定选项内容，提供给用户进行下拉选择的操作。

下拉框支持单选、多选、搜索，以及键盘快捷操作。

向页面中拖入一个下拉框组件。单击“下拉框”页签，显示可配置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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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8 下拉框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类型 默认值

数据绑
定、属性
绑定

● 下拉框的选项：以属性绑定的方式，与模型
关联。即模型的内容，将成为下拉框的可选
择项。

● 下拉框的选择结果：以属性值绑定的方式，
与模型关联。即下拉框的选择结果，将保持
到模型的某个字段中。单击“属性值绑定”
后的加号，设置“选项”与模型字段绑定。

- -

标签 下拉框的显示标签名称，只有下拉框放在表单
form中才生效。

支持国际化配置，在配置该属性时，可选择已有
多语言、创建或更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
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选择“创建或更新多语言”，设置多语言名称和
多语言内容，例如“名称”设置为“item”，中
文设置为“您 常使用的功能或者您 感兴趣的
功能有哪些？”。

String -

占位符 下拉框未选择时，展示给用户的提示信息。

支持国际化配置，在配置该属性时，可选择已有
多语言、创建或更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
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String -

选项 下拉框单击后可选择的选项内容。

当在“属性值绑定”中设置了“选项”与模型字
段绑定，则预览页面后优先以“属性值绑定”为
准显示选项内容。

说明
输入的数据必须为json格式，如：
[{"value": "1","display": "男"},{"value": 
"0","display": "女"}]

object -

选项列表 单击齿轮图标，支持选择系统中配置的选项列
表。

选项和选项列表只能配置其中一种。

当在“属性值绑定”中设置了“选项”与模型字
段绑定，则预览页面后优先以“属性值绑定”为
准显示选项内容。

- -

是否多选 配置下拉框是否提供多选的能力。 Boolean false

可清空 是否在选择下拉框显示一个删除图标，来删除选
择框的内容。

Boolean true

弹层独立 选项值区域展示不全，部分内容隐藏时，开启
后，可显示完整选项值。

Boolean false

可过滤 配置下拉框是否提供过滤的能力。 Boolea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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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类型 默认值

远程搜索 是否根据输入的关键字调用自定义的接口查询数
据。和事件“on-remote-search”配合使用。

Boolean false

是否初始
加载

配置下拉框是否初始加载。 Boolean false

显示标签
个数

多选时 多显示的标签个数。多选打开，才会显
示该属性。

Number -

AUI风格 打开该开关，下拉框的下拉图标风格所有不同。 Boolean false

大宽度 组件的 大宽度。 Number -

必填 是否设置为必须填入值。 Boolean false

必填错误
信息

在绑定了对象模型且下拉框放置于表单组件里面
的情况下，当设置必填时，输入值为空会提示相
应该信息。

支持国际化配置，在配置该属性时，可选择已有
多语言、创建或更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
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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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类型 默认值

自定义校
验

是否进行自定义校验，打开后需要设置校验JS代
码。在表单组件中该设置才会生效。打开开关
后，请在下方输入JS代码定义校验规则，代码的
返回值必须为布尔类型或者对象类型。

● 布尔类型：返回为“false”表示未通过校
验，即校验失败，若需要配置错误提示信
息，则直接设置界面上“校验错误信息”参
数；返回值为“true”，表示通过校验。

● 对象类型：返回为“{result:false,
message:'对应错误提示信息'}”，表示未通
过校验，message值为错误提示信息；返回为
“{result:true}”，表示校验通过，一般不用
带提示信息。

举例如下：

● 示例1：校验输入下拉框选项内容长度不能超
过10个字符。示例JS代码如下：
return value.length <= 10
其中“value”变量为系统已定义好的，表示
输入内容变量，可直接使用该变量

● 示例2：校验下拉框选项内容只能是大写的A-
Z，或者小写的a-z。示例JS代码如下：
返回值类型为布尔：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return reg.test(value);

返回值类型为对象：
var reg = new RegExp("^[A-Za-z]+$");
if (reg.test(value))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result: false, message:'内容不符合规则，只能是
大写的A-Z，或者小写的a-z'};
}

- -

校验错误
信息

当“自定义校验”中JS代码返回值类型为布尔类
型时，会取该参数的值为错误提示信息。

说明：当“自定义校验”中JS代码返回值类型为
对象类型时，直接取返回值中的message值为错
误提示信息。

String -

 

2.4.11.14 按钮

按钮一般在用户单击触发业务逻辑时使用，按钮组件提供单击触发事件能力。

向工作区域中拖入一个按钮组件，单击按钮页签，显示可配置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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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9 按钮组件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显示名称 按钮展示名称。

支持国际化配置，在配置按钮展示名称时，可选择已有多语言、创
建或更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库中。

类型 按钮类型。

大小 按钮大小。

鼠标悬停时展
示

鼠标悬停时展示的文字。

支持国际化配置，在配置鼠标悬停展示文字时，可选择已有多语
言、创建或更新多语言。此处创建的多语言会保存在租户的多语言
库中。

形状 按钮形状。

选择图标 系统预置的按钮图标。

图标位置 按钮图标展示位置。

加载中状态 按钮是否显示为加载中状态。

 

配置完按钮属性后，需要在“事件”页签定义该按钮的实现方法，即进行事件编排，
事件编排有两种方式，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编排，具体请参见事件编排器说明。

2.4.11.15 上传

文件选择上传控件，用于上传文件。

上传组件说明如下。

● 默认是一个Button组件，可以自定义修改内容。

● 可以通过数据绑定模型，上传文件列表会保存在绑定的模型中。

● 该组件在移动端支持调用摄像头接口。

向工作区域中拖入一个上传组件，单击“上传”页签，显示可配置属性页面。

表 2-70 上传组件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默认已上传的
文件列表

默认已上传的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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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存储 上传文件的存储类型。单击该参数后的齿轮图标，可进行配置。

● 存储：存储器类型，支持如下选项：

– OBS：表示通过OBS类型连接器存储到华为OBS（Object-
based Storage Service）上。

– MINIO：表示通过MINIO类型连接器存储到MINIO上。

– OBJECTSTORAGEPROXY：表示通过
OBJECTSTORAGEPROXY类型连接器存储到相应服务器上。

– EDM：系统预置的EDM类型存储器。

– CUSTOMAPI：通过自定义接口来上传和展示文件。

● 连接器：当存储配置为OBS、MINIO或者
OBJECTSTORAGEPROXY时，该参数才会显示，表示具体的连
接器。

● 桶：当存储配置为OBS、MINIO或者OBJECTSTORAGEPROXY
时，该参数才会显示，表示具体的存储桶。

● 上传服务：当存储配置为CUSTOMAPI时，该参数才会显示，选
择自定义接口实现上传文件的功能。

● 展示服务：当存储配置为CUSTOMAPI时，该参数才会显示，选
择自定义接口实现展示文件的功能。

过滤文件类型 接受上传的文件类型，为文件原生的属性，会在选择文件时按照文
件类型过滤，多个类型格式间以“,”符号隔开，如：“image/
jpeg,application/msword,text/plain”。

支持文件类型 支持的文件类型，与“过滤文件类型”不同的是，该参数是识别文
件的后 名，“过滤文件类型”为原生的属性，会在选择文件时过
滤，可以两者结合使用。如：jpg,doc,txt

支持多文件 是否支持多选文件。

自定义文件名 上传的单个文件时，可自定义上传的文件名。

同名处理 防止同名文件覆盖，同名文件名后自动增加随机数，也可在“on-
before-upload”事件中自定义处理文件名。

上传路径 自定义服务器端上传路径，默认uistudio/upload，上传路径不能是
以“./”或“../”等开头的相对路径。

文件数量 多文件上传时， 大文件数量限制，即允许上传的文件数量，超过
此数量后，将不允许上传。

文件大小(kb) 单个文件大小限制，单位kb。

文件大小错误
描述

当文件超过限制大小时，提示的错误描述。支持多种语言配置。

公开读 上传到服务器上，是否可以公开读。

可选择 是否设置文件列表中选择设置。文件列表中可以带遮罩层选择或者
复选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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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是否多选 当“可选择”开关打开时，该参数才会显示。是否支持文件列表的
多文件的选择。

选择类型 当“可选择”开关打开时，该参数才会显示。选择类型包含“遮罩
层选择”或者“选择框选择”两种类型。

选择框内容 当“选择类型”设置为“选择框选择”时，该参数才会显示。可设
置选择框内容。

选中时显示内
容

当“选择类型”设置为“选择框选择”时，该参数才会显示。表示
是否选中时显示选择框内容。

九宫格 九宫格形态展示图片列表，仅当上传全部为图片时开启效果较好，
移动端每行展示4个并且大小自适应。

列表展示位置 相对于上传按钮，上传列表的展示位置，默认在下方。

展示方向 上传列表中多张图片时，控制图片展示排列方向。

图片宽度 上传列表中单个图片的宽高，单位像素。

大宽度 限制 大的宽度。

 

说明

连接器配置请参考了解连接器。

配置完上传属性后，需要在“事件”页签可进行事件编排，具体请参见事件编排器说
明。

表 2-71 事件编排

事件名 说明 返回值

数据改变 已上传文件列表改变时触
发

当前已上传文件列表

文件上传 开始上传文件时触发 ● 当前开始上传的文件

● 当前已上传文件列表

操作成功 上传成功后触发 上传成功文件的地址

选中文件 文件列表选中时或取消选
中时触发

● 当前文件

● 已选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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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 说明 返回值

文件上传前 文件上传前触发

在“文件上传前”事件后
单击齿轮图标，在“自定
义JS代码”中增加
“$current.showUploadLis
t = false”语句，可取消上
传预览。

● 当前文件

● 文件名

 

系统为上传组件预置了clearFiles()方法。该方法用于清除上传文件列表。在上传组件
的事件编排JS代码中可使用该方法，示例JS代码如下：

var _component = context.$component.get('upload_0');_component.clearFiles();

2.4.11.16 面包屑

面包屑组件，是项目中常用的一种组件。结构大致是“首页/菜单1/菜单2/菜单3”。

向工作区域中拖入一个面包屑组件（在“基本”区域中），单击面包屑组件页签，显
示可配置属性页面。

表 2-72 面包屑组件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配置菜单 单击“设置”，弹出“配置菜单”界面，界面参数说明如图2-325
和表2-73所示。

分隔符 菜单名之间的分隔符。

跳转 单击面包屑组件的菜单标签，是否开启自动跳转。

默认为开启。若不开启跳转，可在“事件”页签定义跳转的实现方
法，即进行事件编排。

 

图 2-325 “配置菜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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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3 “配置菜单”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图标 配置某具体菜单的图标。

文本内容 配置某具体菜单的显示名称。

URL类型 该菜单跳转页面的URL类型，分“常量”和“选择页面”两种选
项。

地址 当“URL类型”为“常量”时，需要配置跳转页面的具体URL地
址；当“URL类型”为“选择页面”时，需要选择系统中创建的具
体跳转页面。

链接目标 跳转后页面显示形式，分以下几种。

● 新窗口：在新窗口页显示跳转页面。

● 当前框架：在当前框架显示跳转页面。

● 父框架：在父框架区域显示跳转页面。

● 整个窗口：在当前整个窗口显示跳转页面。

 

在“配置菜单”界面单击“新增”或“删除”可创建或者删除相应菜单。单击
可调整菜单顺序。

2.4.11.17 视频播放

该组件用于播放视频，支持的格式有：MP4、OGV、WebM。

向工作区域中拖入一个“视频播放”组件，选择该组件，在右侧“属性”页签显示可
配置属性参数。

表 2-74 组件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自定义视频地
址

输入自定义视频的视频地址。

封面 选择或上传图片作为视频封面。

控制条 是否显示控制条。

静音 是否静音。

自动播放 是否自动播放。

倍速播放 是否支持倍速播放。

打开该开关后，打开页面播放视频时可设置0.5、1、1.5、2倍速播
放视频。

循环播放 是否循环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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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18 BPM 相关组件

背景信息

在BPM中经常使用到“用户任务”图元，表示在业务流程中由用户参与完成某些工
作，如填写表单提交数据、进行审批等。“用户任务”会关联一些页面呈现给用户进
行处理，可选择任务页面类型为标准页面。标准页面预置了以下几种与BPM流程相关
的组件，供BPM关联标准页面时使用。

● 流程-动作

● 流程-历史

● 流程-附件

● 流程图

当标准页面使用了如上组件，如图2-326所示，BPM又关联了该标准页面，BPM启动
时，会自动在标准页面中传入流程实例ID、流程名称、流程版本等信息，即将BPM相
关信息传入到页面参数“interviewID”、“bp.name”、“bp.version”中。在标准页
面配置BMP相关组件时，可不用设置相关组件属性。

图 2-326 BPM 关联标准页面

流程-动作

该组件为BPM流程使用的动作组件，根据当前BPM流程信息显示可执行的动作，如提
交、委托、转派、完成。

向工作区域中拖入一个“流程-动作”组件，选择该组件，在右侧“属性”页签显示可
配置属性参数。

表 2-75 “流程-动作”组件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流程实例ID BPM流程实例ID。

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interviewID”。关联该标
准页面的BPM启动时，会自动往标准页面中传入该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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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流程名称 BPM流程名称。

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bp.name”。关联该标准
页面的BPM启动时，会自动往标准页面中传入该参数值。

流程版本 BPM流程版本。

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bp.version”。关联该标
准页面的BPM启动时，会自动往标准页面中传入该参数值。

表单组件名称 可选配置，表单组件的名称，配置后获取该表单的数据内容进行提
交。

附件列表 上传的附件列表，配置后进行提交。

 

配置完组件属性后，需要在“事件”页签定义提交动作触发的事件，即进行事件编
排，事件编排有两种方式，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编排，具体请参见事件编排器说明。

流程-历史

该组件为BPM流程使用的历史记录组件，根据当前BPM流程信息显示执行历史记录。

向工作区域中拖入一个“流程-历史”组件，选择该组件，在右侧“属性”页签显示可
配置属性参数。

表 2-76 “流程-历史”组件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流程实例ID BPM流程实例ID。

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interviewID”。关联该标
准页面的BPM启动时，会自动往标准页面中传入该参数值。

 

流程-附件

该组件为BPM流程使用的附件组件，根据当前BPM流程信息显示当前的附件列表，并
支持上传附件。

向工作区域中拖入一个“流程-附件”组件，选择该组件，在右侧“属性”页签显示可
配置属性参数。

表 2-77 “流程-历史”组件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流程实例ID BPM流程实例ID。

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interviewID”。关联该标
准页面的BPM启动时，会自动往标准页面中传入该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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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该组件为BPM流程使用的流程图组件，根据当前BPM流程信息显示流程图。

图 2-327 组件效果图

向工作区域中拖入一个“流程图”组件，选择该组件，在右侧“属性”页签显示可配
置属性参数。

表 2-78 “流程图”组件属性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流程实例ID BPM流程实例ID。

如果不配置则默认使用页面的查询参数“interviewID”。关联该标
准页面的BPM启动时，会自动往标准页面中传入该参数值。

 

2.4.12 创建自定义标准组件
平台内置了很多标准组件，详情请参见平台标准组件介绍。同时页面经常会有一些通
用的交互模块，例如“人员选择”、“部门选择”等，这些页面交互模块可能会在多
个页面中用到，逻辑也相对独立。面对这个情况，平台提供了让开发者自己创建组件
的特性，称之为“自定义标准组件”。通过这个特性，开发者就能够将这样的交互模
块抽象成标准页面组件，使页面的构建更加快速灵活。自定义组件在使用时与标准组
件一致。

适用场景
● 在不同的页面中可重复使用的模块。

● 复杂的页面拆分成多个低耦合的模块，有助于代码维护。

使用语言

Vue是一套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与其它大型框架不同的是您可以自底向上
逐层应用Vue。Vue易于上手，也便于与系统进行整合。

须知

当您需要开发自定义组件时，您需要了解JS和Vue相关知识，有JS和Vue开发经验。

自定义组件结构
● 自定义组件包目录结构如下。

// 组件目录结构
my-package.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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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nents
|   └── my-component                      // my-component 组件
|       ├── custom-property-editor        // 自定义属性编辑控件（可选）
|       │   └── index.js                  //
|       ├── custom-panel                  // 自定义属性面板（可选）
|       │   └── index.js                  //
|       ├── design-time                   // 组件设计态代码（可选）
|       │   └── index.js                  //
|       ├── resources                     // 组件图片资源（可选）
|       │   └── default.png               //
|       ├── index.js                      // 组件运行态代码
|       ├── my-component.json             // 组件定义文件
├── manifest.json                     // 组件清单文件
└── README.md                         // 组件包说明文件

说明

组件zip包的目录以及文件的名称不能是中文，且编译后的组件包大小应在1M以内。

组件名遵循Vue组件命名，并且要在当前应用中唯一。您可参考Vue框架指南定义Vue组件
代码，并参考Vue组件打包指南对Vue组件进行打包，打包后才能使用。

表 2-79 组件包文件说明

目录/文件 是否可
选

描述

custom-property-editor/
index.js

可选 自定义属性编辑控件。

custom-panel/index.js 可选 自定义属性面板。

design-time/index.js 可选 组件设计态。

resources目录 可选 组件相关静态资源，如组件图片。

index.js - 组件运行态。

my-component.json - 组件定义文件。

 

● 组件包样例。

请单击链接下载样例包。

图 2-328 目录格式

● 组件描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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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描述文件test-project.json是自定义组件配置面板的规格文件，用于校验和辅
助编写自定义组件配置面板json文件。该文件编写需遵循JSON Schema规范，以
便于与主流的编辑器（vscode，atom，sublime text，webstorm）集成。

组件描述文件在插件包位置如下：

图 2-329 组件描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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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组件描述文件，既可以在插件包开发时修改，也可以在插件包编译以后修改。编译之后，
组件描述文件的位置如下所示。

图 2-330 编译后的组件描述文件位置

图 2-331 组件描述

样例代码：
{
    // 下面的属性会用于页面组件右侧属性中
    "name": "my-component",
    "title": "%component.title%",
    "description": "%component.description%",
    "category": "add-on",
    "icon": {
        "default": "./resources/default.png",
        "hover": "./resources/hover.p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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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此处省略了组件的其他属性
}

表 2-80 组件约束

参数名 功能 限制 描述

name 组件
名

● 需要以英文字母开头，
支持数字与特殊字符
“_”、“-”，不支持
中文，长度在64字符
以内。

● 建议由厂商名_组件名_
版本号组成，例如
aaa_img-
button_1.1.1。

● 组件名字会存放在界面元数据
的type，如type: "my-
component1"。

● 配置文件中的名称，用于后台
元数据存储，解析等。

● zip包名应该与name值保持一
致，例如此处name为img-
button，zip包名必须为img-
button.zip。

title 组件
别名

建议简短并能展示组件特
性，长度在100字符以
内。

组件别名，会显示在标准页面开
发界面左侧“组件”页签下的扩
展组件中，建议简短并能展示组
件特性。

descri
ption

组件
描述

长度在200字符以内。 当鼠标悬停时，展示的组件描述
信息。

catego
ry

组件
分类

使用平台提供的组件分
类。

为了保持界面构建器组件分类一
致性，请使用平台提供的组件分
类，具体请参考表2-81。

icon 组件
图标

png格式，包括2个（未选
中时和选中时），每个
png的大小在16K以内。

在页面中展示的图标，自动压缩
到40*40。

其他 包大
小

编译后的组件包大小需要
在1M以内。

-

 

表 2-81 组件分类

平台分类 说明

navigatio
n

导航组件。例如菜单，工具栏，侧栏。

data 数据组件，可以查看和/或编辑应用程序中的数据。例如Form，
Table，List。

common 通用组件。例如标签，图片，标题，段落。

container 容器组件，可以包含其他组件的容器。例如栅格布局组件Row/
Col，流式布局组件，Panel， Tabs，Collapse，
WidgetContainer。

input 可以显示和编辑实体属性。例如文本框，日期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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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分类 说明

file 文件处理组件。例如文件上传/下载组件，图片浏览组件，PDF预
览组件。

button 触发动作的按钮。例如保存按钮，页面跳转按钮。

report 聚合数据并以表格或图表的形式显示。例如图表，透视表。

widget 业务卡片。

add-on 扩展组件。

 

开发样例

本示例中的imgButton组件是使用nodejs开发前端的组件。以下如无特殊说明，均基于
VSCode工具，按照imgButton组件的功能点来介绍自定义组件的开发过程。

步骤1 单击链接下载样例包，将自定义组件样例包解压，将修改文件夹名字为imgButton，
如图5包结构所示。

图 2-332 包结构

步骤2 修改工程定义文件“package.json”，将“name”和“description”修改成
“imgButton”，保存并退出。
{
  "name": "imgButton",
  "version": "1.0.0",
  "description": "imgButton",
  "scripts": {
    "dev": "poi --config poi.dev.js",
    "build": "poi build --config poi.build.js",
    "report": "poi build --config poi.build.js --bundle-report",
    "monitor": "poi build --config poi.build.js --webpackmonitor",
    "eslint": "eslint --ext .vue,.js src"
  },

步骤3 修改src文件夹下组件描述文件“manifest.json”，将“name”和“components”修
改成“imgButton”，保存并退出。
{
  "name": "imgButton",
  "version":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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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uiPackage",
  "package": {
    "components": [
      "components/imgButton/imgButton.json"
    ]
  },

步骤4 修改src文件夹下的“components”文件夹及文件名，将“test-project”改为
“imgButton”，如图6修改前后对比所示。

图 2-333 修改前后对比

步骤5 替换自定义组件的组件图标，此图标是自定义组件在页面构建器中显示的缩略图。

在src文件夹的“components\imgButton\static”路径下，使用您所需要的图标替换示
例包原有的“default.png”和“hover.png”，前者为默认状态的图标，后者为鼠标经
过时高亮效果的图标。

步骤6 修改组件定义文件的基本属性。

打开在src文件夹的“\components\imgButton”路径下的定义文件
“imgButton.json”，将其中的“name”、“title”和“description”修改成
“imgButton”，并将“properties”节点改为只包括“height”、“width”和
“text”属性，具体代码如下。
{
  "name": "imgButton",
  "title": "imgButton",
  "description": "Button with a image",
  "category": "add-on",
  "icon": {
    "default": "./static/default.png",
    "hover": "./static/hover.png"
  },
  "definition": {
    "props": {
      "type": "object",
      "properties": {
        "height": {
          "category": "common",
          "type": "integer",
          "title": "图片高度",
          "description": "设置图片高度",
          "defaul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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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dth": {
          "category": "common",
          "type": "integer",
          "title": "图片宽度",
          "description": "设置图片宽度",
          "default":16
        },
        "text": {
          "category": "common",
          "type": "string",
          "title": "framework.label.text",
          "description": "按钮文本",
          "default":"Button"
        }
      },

步骤7 修改组件定义文件的暴露方法。将“methods”节点改为只包括“setButtonText”方
法，该方法用于设置图片按钮的文本，具体代码如下。
"methods": {
      "setButtonText": {
        "description": "设置按钮文本",
        "type": "object",
        "params": {
          "descripton": "参数描述",
          "type": "array",
          "items": [
            {
              "title": "newText",
              "type": "string",
              "description": "新文本"
            }
          ]
        },
        "returnValue": {
          "descriptoin": "是否设置成功",
          "type": "boolean"
        }
      }
    }

说明

setButtonText方法接收一个string类型的参数newText，执行后返回boolean。

步骤8 修改组件定义文件的拖拽行为。将其中的“cname”、“displayName”和
“dname”修改成“imgButton”和“imgButtonDesign”。

说明

● cname：在应用引擎中显示的名称。

● dname：在应用开发工具中显示的名称。

● displayName：在页面构建器中显示的文本。

"dnd": {
    "cname": "imgButton",
    "dname": "imgButtonDesign",
    "ctype": "Control",
    "displayName": "imgButton",
    "selectable": true,
    "targetable": true,
    "draggable": true,
    "deletable": true,
    "wholeRow": true
  }

步骤9 打开组件视图文件“imgButton.vue”，并修改视图文件的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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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src\components\imgButton\”路径下的视图文件“imgButton.vue”，在布局
（div标记对）中添加一个“img”和一个“span”，并按示例配置，具体代码如下，
如图7布局结构所示。

图 2-334 布局结构

说明

● img：即imgButton按钮中的图片。

● span：即imgButton按钮中的文本。

<img
  src="./static/hover.png"
  :height="comHeight"
  :width="comWidth"
  :class="classes + '-img'">
<span :class="classes+ '-title'">
  {{ comText }}
</span>

步骤10 修改视图文件“imgButton.vue”的属性定义。

修改“cssprefix”为“imgButton”，并添加“height”、“width”和“text”属
性，如图8修改属性定义后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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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5 修改属性定义后

<script>
const cssprefix = "imgButton";
export default {
  name: 'imgButton',
  props:{
    /*图片高度 */
    height: {
      type: [String, Number],
      default: ""
    },
    /*图片宽度 */
    width: {
      type: [String, Number],
      default: ""
    },
    /*标签文本内容 */
    text: {
      type: String,
      default: "Button"
    }
  },

步骤11 修改视图文件“imgButton.vue”的“computed”和“methods”，并按示例配置，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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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6 修改 computed 和 methods 后

说明

● cssprefix：此变量用于构造样式类名，增加灵活性。

● comText：用于获取按钮文本。

● comHeight、comWidth：分别用于获取图片的高和宽。

● classes：用于返回样式类名，也可以直接用字符串替换，这样写只是为了增加灵活性。

● onclick：在图片按钮被单击时，去触发其单击事件编排的业务逻辑。

● setButtonText：对外显露的方法，用于修改按钮中的文本。

步骤12 修改视图文件“imgButton.vue”中的“style scoped”，定义图片按钮的样式类。包
括图片按钮外框、图片、文本三个样式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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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7 定义样式类

.imgButton {
display: inline-block;
background-color: #8CDCDB;
border: blue1pxsolid;
cursor: pointer;
}
.imgButton-img {
margin-top: 5px;
margin-left: 5px;
}
.imgButton-title {
padding-bottom: 10px;
padding-right: 10px;
font-size: 16px;
cursor: pointer;
}

步骤13 修改应用开发工具和应用引擎的控件定义文件，将控件定义文件中的“testProject”修
改为imgButton，修改后效果如下所示。

控件定义文件路径：

● 应用开发工具的文件路径“src\components\imgButton\design-time
\index.js”，如下图所示。

图 2-338 修改后应用开发工具控件定义文件

● 应用引擎的文件路径“src\components\imgButton\index.js”，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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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9 修改后应用引擎控件定义文件

步骤14 在命令窗口进入imgButton所在文件夹，依次执行“yarn install”、“yarn
upgrade”和“yarn run build”这三个命令，将会生成自定义组件包“dist
\imgButton.zip”，如图2-340所示。

至此，已从样例包成功生成自定义组件包。

图 2-340 自定义组件包构建完成

说明

如果执行yarn命令时提示找不到，请先使用“npm install -g yarn”安装。

步骤15 这里提供正确的imgButton组件包的下载链接，供您与上一步生成的自定义组件包
“dist\imgButton.zip”进行参考对照。请解压后对比检查上一步生成的自定义组件包
是否配置正确。

----结束

上传及使用自定义组件

步骤1 上传自定义组件。

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列表中，选择“标准页面 > 资源管理 > 自定义组件”，如图14选
择自定义组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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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1 选择自定义组件

步骤2 单击“新建”，弹出上传自定义组件界面，如图15新建自定义组件所示。

图 2-342 新建自定义组件

步骤3 选择本地已打包好的自定义组件包“imgButton.zip”并上传。

步骤4 进入标准页面开发页面，在组件页签的“扩展组件”下，找到步骤3中上传的自定义组
件，可以将该自定义组件拖至画布中并设置该组件的属性，如图2-343所示。

图 2-343 自定义组件属性

步骤5 使用自定义组件。

本节以在新建对象页面中需要增加两个自定义组件，用来控制搜索框的显示、隐藏为
例，效果如下所示。

单击显示搜索，界面如图17显示搜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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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4 显示搜索

单击关闭搜索，效果如图18关闭搜索所示。

图 2-345 关闭搜索

步骤6 在应用目录中新建对象，在添加对象框中输入标签及名称，如图19新建对象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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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6 新建对象

步骤7 选择“布局”页签，单击页面布局中的“test Records”，该链接是操作自定义对象的
模板页面，如图20选择新建对象模板所示。

图 2-347 选择新建对象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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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8 test Records 页面

步骤8 拖入分栏组件到页面中，并在分栏组件的“属性 > 样式 > 布局”宽度设置为240像
素，如图21调整分栏组件所示。

说明

关于分栏组件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分栏。

图 2-349 调整分栏组件

步骤9 将自定义组件“imgButton”拖入到“分栏 > 栏”中，分别拖入到分栏的两个栏中，
如图22拖入自定义组件所示。设置组件的属性，分别修改两个组件的文本内容为显示
搜索和关闭搜索，如图23设置自定义组件属性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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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0 拖入自定义组件

图 2-351 设置自定义组件属性

图 2-352 设置自定义组件属性

步骤10 在组件的点击事件上添加动作，选择组件右侧属性面板的事件，单击右侧的 按钮，
在弹出的编辑动作框中选择“内置动作 > 显示/隐藏控件 > 添加控件”，如图24添加
动作所示。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18



图 2-353 添加动作

步骤11 在弹出的“选择控件”框中，选择要显示或隐藏的控件名称，这里选择“condition:
Records_condition [CNAME__test__CST]”，如图2-354所示。关于控件的名称可以参
考每个组件右侧属性面板上方的名称，如图2-355所示。

图 2-354 选择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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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5 组件名称

步骤12 选择控件是否显示或隐藏，内容为显示搜索的imgButton组件设置为显示，如图27显
示搜索设置显示所示。内容为关闭搜索的imgButton组件设置为隐藏，如图28关闭搜
索设置为隐藏所示。

图 2-356 显示搜索设置显示

图 2-357 关闭搜索设置为隐藏

步骤13 单击画布上方的保存按钮 ，然后单击预览按钮 ，预览效果如下所示。

● 单击关闭搜索，页面上方的搜索栏会隐藏，如图29关闭搜索效果所示。

图 2-358 关闭搜索效果

● 单击显示搜索，页面上方的搜索栏会重新显示，如图30显示搜索效果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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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9 显示搜索效果

----结束

2.4.13 创建标准页面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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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应用模板快速创建应用，同时
也支持使用标准页面模板创建页面。

页面模板分为以下两类：

● 系统预置的“通用模板”：预置模板说明如表2-82所示。

表 2-82 预置模板说明

模板名 说明

基础表单 基本的表单页面。

多区域表单 有间隔区域的多区域表单页面。

基础表格 单张表生成表格模板，包含增、删、改、查。

基础详情页面 基础的详情页面。

 

● 自定义模板“我的模板”：为用户自定义的页面模板，开发好页面后在上方单击

另存为按钮，打开“另存为模板”开关，即可创建自定义页面模板。创建后，
该开发者用户、注册AppCube的华为云帐号、华为云帐号下其他AppCube用户都
可直接使用该页面模板来创建标准页面。

表 2-83 预置模板说明

模板名 说明

基础表单 基本的表单页面。

多区域表单 有间隔区域的多区域表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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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名 说明

基础表格 单张表生成表格模板，包含增、删、改、查。

基础详情页面 基础的详情页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应用开发平台单击左侧的 。

步骤2 鼠标放在App下的页面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标准页面”。

您也可以参考什么是标准页面来创建标准页面。

步骤3 页面开发完成后，单击上方区域 ，在“另存为...”页面中设置模板标签和模板名，
打开“另存为模板”开关，单击“创建”。将应用另存为模板。

图 2-360 另存为模板

另存为后，该用户或者同一华为云帐号下其他用户创建类似应用时可以该应用模板来
创建新应用，如图2-361和图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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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1 选择基于模板

图 2-362 我的模板

步骤4 在开发工作台页面，单击左侧 ，在“标准页面 > 页面模板”下可管理页面模板。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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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 如何自定义主题样式
AppCube预置了很多默认样式，您可以对标准页面的主题样式进行自定义修改。

场景描述

自定义主题时，您可以自定义修改标准页面的样式。设置完并启用主题后，该App中
标准页面相同组件的展示将以主题中配置为准。

例如，在标准页面中添加一个“表单”组件，并绑定数据对象为“Alarm”，选择前三
个字段，添加“保存”和“重置”按钮，单击“完成”。然后先单击“保存”按钮，
再单击“预览”按钮，效果如图1启用前效果图所示。在主题中配置该输入框的背景色
为红色，启用主题使得标准页面表单中输入框的背景色为红色，效果如图2启用后效果
图所示。

图 2-363 启用前效果图

图 2-364 启用后效果图

须知

您需要熟悉CSS的Less代码编写规范，关于Less的内容请参考Less介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配置”，在打开的页签选择“主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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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5 选择“主题配置”

步骤2 配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步骤3 有两种方式新建主题。

● 代码化方式

a. 单击“代码化新建”，弹出“创建主题”页面，如图2-366，界面中包含了所
有组件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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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6 创建主题

b. 修改相关的组件样式代码，关于组件的介绍请参考平台标准组件介绍。

例如，在输入框组件添加一个背景色，设置为红色，如图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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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7 添加背景色

c. 修改样式后，输入“主题名称”，单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进行编译保
存，如图2-368。

图 2-368 编译保存

说明

若编译不成功，您需要修改主题配置，单击禁用该主题，再单击编辑按钮。

d. 关闭“创建主题”页面。

e. 返回“主题配置”页签，在主题列表中刚配置好的主题后打开开关
“OFF”，打开后显示如图2-369所示，启用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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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9 开启主题

● 界面化方式

a. 单击“界面化新建”。

b. 配置相关组件或者颜色、排版主题样式。

例如，修改按钮组件的样式，在左侧选择“按钮”组件，在中间区域直接修
改界面参数设置样式。

鼠标悬浮在界面参数上，会有参数说明。

c. 在右侧设置“主题名称”，例如“按钮字体颜色为黄色”，单击页面右上方
保存图标。

设置后，在租户库中会出现创建的主题。

d. 打开标准页面，在右侧“库”中单击“新增库”，查找并引入主题库，单击
“确定”。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28



步骤4 返回标准页面，单击“预览”按钮，在弹出的效果页面会看到自定义样式后的效果，
如图2-370。

图 2-370 代码化新建的效果界面

----结束

2.4.15 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如果您希望使用第三方库文件，而当前系统中不存在该库，您可以通过上传，新增该
JS/CSS库，并在页面中设计并使用该库，实现引入第三方库的功能。本节将介绍如何
引入并使用第三方库的具体操作步骤。

库说明

库是指在页面的设计中需要的依赖库，若缺少相应的依赖库，则页面中无法实现某些
功能。例如页面需要具有地图选址功能，则系统需要先加载百度地图库，才能实现相
应的功能。

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

● 系统预置库

系统预置库是系统已定义好的库，可在页面设计中直接进行加载并使用。

表 2-84 系统预置库

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GISMap global_GISMap 地图组件依赖库：GISMap库是将百度地图、谷
歌地图和高德地图中一些常用JS API封装，生成
的组件库，为地图组件提供应用编程接口。更多
说明请参考GISMap库说明文档.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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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Echarts
GISMap

global_EchartsG
ISMap

地图组件依赖库：EchartsGISMap库是echarts库
的插件，功能是将百度echarts散点图在百度、谷
歌、高德地图上应用。

需要先加载echarts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说明
请参考EchartsGISMap库说明文档.zip。

echartsli
quidfill

global_echartsli
quidfill

水位图组件依赖库。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ECharts Liquid Fill Chart
官网中2.0.5版本使用说明。

codeMir
ror

global_codeMirr
or

代码编辑器组件。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codeMirror相关资料中
5.49.2版本使用说明。

echarts global_echarts 百度开源图表控件。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echarts相关资料中4.1.1版
本使用说明。

Element global_Element 基于Vue的一个组件库，CC管理员界面开发。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Element相关资料中2.6.2版本使用
说明。

Sortable global_Sortable 基于Vue开发的可拖拽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Sortable相关资料中1.9.0版本使用
说明。

Vue global_Vue Vue是一套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与
其它大型框架不同的是，Vue被设计为可以自底
向上逐层应用。Vue的核心库只关注视图层，不
仅易于上手，还便于与第三方库或既有项目整
合。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Vue相关资料中2.6.11版本
使用说明。

VueAwe
someSw
iper

global_VueAwe
someSwiper

基于Vue的轮播图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VueAwesomeSwiper相关资料中
4.1.1版本使用说明。

VueColo
r

global_VueColo
r

基于Vue的颜色选择器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VueColor相关资料中2.4.0版本使
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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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VueDrag
gable

global_VueDrag
gable

基于Vue的拖拽事件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VueDraggable相关资料中2.16.0
版本使用说明。

VueI18n global_VueI18n 基于Vue的多语言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VueI18n相关资料中8.8.2版本使用
说明。

VueLazy
load

global_VueLazyl
oad

基于Vue的Vue图片懒加载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VueLazyload相关资料中1.2.4版本
使用说明。

VueQuill
Editor

global_VueQuill
Editor

基于Vue的Vue富文本编辑器。

需要先加载Vue组件才可以使用该组件。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VueQuillEditor相关资料中3.0.6版
本使用说明。

xlsx global_xlsx 支持excel导入导出功能。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
SheetJS相关资料中0.14.3版本使用说明。

xss global_xss 对用户输入的内容进行过滤，防止xss攻击。更多
使用说明请参考xss相关资料中1.0.6版本使用说
明。

ImageM
anagem
ent

global_ImageM
anagement

图片上传组件，用来连接公有云实现图片上传。

需要先依次加载Vue和VueI18n组件才可以使用
该组件。

Runtime
Framew
ork

global_Runtime
Framework

支持在高级页面运行由标准页面发布的Widget，
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见如何将标准页面发布成高级
组件。

polyfill global_polyfill 提供JavaScript Pollfill。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
polyfill相关资料中0.1.42版本使用说明。

FilePrevi
ew

global_FilePrevi
ew

支持文件的在线预览，包括word、excel、ppt、
pdf。

VueRout
er

global_VueRout
er

Vue Router是Vue.js官方的路由管理器。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VueRouter相关资料中3.0.5版本使
用说明。

MobileA
ppRunti
meFram
ework

global_MobileA
ppRuntimeFram
ework

是AppCube应用发布到手机端运行时依赖的库。

WidgetD
ataTrans

global_WidgetD
ataTrans

组件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库，用于转换几种常见输
入数据格式为平台预置组件需要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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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平台的global库的版本号是在资源上传或者更新时平台赋予的版本管理号，和实际官网版
本不存在对应关系。

● 自定义库

当系统预置的库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时，用户可以上传自定义库包，并加载到页面
中进行使用。

场景描述

本章节主要介绍在标准页面中，通过单击按钮来获取并打印请求的参数，需要引入并
使用fetch（第三方库），来演示如何将第三方库进行上传以及如何在组件中管理并使
用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上传第三方库文件压缩包。

单击fetch.zip，下载示例库文件包，示例文件中包含需要引入的JS文件和一个元数据
描述文件，如图1示例库文件所示。

图 2-371 示例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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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packageinfo.json是元数据描述文件，上传的第三放库文件中都必须包含此文件，文件内的结构
如下图2元数据文件所示。

图 2-372 元数据文件

步骤2 租户级别下上传第三方库。

1. 在开发工作台左侧列表单击 资产按钮，选择“高级页面 > 库”，如图3选择库
所示。

图 2-373 选择库

2. 单击“提交新库”，输入库的基本信息，单击“上传”选择刚创建的zip压缩包，
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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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5 上传新库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字 库名称。

上传图标 库的显示图标，非必填。

上传源文件 库文件包，单击“上传”可选择源文件上传。

库ID 上传库的ID，由字母及数字组成，且必须以字母开头。

分类 库所属分类。

库类型 上传库所属的类型。

发行说明 发布描述信息。

 

上传完成后，在租户库下可以看到该库文件。

说明

“全局”中为系统预置库，不可编辑和禁用系统预置库，只可下载。

3. （可选）您可单击自定义库，进入该库详情页面，如图5该库的详情页所示。

在库详情页面，可查看到该库的版本号和库ID，还可进行编辑基本信息、编辑库
文件、下载或禁用操作。

– 若禁用库后，可在“高级页面 > 禁用资产”中看到已禁用的库。禁用后您可
在库详细页面单击“删除”，输入该库名称后单击“确定”，删除该库。

– 在“概况”页签查看该库的描述信息。在“更改历史”中可查看该库的历史
版本（按照版本依次排序显示， 近版本号在 上面），可下载、在线预览
代码和发布上传不同版本的库。

图 2-374 该库的详情页

步骤3 在标准页面组件中引用库。

1. 新建标准页面，名为“page01”，如图6新建标准页面。

关于标准页面的介绍，请参见什么是标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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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5 新建标准页面

2. 进入页面工作台，在“基本组件”下选择“按钮”组件，拖动按钮组件到页面的
设计视图中，并修改按钮属性，如图7配置按钮组件所示。

图 2-376 配置按钮组件

3. 单击右侧面板的“库”，新增库，如图8新增库所示。

图 2-377 新增库

4. 在弹出的新增库界面中，搜索刚上传的库文件“fetch”，选择该库文件，单击
“确定”，如图9选择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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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8 选择库

5. 在组件的右侧面板中，可以看到已新增成功的库文件，如图10查看库所示。

图 2-379 查看库

步骤4 在标准页面加载并使用库。

1. 选择“按钮”组件，在右侧单击“事件”，单击“点击”后面的“+”号，弹出添
加动作界面。

2. 输入自定义JS代码，调用库中的方法获取git仓库的地址，关于fetch的使用方法及
介绍可以参考此链接，如图11自定义JS代码所示，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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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0 自定义 JS 代码

fetch('https://api.github.com/users/chriscoyier/repos')
.then(function(response){
return response.json();
})
.then(function(data){
//data是请求的repos
//console.log（data）；
for(var key in data){
            console.log(data[key].archive_url)
}
});

3. 在页面上方单击 ，并单击预览 。

4. 单击获取参数按钮，在页面中按F12打开浏览器的调试界面，在console页签下可
以参考打印的参数，也就是请求的结果，如图12预览效果所示。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37



图 2-381 预览效果

----结束

2.4.16 如何将标准页面发布成高级组件
您可以将开发好的标准页面导出为一个高级组件（Widget），供高级页面使用。

场景描述

将一个关联“Account”对象的表单标准页面导出为一个Widget，并在高级页面使
用。

前提条件

发布成高级组件之前，您需要有一个设计好的标准页面，以下是本节中使用到的标准
页面的创建过程。

您需要先创建标准页面“AccountForm”。

1. 鼠标放在App下的页面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标准页面”。

2. 填写新建页面的标签“AccountForm”，系统自动生成名称，单击“添加”。

3. 从左侧组件页签拖一个表单组件到开发页面。

4. 配置数据源，在“请选择数据对象”中选择已创建的数据模型，并勾选需要展示
的该对象字段，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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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2 配置数据源

5. 勾选表单需要显示的按钮，单击“完成”。

6.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

操作步骤

步骤1 单击标准页面设计界面右上方的“发布到高级组件库按钮”，如图2-383所示。

图 2-383 发布到高级组件库按钮

步骤2 在“发布组件配置”框中进行配置，您可以添加组件的属性和事件，单击“确定”，
如图2-38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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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4 发布组件配置

步骤3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资产”按钮，选择“高级页面 > 组件”，如图2-385所
示。

可在“租户”页签下查看到已发布的组件，组件命名为“Standard租户命名空间_标准
页面名称”，如图2-38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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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5 资产

图 2-386 发布的组件

步骤4 加载需要依赖的库文件，在App视图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页面设置”，选择“资
源”页签，已获取锁状态下，单击“新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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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7 新建资源

步骤5 弹出“新建资源”框，搜索“RuntimeFramework”，选中该资源（该资源包的作用
是支持在高级页面运行有标准页面发布的组件），单击“新增”，如图2-388。

图 2-388 新建资源

步骤6 新建高级页面名为“test”，关于高级页面的介绍可以参考什么是高级页面。

步骤7 单击新创建的高级页面，单击“组件列表”按钮，打开所有组件，单击“其它 > 自定
义”，可以查看导入到高级页面里的组件，如图2-389所示；将该组件拖入到页面配置
区域，在高级页面编辑区域可看到该组件，如图2-39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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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9 自定义

图 2-390 预览效果

----结束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43



2.5 高级页面

2.5.1 什么是高级页面

高级页面使用场景

高级页面主要用于开发应用中较复杂的前端页面，例如包含图片、图表、视频、地图
等元素的页面。您可以将高级页面应用于开发网站、电商平台等，通过拖拽、布局组
件，并进行相关属性配置即可快速搭建应用。AppCube的高级页面，提供了常用组
件，组件包含了预置的样式，并封装了基础事件代码，实现了开箱即用，避免重复写
样式和事件代码，陷入代码细节，使开发人员更好的专注于业务场景的挖掘。

初识高级页面

图 2-391 高级页面开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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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6 高级页面开发界面布局说明

区域 说明

1 工具栏，提供获取、释放锁，电脑端或者移动端页面设置、保存编辑内容，
发布站点，页面预览、操作回退、撤销回退、

● ：获取锁。

● ：释放锁。

● ：电脑端页面设置。

● ：手机端页面设置。

● ：保存页面。

● ：发布页面，获取页面的访问地址。

● ：预览页面。

● ：回退操作。

● ：撤销回退。

● / ：调整页面显示大小。

● ：缩放自适应（自适应指页面可通过不同大小终端设备自适应显示，
根据屏幕大小、宽度自动调整布局）。

● ：网格拖拽辅助工具（方便对齐页面组件）。

● ：页面视图设置。

● ：页面状态设置。

2 组件功能分类列表。

3 高级组件展示选择区域，包括如下两类。

● 预置：全局高级组件

● 自定义：自定义组件

4 画布区域，可将组件从高级组件展示选择区域拖入该区域，快速搭建高级页
面。

5 组件属性设置区域，可以进行属性设置、数据设置、事件绑定以及路由设
置。

 

说明

高级页面布局及功能详细信息请查阅高级页面布局。

快速开始

在进行高级页面设计前，先向您初步介绍下高级页面的开发流程。本章以构建包含地
图元素的高级页面为例，为您展示如何搭建高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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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高级页面。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Page目录所在行的“+”按钮，选择“高级页面”，输入
页面标题、页面路径以及选择布局类型后，单击“添加”按钮即可。

图 2-392 新建高级页面

2. 搭建高级页面。

单击 ，打开组件列表，从组件列表中找到地图组件，将其拖入画布中，在画布
中可以拖拽组件的位置和大小，然后保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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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3 搭建高级页面

3. 进行组件属性配置。

本章以改变地图组件样式及精确修改其位置为例，为您展示如何进行组件属性配
置（组件属性通常可通过“高级设置”弹窗和组件属性栏配置）。

选中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进入组件高级设置页面；选中组
件，可在右侧组件属性设置栏，进行属性配置。

图 2-394 组件属性配置

4. 如何进行高级页面的预览与发布。

页面搭建完成后，可预览当前页面效果。

依次单击高级页面功能菜单中的 和 按钮（或发布后弹出的网址），可跳转到
预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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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5 高级页面的预览与发布

设置页面基本信息

新建高级页面后，可以对页面进行基础配置。

1. 可选，若页面处于锁定状态，请在编辑页面上方单击 ，先获取锁。

2.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左侧单击高级页面后的“...”，选择“设置”。

图 2-396 选择“设置”

3. 选择“基本设置”，参考表2-87设置参数，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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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7 页面设置

表 2-87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该页面的名称。

路径名称 页面发布后，生成页面路径的后 。

标签 该页面的标签。

关键字 用于查找该页面的关键字。

描述 描述信息。

拉伸 页面扩展其宽度至100%以适应整个浏览器或设备的可视
宽度，同时组件内容的宽度也根据其容器的宽度进行调
整。

缩放和拖移 是否可缩放或拖移该页面。

页面是否可定制修改 控制Addon应用是否可以从依赖应用里将该高级页面进
行导入操作。

若不勾选，表示禁止该页面在Addon里导入。

浏览器缓存有效期
（天）

浏览器缓存有效期，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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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框架

在开发高级页面过程中，主要涉及组件、库、桥接器、事件和动作等相关内容。

1. 组件

组件是可复用的高级页面组成元素，一个高级页面由一个或多个组件搭建而成，
您可以通过拖拽组件快速搭建高级页面。如果将一个高级页面看成拼图游戏的完
整图案，那么组件相当于拼图的每一小块。

图 2-398 高级页面与组件的关系

说明

Page为高级页面，Widget为高级组件。

AppCube平台上的组件分为以下两种：

– 全局高级组件

全局高级组件是AppCube平台为开发者提供的常用组件，主要包含图表、媒
体（图片、视频）、地图、文本等。

全局高级组件列表及详细说明请查阅全局高级组件。

– 自定义组件

若全局高级组件不能满足您的开发需求，AppCube平台支持用户自定义组
件，自定义组件开发方式主要包含以下三类：

i. 对全局高级组件的二次开发：

AppCube平台支持开发者下载全局组件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比
如修改组件样式、逻辑等），完成后上传为自定义组件。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大幅降低组件开发的工作量。详细信息请查阅开发高级组件。

ii. 通过组件模板开发：

若全局高级组件中未包含您需要的组件类型，您可以基于AppCube平台
提供的组件模板进行自定义组件的开发。组件模板中以为您构建组件的
基本架构。详细信息请查阅开发高级组件。

iii. 将标准页面发布成高级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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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请查阅如何将标准页面发布成高级组件。

2. 库

库是支撑高级组件运行的第三方依赖，若缺少相应的库，则组件不能正常运行。
如果高级组件要使用前端框架或组件库，例如流行的Vue（已预置）、
Bootstrap、Element（已预置）等，需要将其制作成库资产，然后上传到环境中
使用。系统预置库及第三方库的引入方法请查阅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3. 桥接器

在进行前台页面开发时，经常要调用后台数据，例如购物车中用户的ID，订单编
号，商品信息等。这时需要通过桥接器调用后台API获取后台数据。桥接器的详细
说明请查阅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4. 事件和动作

事件和动作都是组件的配置属性，用于实现组件之间的交互。比如单击某个组件
内的按钮，另外一个组件需要进行数据更新操作，或者是需要跳转到当前App下
的其他高级页面，这时需要通过事件和动作的机制来实现。单击按钮即是触发一
个事件，数据更新操作或者页面跳转操作是一个动作。事件和动作的详细说明请
查阅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其关系概括为：

● 组件为高级页面的元素，组件的可复用性可以大幅提高开发效率。

● 组件的事件-动作机制提升页面的灵活度，使得组件与组件、组件与页面之间可以
交互。

● 库作为组件的依赖，便捷的引用机制降低了组件开发的复杂度且丰富了组件的功
能。

● 组件可以通过桥接器调用后台接口获取数据。

AppCube平台通过组件、库、桥接器三类资产以及事件-动作机制构建了高级页面基本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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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9 组件、库、桥接器关系图

布局方式

高级页面支持在如下两种布局模式下使用组件搭建页面（具体说明请查阅高级页面布
局）：

● 绝对布局：在绝对布局中，每个组件可在页面下任意位置进行拖拽放置，组件的
宽高可自定义设置。该布局模式常用于IOC大屏页面开发场景。

● 流式布局：在流式布局下，拖拽到页面中的组件将根据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
序依次排列，组件的高度将根据组件内容大小进行自适应，宽度可按百分比进行
配置。该布局常用于常规Web应用开发，例如电商网站、管理网站等等。

多终端适配

高级页面支持在不同视图下进行页面的展示，当前支持两种视图：电脑端及移动端，
视图的分辨率均可自由配置。在不同视图下可自定义完全不一样的页面内容，并且用
户在访问页面时，平台将自动根据用户所使用的终端来自动返回展示对应视图的页面
内容。

具体说明请查阅如何适配多终端。

页面开发权限配置

添加高级页面开发权限的方法：在“管理 > 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中设置，勾选用户
对应的权限配置文件中“页面开发权限”相关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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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0 页面开发权限

2.5.2 高级页面布局
本章节介绍高级页面开发工作台各功能模块的主要功能及操作方法，以及绝对布局和
流式布局高级页面的组件布局方法。

高级页面开发工作台

图 2-401 高级页面开发工作台

高级页面开发工作台功能模块布局说明如下：

1. 高级页面工具栏：包含页面开发过程中的常用工具，详细说明如表2-88所示。

表 2-88 高级页面工具栏说明

操作按钮 功能详述

组件列
表

用于展开、收起高级组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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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按钮 功能详述

获取锁\释
放锁

AppCube提供了多人协同开发保护机制，即页面锁机制。在应用
开发过程中除了新建页面，其它页面相关操作都必须先锁定页
面，包括编辑页面、删除页面、下载页面、发布页面模板、复制
页面、保存发布页面，同时，在进行页面设置前，必须先锁定页
面设置。

多人协同操作页面锁定规则如下：

● 锁定高级页面的前提：该页面未被他人锁定，且页面设置未被
他人锁定。

● 锁定页面设置的前提：所有页面包括页面设置未被他人锁定。

● 每个用户只允许锁定一个页面或页面设置。

电脑端\移
动端

为了让同一页面能够完美呈现于电脑端和移动端，AppCube提供
高级页面的电脑端和移动端两种终端视图，用户可分别对高级页
面的电脑端和移动端进行定制开发，开发完成后发布生成的高级
页面为同一URL，当电脑端或移动端加载这一URL时，平台会自
动检测用户所用的设备类型并加载相应视图页面，多终端适配相
关详细信息请查阅如何适配多终端。

保存 保存当前开发页面的修改。

发布 单击“发布”按钮后会弹出“页面成功发布”提示信息，页面发
布后可以预览该页面运行态效果。

说明
【信息】页面修改、保存后，需再次执行发布操作才能在应用和预览页面
中体现修改内容。

预览 页面发布后可以预览该页面运行态效果。

撤销\复原 页面开发过程中若出现误操作，可执行撤销、复原操作。

高级页面缩
放比例

用于调节页面画布在开发工作台中的大小比例。

自动适应大
小

自动适应页面画布在开发工作台中的大小比例。

网格线 用于开启画布网格线功能，用于标定组件在画布中的位置。

页面视图设
置

单击后，弹出“当前页面视图设置”弹窗，用于设置高级页面的
分辨率、网格大小、背景颜色和背景图片。

 
2. 组件分类列表：

包含高级组件的功能分类，用于在开发高级页面时对组件进行筛选，方便组件查
找与管理。组件列表分类默认包含图表、媒体、地图、文本、装饰等，可选择相
应的分类来筛选高级组件。

3. 高级组件展示、选择区域：

选定组件分类后，属于该功能分类的组件将显示在该区域。在该区域中又包含了
多种筛选条件，包含搜索框、应用场景、预置和自定义，详细信息如下所述：

– 搜索框：可通过组件名称快速查询归属于当前选定组件分类中的高级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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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2 搜索框示例

– 应用场景筛选：可快速筛选不同应用场景的高级组件，当前应用场景包含：
通用、智慧园区、5G消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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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3 应用场景筛选示例

– 预置和自定义筛选：用于筛选当前选定组件分类中平台预置组件和用户自定
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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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4 预置和自定义筛选示例

说明

【信息】预置组件即AppCube平台提供的全局高级组件，详细信息请查阅全局高级组
件；自定义组件为用户自主开发的高级组件，详细信息请查阅开发高级组件。

4. 画布：此处以绝对布局方式的高级页面向您说明操作方法，流式布局相关操作方
法请查阅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布局。

– 定位到所需组件后，您便可以将其拖动到画布中，用于构建您所需的高级页
面，操作方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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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5 拖拽组件示例

– 在画布中，您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调整组件的位置、大小。其次，平台提供
了组件对齐提示线帮助您布局组件，操作方法如下图所示：

图 2-406 画布中调整组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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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上图中所示，在执行操作前请确保您已获取当前页面的页面锁，未获取页面锁的状
态下执行的所有操作都不能保存。如下图所示，已获取页面锁的页面会有绿色的锁标
识。

图 2-407 页面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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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当“页面设置”页面处于锁定状态下时，当前应用中其他页面均无法获取页
面锁，如若需进行页面开发，需先释放“页面设置”页面锁。

图 2-408 释放锁

– 组件的右键设置：在画布中选中组件，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删除、复制、粘
贴（若已复制组件）、格式刷、置于顶层、置于底层、高级设置选项。

表 2-89 右键设置功能说明

功能选项 功能描述

删除 用于删除当前选中的高级组件，也可通过键盘中BackSpace键
（退格键）和Delete键（删除键）实现。

复制 用于复制当前选中的高级组件，也可通过快捷键Ctrl+C实现。

粘贴 用于粘贴已复制的高级组件，也可通过快捷键Ctrl+V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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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选项 功能描述

格式刷 用于复制当前选中组件的属性以应用于其他组件，可选的属
性包含：样式（边框、背景）；位置（距左、距上、高度、
宽度）；其他属性。选定所需格式刷内容后，光标会变成刷
子样式，单击所需格式刷组件即可。

图 2-409 格式刷操作示例

置于底
层、置于
顶层

用于设置当前选中高级组件的堆叠顺序，即CSS中的z-index
属性。

仅绝对布局类型的高级页面中存在该设置选项。

高级设置 用于设置当前组件的样式属性，全局高级组件详细设置信息
请查阅全局高级组件。

 
5. 组件属性设置：未选中画布中任何组件时，此模块显示内容为“当前视图组件列

表”即当前页面中所布局的组件列表，您可以通过选择画布中或列表中的组件切
换到该组件的“组件属性设置”栏，进行当前选中组件的属性设置，数据设置，
事件绑定，路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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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0 组件属性设置操作示例

– 属性设置：用于设置组件的基本属性，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90 组件属性设置说明

类别 设置项 详细说明

基础 组件标题 设置该组件在“当前视图组件列表”中
的组件标题。

组件名称 设置该组件在运行态时DOM结构中
widgetname属性。

位置（仅在绝对
布局类型的高级
页面中存在此设
置）

距离左端 设置组件在画布中距离画布左边的距
离，单位为px。

距离顶端 设置组件在画布中距离画布顶端的距
离，单位为px。

宽度 设置组件宽度，单位为px。

高度 设置组件高度，单位为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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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设置项 详细说明

堆叠顺序 设置组件堆叠顺序，即CSS中的z-index
属性，单位为px。当存在多个组件堆叠
的情况时可通过该设置项设置堆叠顺
序，设置值较大的显示在上方。

边框 全边框 设置组件全边框，包含边框样式、宽
度、颜色、弧度。

角边框 设置组件角边框，包含边框宽度、长
度、颜色、弧度、边距。

背景 样式 设置组件背景图片的展示模式，包含：
普通、居中、拉伸和平铺。

图片链接 设置背景图片。

颜色 设置组件背景颜色。

 

说明

您也可以在自定义组件中添加自定义属性，用于设置组件属性等，详细信息请查阅开
发高级组件。

– 数据设置：可设置组件绑定的桥接器，以实现通过桥接器调用后台接口，获
取后台数据。详细信息请查阅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 事件绑定：可设置在运行态对该组件相关操作的事件触发的具体动作。详细
信息请查阅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 路由设置：当前该功能主要用于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中的“路由导航”组
件。

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布局

在绝对布局中，每个组件可在页面下任意位置进行拖拽放置，组件的宽高可自定义设
置。该布局模式常用于IOC大屏页面开发场景。

● 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创建：新建高级页面时，在“添加高级页面”弹窗中的布
局类型选择“绝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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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1 新建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示例

● 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组件布局示例：本节以开发如下所示高级页面为例，向您
介绍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中组件布局方法。

图 2-412 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组件布局示例

如上图所示，示例页面中包含的组件有：文本编辑、地图、多折线图、多区域折
线图和渐变色饼图。

a. 设置页面背景色：在高级页面右上方单击工具栏中的 页面视图设置按钮，
在“当前页面视图设置”弹窗中设置背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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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3 设置页面背景色示例

b. 设置页面内容区域宽度：在高级页面右上方单击工具栏中的 页面视图设置
按钮，在“当前页面视图设置”弹窗中勾选主区域宽度设置，开启并设置主
区域后支持导航栏高度设置。

图 2-414 设置页面内容区域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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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开启主区域后，页面的宽度将会自适应，可能会导致布局错乱。

c. 查找并拖入该页面中包含的组件，并通过拖拽进行初步位置、大小调整，如
下图所示：

图 2-415 拖入组件并初步调整

d. 设置文本编辑组件内容。

图 2-416 设置文本编辑组件内容

e. 通过组件属性设置精确设置组件大小：本例中设置地图组件宽度为1000px、
高度为800px，其他图表类组件宽度为400px、高度为3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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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7 精确设置组件大小

f. 复制组件：将上图左侧组件逐个复制，并将其拖拽到右侧，通过对齐提示线
将其与左侧组件对齐。

图 2-418 复制组件

g. 保存、发布、预览高级页面：组件布局完成后您可以通过预览功能查看当前
在运行态的效果。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67



图 2-419 预览高级页面

至此，您已对绝对布局类型的高级页面布局及搭建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成
功搭建示例页面，接下来为您介绍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的布局。

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布局

在流式布局下，拖拽到页面中的组件将根据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排列，组
件的高度将根据组件内容大小进行自适应，宽度可按百分比进行配置。该布局常用于
常规Web应用开发，例如电商网站、管理网站等等。

● 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创建：新建高级页面时，在“添加高级页面”弹窗中的布
局类型选择“流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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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0 新建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示例

● 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与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不同之处：

a. 在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中不可拖拽组件位置和大小，同样在“组件属性设
置”栏中也没有位置相关的设置选项。因为流式布局下组件将按照从上到
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排列。

b. 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的画布划分为12列，新拖入的组件默认宽度为100%，
即占据12列。您可以通过拖拽组件 右侧边框调节其所占列数，操作如下图
所示：

图 2-421 流式布局中调整组件宽度示例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69



说明

当原来上下排布的多个组件所占列数之和小于12时，会自动调整到同一行。如下图所
示，三个组件的所占列数分别调整为4，则本例中三个组件将会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
依次排布。

c. 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调整组件上下、左右的排布次序。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图 2-422 调整组件上下、左右的排布次序示例

d. 流式布局类型高级页面在高级页面工具栏中新增悬浮模式 ，开启此模式后
拖入的组件不再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排列，可以设置其相对
位置。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图 2-423 悬浮模式示例

上图中标注说明如下：

▪ 标注1：在高级页面工具栏中开启悬浮模式

▪ 标注2：拖入新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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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注3：悬浮模式下组件相对位置设置选项

表 2-91 悬浮模式下组件相对位置设置项说明

设置项 功能描述

相对定位 Screen：指该组件基于当前视图设置相对位置。

Layout：指该组件基于当前布局设置相对位置。

Widget：指该组件基于其他组件设置相对位置。

组件 用于设置该组件相对于其他组件相对定位的组件名称。

（仅相对定位选择Widget时，才会展示该设置项）

组件位置 用于设置相对定位的具体方位，共9个设置项。

显示顺序 当组件出现堆叠时，可以设置组件的显示顺序，设置值越
大，显示越靠前。

大高度 设置该组件的 大高度，单位为px或%。

宽度 设置该组件的宽度，单位为px或%。

 

2.5.3 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背景信息

AppCube平台为组件设计了事件-动作机制实现组件与组件、组件与页面之间的交互。

所谓事件是应用在运行时页面内发生的动作或者用户执行的操作（例如单击组件、组
件加载等）；所谓动作是响应事件后，按照您设定的方式对事件做出回应（如页面跳
转）。例如：如果用户在网页上单击一个按钮，您可能想通过显示一个信息框来响应
这个动作。

初识事件-动作

本小节将向您介绍AppCube平台预置的常用事件及动作，以及在高级页面中如何为组
件配置事件。

步骤1 查看组件可配置事件列表：

以雷达图组件为例，在画布中拖入并选中雷达图组件，在右侧“组件属性设置”栏中
选择事件栏，会展现出当前组件可配置的事件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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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4 事件配置示例

如上图所示，AppCube平台已为所有组件都注册了多种事件，详细说明见下表：

表 2-92 预置事件列表

事件名
称

详细说明

点击 通过鼠标左键单击该组件时触发。

双击 通过鼠标左键双击该组件时触发。

右击 通过鼠标右键单击该组件时触发。

右双击 通过鼠标右键双击该组件时触发。

鼠标滑
过

鼠标光标滑过该组件时触发。

组件加
载

组件加载完成后触发。

单击组
件标题

单击组件标题时触发。

当点击
图例时

单击图例时触发。

当点击
数据时

单击数据时触发。

 

注：图2-424所示的“跳转页面”事件并非AppCube平台预置的事件，而是在“雷达
图”组件中注册的事件，当单击该组件标题时触发。即事件列表中也会展现该组件注
册的事件，用于配置。组件中如何注册事件请查阅组件中自定义事件、动作。

说明

【信息】事件在开发态（高级页面编辑页面）不能触发，只有在页面的运行态（应用运行状态或
预览页面）才能触发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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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配置事件触发时的响应动作：

单击事件名称后的设置按钮 ，可在弹出的“事件编辑”弹窗中配置该事件触发时的
响应动作。本步骤以配置单击雷达图组件事件触发后，跳转到绝对布局类型高级页面
布局中开发的示例页面为例，配置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 2-425 配置事件示例：

● “事件编辑”弹窗说明：

如下图所示，其中标签1“新建动作”按钮可为当前事件添加响应动作，标签2为
当前事件已配置的动作列表，可在列表中操作列对其再次编辑或删除。

图 2-426 事件编辑弹窗

● 预置动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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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7 动作列表示例

如上图所示，当单击“新建动作”按钮后，可展现当前事件可配置的动作列表，
说明如下：

表 2-93 预置动作列表

动作类别 动作名称 详细说明

默认 页面跳转 跳转至其他页面，配置参数说明：

– 页面类型：设置待跳转的页面是当前应用中的页面或
是外部页面。

– 内部页面、外部页面：选择内容页面或输入外部页面
的地址。

– 动作参数：通过页面宏传递参数，可暂且不关注。

– 页面打开方式：设置跳转页面的打开方式，可选项包
含当前浏览器窗口打开或新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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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类别 动作名称 详细说明

自定义 自定义动
作

自定义动作可通过代码实现响应动作的逻辑。

图 2-428 自定义动作示例：

BPM动
作

提交实例 详细说明请参考在高级页面中与BPM交互。

提交任务

转派任务

更改变量

 

注：图2-427中所示的“满月饼图”动作并非AppCube平台预置的动作，而是在
“满月饼图”组件中注册的动作，即动作列表中也会展现在画布中所有组件注册
的动作，用于配置。组件中如何注册动作请查阅组件中自定义事件、动作。

步骤3 预览效果：

按步骤步骤2中配置示例配置完成后，可在预览页面中查看已配置的事件和动作能否正
常触发。保存当前页面，并依次发布、预览，并在预览页面中出单击雷达图组件，操
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2-429 预览事件、动作示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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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中自定义事件、动作

如果初识事件-动作中介绍的AppCube预置的事件与动作不能满足您的开发需求，您还
可以在组件中对其进行自定义，以实现业务逻辑。

说明

【信息】本节只关注组件中如何自定义事件、动作，关于高级组件的开发请查阅开发高级组件，
建议您先对高级组件的开发有一定的了解后，再深入学习本节内容。

AppCube平台提供的组件模板中包含事件和动作的模板组件
（widgetEventTemplate、widgetActionTemplate），您可以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

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组件模板”，查找并下载组件模板。

图 2-430 事件、动作组件模板

说明

【信息】组件模板中包含多种功能的示例组件，您可以参考组件模板开发自定义组件，组件模板
的下载及说明请查阅步骤1。

在组件模板代码中，包含AppCube平台定义的事件、动作的注册和触发API（应用程序
接口），详细说明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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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4 事件、动作 API 说明

类型 函数 功能及参数描述

事件 Studio.registerEv
ents(
thisObj,
"eventName",
"Event Label",
[]
);

AppCube平台定义的注册事件的API，只有通过此API
注册后的事件才会在组件的事件列表中展现。

参数说明：

● thisObj：当前组件实例对象，指为该组件注册事
件。

● "eventName"：事件名称，应该与触发事件API中的
第一个参数保持一致。

● "Event Label"：事件标签名，在事件列表中展示的
事件标题。

● []：定义该事件触发时传递的参数模型，例如
[{"name": "param"}] 。

thisObj.triggerEv
ent(
"eventName",
{}
);

AppCube平台定义的触发事件的API。
参数说明：

● "eventName"：指定触发的事件名称。

● {}：为事件触发时传递的参数赋值，例如{param:
value}。

动作 Studio.registerAc
tion(
thisObj,
"actionName",
"Action Label",
[],
$.proxy(this.recei
veActionCbk,
this),
[]
);

AppCube平台定义的注册动作的API，只有通过此API
注册后的动作才会在组件的动作列表中展现。

参数说明：

● thisObj：当前组件实例对象，指为该组件注册动
作。

● "actionName"：动作名称。

● "Action Label"：动作标签名，在动作列表中展示的
动作标题。

● []：事件触发时传入的参数。

● $.proxy(this.receiveActionCbk, this)：该动作的回
调函数，在回调函数中定义该动作的执行逻辑。

● []：此参数在开发过程中置为空数组即可。

 

本节以模板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widgetActionTemplate为例，向您介绍上述
关于事件和动作API的使用方法。

在事件和动作的模板组件中，主要实现如下图所示，单击widgetEventTemplate中的
“trigger Event”按钮，可将此组件中输入框中的文本传递给widgetActionTemplate
组件，在widgetActionTemplate组件中执行动作，将文本显示到该组件的输入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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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1 事件、动作组件示例

其主要实现如下：

● widgetEventTemplate组件

在“widgetEventTemplate.js”文件中注册名称为“sendEvent”的事件，并在单
击“trigger Event”按钮的时触发“sendEvent”事件，代码如下所示。

注册“sendEvent”事件：
var sendEventConfig = [{
    "name": "param1",
    "displayName": "Param1"
}];
Studio.registerEvents(
    thisObj,
    "sendEvent",
    "Send Event",
    sendEventConfig
);

在“trigger Event”按钮的单击事件中触发“sendEvent”事件：
$("#triggerEvent", elem).bind('click', function () {
     if ($("#eventParam", elem).val()) {
         thisObj.triggerEvent("sendEvent", {
             param1: $("#eventParam", elem).val()
         });
     }
})

● widgetActionTemplate组件

在widgetActionTemplate组件“widgetActionTemplate.js”文件中注册
“receiveAction”动作，并定义“receiveActionCbk”作为该动作的回调函数，
设置输入框的值。

注册“receiveAction”动作：
Studio.registerAction(
    thisObj, 
    "receiveAction", 
    "Receive Action", 
    [], 
    $.proxy(this.receiveActionCbk, th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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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receiveActionCbk”回调函数：
receiveActionCbk: function(data){
    var thisObj = this;
    var elem = thisObj.getContainer();
    $("#receivedParam",elem).val(data.eventParam.param1)
}

将模板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widgetActionTemplate上传至组件库，并在高级
页面中测试。

步骤1 上传组件模板widgetEventTemplate、widgetActionTemplate，操作方法请参考上传
自定义组件。

步骤2 上传组件后，打开某个高级页面，然后在组件列表中查找，并将其分别拖入画布中，
如下图所示。

图 2-432 使用事件、动作组件模板

步骤3 配置事件、动作，选中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在“事件”页签下单击
“sendEvent”后的齿轮图标，选择“新建动作 > widgetActionTemplate (widget2) >
Receive Action”。保存、发布后预览效果，操作方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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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3 配置并预览示例

说明

【信息】通过上述方法可实现同页面内组件的交互，关于页面间的组件交互请继续查阅页面间组
件交互。

----结束

页面间组件交互

页面间的组件交互除了需要事件-动作机制，还需要用到AppCube中的页面宏。本节通
过示例为您介绍页面间组件交互的方法，如图2-434所示，高级页面Page1中包含示例
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高级页面Page2中包含示例组件
widgetPageMacroTemplate，单击Page1页面中的OK按钮，输入框中的数据会通过页
面宏传递给Page2。

图 2-434 页面间组件交互场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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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信息】您可以在组件模板中获取上述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在组件中自定义事件、动作
小节中已对该组件模板进行试用和说明）和widgetPageMacroTemplate，如下图所示，组件模
板的下载及说明请查阅步骤1。

图 2-435 组件模板

页面间的组件交互原理如下图所示，在配置事件时，选择“默认”类别中的页面跳
转，并通过新增动作参数将事件的参数传给页面宏，在跳转的目标页面中读取页面宏
数据。

图 2-436 Page 传值原理

主要实现原理如下：

● widgetPageMacroTemplate
在widgetPageMacroTemplate.editor.js文件中定义页面宏数据。
propertiesConfig: [
    {
        config: [
        {
            "type": "text",
            "name": "pageMacro",
            "label": "Page Macro",
            "value": "${pm.pageMacro}",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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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ules":
                {}
            }
        }]
}];

上述配置说明如下所示

表 2-95 页面宏数据配置项说明

配置项 参数说明

properti
esConfi
g

用于该组件的自定义属性配置。

type 该配置项的数据类型，本例中text指文本。

name 该配置项的变量名称，本例中设置为“pageMacro”，此后可通过
获取组件自定义配置属性的API获取该值。

label 该配置项的展示标签。

value 该配置项的默认值，本例中为${pm.pageMacro}，其中pageMacro
为页面宏变量名，${pm.}为AppCube平台定义的固定语法。

validati
on

无需关注此配置项。

 

在widgetPageMacroTemplate.js文件中读取页面宏数据，并将其显示到页面中：
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获取该组件自定义配置属性的API。
...
var pageMacro = widgetProperties.pageMacro || "";
$("#macro",elem).html(pageMacro);

说明

【信息】上述示例代码中widgetProperties.pageMacro的PageMacro即表2-95中name配
置项设置的变量名称。

● widgetEventTemplate：请查阅组件中自定义事件、动作中介绍。

页面间组件交互操作示例

步骤1 将模板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若widgetEventTemplate已上传，请不要重复上
传）、widgetPageMacroTemplate上传至组件库，操作方法请参考上传自定义组件。

步骤2 新建两个高级页面，分别命名为Page1和Page2。

步骤3 配置页面Page1。

1. 获取Page1页面锁，在页面左上方单击 ，在“自定义”选中
widgetEventTemplate组件，并将其拖入画布。

2. 选中画布中的组件“widgetEventTemplate”，在右侧组件属性设置面板的“事
件”页签下单击“sendEvent”后的齿轮图标，打开sendEvent的事件编辑弹窗。

3. 选择“新建动作 > 默认 > 页面跳转”，配置“事件编辑”页面上参数，设置跳转
页面，新增参数“pageMacro”为“${e.param1}”，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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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编辑”中页面跳转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 页面类型：分内部页面和外部页面，此场景中“Page2”为内部页面，请勾
选“内部页面”。

– 内部页面：配置动作跳转至页面“Page2”。

– 动作参数：单击“新建”，配置“pageMacro = ${e.param1}”，表示通过
“${e.param1}”将“sendEvent”事件参数取值赋给Page2的页面宏
“pageMacro”，实现数值的传递。

– 页面打开方式：打开跳转页面的方式，分“当前窗口”或者“新窗口”。

4. 在“事件编辑”中单击“确定”，并依次保存、发布高级页面Page1。

操作流程示例如下图所示：

图 2-437 Page1 事件配置流程示例

步骤4 配置页面Page2。

1. 获取Page2页面锁，在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自定义”组件中选中
“widgetPageMacroTemplate”组件，并将其拖入画布。

2. 新建页面宏：

单击左侧目录树中Page2页面后的“...”图标，选择“设置”，并在“页面设置”
弹窗中选择“页面宏”页签，单击“新建”。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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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8 设置页面宏

3. 配置页面宏：

在“新建页面宏”弹窗中配置页面宏参数，完成后单击“确认”。

参数说明如下：

– ID：页面宏的唯一标识，应与“widgetPageMacroTemplate.editor.js”中定
义的页面宏变量名保持一致（本例中即 ${pm.pageMacro} 中的
pageMacro）。

– 名称：页面宏名称，可随意配置。

– 默认值：宏的默认取值。

图 2-439 新建页面宏

4. “新建页面宏”配置完成确认后，“页面设置”弹窗如下图所示，可显示已配置
的页面宏，确认无误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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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0 页面设置

说明

您可以在此页面中修改或删除已配置的页面宏。

AppCube支持在组件的“事件”页签自定义动作时，获取页面宏。例如：选中组件，在右
侧“事件”页签下，单击“点击”事件后的设置图标，单击“新建动作”，选择“自定义
> 自定义动作”，如图2-441所示，在“事件编辑”中通过代码“console.log(`$
{pm.pageMacro}`)”获取页面宏，其中“pageMacro”请根据实际的页面宏“ID”进行替
换，注意代码中必须要加“`”。

图 2-441 在“事件编辑”自定义代码中获取页面宏

5. 此时画布中的widgetPageMacroTemplate组件已显示页面宏的默认值，依次保
存、发布page2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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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Page1页面上方预览图标，预览效果。

图 2-442 预览页面

----结束

2.5.4 如何调用后台接口
在应用开发过程中，经常需要在高级页面组件中调用后台接口来完成整个业务场景
（例如获取购物车中用户的ID，订单编号，商品信息等）。为方便用户调用可配置的
API，平台提供了桥接器功能。桥接器封装了平台的一些逻辑，如csrftoken验证、数据
共享、数据周期调用功能等。

AppCube平台预置了18个桥接器，其中有4个为通用桥接器：API数据桥接器，FLOW
数据桥接器，SCRIPT数据桥接器，OBJECT数据桥接器，您在开发自定义组件的时候，
可以根据API的类型引入使用；14个用于平台预置的组件的桥接器，如地图、散点图
等。如果预置的桥接器不能满足开发需求，您还可以自定义开发桥接器进行上传使
用。

您可以在“资产 > 高级页面 > 桥接器 ”页面中查看系统预置的桥接器或是您的自定义
桥接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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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3 桥接器列表

前提条件
● 已初步了解服务编排或脚本开发。

● 已初步了解API接口。

初识桥接器（组件预置桥接器）

AppCube预置了一些桥接器，在相应预置组件包中也有配置，例如在预置的柱状图
“基本折线图”组件包中已配置好预置的“柱状图和折线图数据桥接器”桥接器。

在开发工作台高级页面中开发过程中，选中折线图组件后可在右侧的“组件属性设
置”面板的“数据”页签中选用预置的桥接器进行配置，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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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4 组件预置桥接器配置示例

“组件属性设置”面板的“数据”页签中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表 2-96 桥接器配置参数说明

配置项 详细说明

桥接器实例 调用的桥接器名称，可从下拉框中选择该组件已配置的桥接
器。如何在组件中配置桥接器请查阅如何在组件中使用通用桥
接器。

数
据
类
型

静
态
数
据

静态数
据（重
置）

表示获取桥接器中定义的静态数据作为该组件的数据来源，您
也可以静态数据编辑器中修改或重置静态数据；当静态数据编
辑器失去鼠标焦点后，组件会依据该静态数据重新渲染，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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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详细说明

动
态
数
据

URL 表示桥接器通过动态调用后台的服务编排或脚本获取数据作为
该组件的数据来源，需配置服务编排或脚本的自定义接口
URL。

须知
接口输出数据的结构要和静态数据编辑器中显示的数据保持一致。

共享数
据

若该高级页面中多个组件通过桥接器调用一个公共的请求来访
问同一个接口的数据（请求参数也一致），通过勾选该项可避
免重复调用接口。

调用周期 可配置周期调用后台接口或者获取静态数据的时间间隔（单位
为秒），默认配置为“0”，表示只调用一次后台接口或者只
获取一次静态数据。

 

数据类型配置该桥接器获取数据的来源类型：

● 静态数据：表示获取桥接器中定义的静态数据作为该组件的数据来源，您也可以
在静态数据编辑器中修改或重置静态数据。

● 动态数据：表示桥接器通过动态调用后台的服务编排或脚本获取数据作为该组件
的数据来源。

说明

当系统预置的事件和动作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时，用户可自定义桥接器，在页面中进行使用，将在
如何自定义桥接器中进行介绍。

若您数据类型为动态数据，需了解服务编排或脚本开发和API接口相关内容，开发后台逻辑并将
获取的URL配置到数据面板的URL输入框，并且后台逻辑返回数据的结构需跟静态数据编辑器中
显示的数据结构相同。

如何在组件中使用通用桥接器

通过在组件中使用通用桥接器，可调用后台数据即可。

背景信息

在开发组件的过程中，需要调用平台功能开发的后端接口时，可以使用AppCube平台
预置的通用桥接器：API数据桥接器，FLOW数据桥接器，SCRIPT数据桥接器，
OBJECT数据桥接器。

场景描述

本节以在组件中调用AppCube平台的脚本为例，在组件中实现加减法计算器，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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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5 桥接器示例组件

说明

【信息】本节主要描述如何在组件中使用通用桥接器，相关组件开发规范及方法请查阅开发高级
组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开发脚本。

若想要在组件中调用后台服务，需首先在AppCube应用中开发后台服务（脚本或服务
编排）。

1. 在应用的Logic目录下新建脚本，示例中名称为“CalScript”，模板采用“示例服
务脚本”，并启用该脚本，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图 2-446 新建脚本示例

2. 您可以对该脚本进行调试，单击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可打开调试台，输入参数
单击运行脚本按钮即可，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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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7 调试脚本示例

脚本入参示例：
{
    "op": "+",
    "value1": 1,
    "value2": 1
}

脚本出参示例：
{
    "result": 2
}

说明

脚本开发详细信息请查阅脚本开发。

3.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脚本。

步骤2 新建服务：在步骤1中，已通过脚本模板新建并启用脚本，通过桥接器调用该脚本前，
需新建服务。

单击应用开发工作台左下角“服务”，进入服务页面，单击公共接口下的“新建”按
钮，可跳转到“新建公共接口”页面，可配置该服务的参数，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其中，“操作名称”为“calculate”，版本为“1.0.0”，URL补充为“/calculate”，
“类型”选中“脚本”，“资源”选中步骤1中创建的脚本（需要在已启用状态），
“方法”为“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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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8 新建服务示例

新建的服务保存成功后，可在服务页面中查看已有服务列表，在该列表中可获取配置
的URL用于配置桥接器，如下图所示：

图 2-449 服务列表示例

说明

【信息】本例中新建的服务URL为：/service/CNAME1__customName23/1.0.0/calculate，在组
件属性设置时，只需设置/CNAME1__customName23/1.0.0/calculate即可。

步骤3 自定义组件中开发桥接器逻辑。并参考步骤6将组件上传到组件库中。

需要在自定义组件中配置所需桥接器实例，并通过AppCube提供的API发起请求和处理
返回结果信息。本小节的示例组件可通过单击下载链接获取“BridgeTestWidget”
包，该组件详细说明如下：

1. 在BridgeTestWidget.editor.js文件中配置桥接器实例，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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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
    "type": "connectorV2",
    "name": "APIConnector",
    "model": "ViewModel",
    "label": "AppCube通用桥接器示例",
    "value": ""
}]

表 2-97 桥接器配置项说明

配置项 详细说明

type 该配置项的类型，桥接器的配置项类型为固定值“connectorV2”。

name 表示桥接器的变量名称，可通过该值获取桥接器实例。例如：
getConnectorInstanceByName('APIConnector')，其中
getConnectorInstanceByName为AppCube提供的API。

model 表示桥接器实例的模型，通用桥接器实例模型均为
“ViewModel”，只有属于该模型的桥接器实例可在数据配置栏中
配置，如下图所示：

label 该配置项的标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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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详细说明

value 该配置项的默认值。

 
2. BridgeTestWidget.js文件中定义桥接器处理逻辑：

组件中常用的桥接器相关的API列表：

表 2-98 桥接器 API 列表

API名称 详细说明

getConnectorInstanceBy
Name('APIConnector')

通过桥接器的变量名称获取桥接器实例，其中
“APIConnector”类型为String，表示桥接器的
变量名称。

ConnectorIns.process(rend
erCbk, errCbk)

需通过桥接器实例调用process函数，主要作用为
发起调用服务的请求和处理返回结果信息。

– 在通过process函数发起请求前，需设置桥接
器实例的requestParams属性为请求的参
数，如下所示：
ConnectorIns.requestParams = param;

– 参数说明renderCbk，类型为Function，当返
回结果信息后调用该函数，处理返回信息。

– 参数说明errCbk，类型为Function，如果未
设置URL属性，调用该函数处理错误。

ConnectorIns.query(param
)

需通过桥接器实例调用process函数，主要作用为
发起调用服务的请求和处理返回结果信息，参数
说明如下所示：

– param：请求参数。

– 其返回结果为Promise对象。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a. 获取桥接器实例：
ConnectorIns: thisObj.getConnectorInstanceByName('APIConnector')// Line 70，

b. 构造请求参数和renderCbk函数：
calculate: function () {
    let _this = this;
    // 构造请求参数
    let connectorParam = {
        "op": _this.option,
        "value1": _this.number1,
        "value2": _this.number2
    };
    let connector = _this.ConnectorIns;
    // 本例中通过定义的callFlowConn函数统一处理桥接器相关操作
    thisObj.callFlowConn(connector, connectorParam, _this.setResult);
},
// 构造renderCbk函数，该例中为设置返回值
setResult: function (resData) {
    let _this = this;
    if (resData.data && resData.data.result != undefined) {
        _this.result = resData.data.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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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 发起请求：
callFlowConn: function (connector, param, callbackFunc) {

    var thisView = this;
    if (connector) {
    // 通过桥接器实例的process方法处理请求示例：
        // connector.requestParams = param;
        // connector.process(function (response) {
        //     if (response) {
        //         callbackFunc.call(thisView, response);
        //     }
        // });
    // 通过桥接器实例的query方法处理请求示例：
        connector.query(param).then(res => callbackFunc(res));
    } else {
        console.log("没有设置Connector或数据类型");
    }
}

步骤4 配置桥接器属性。在页面中拖入本例中的示例组件BridgeTestWidget，并配置该组件
的桥接器属性，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图 2-450 配置桥接器属性示例

配置参数说明：

● 桥接器实例：就是选择的桥接器类型，这里选择“通用AppCube API数据桥接
器”。

● 数据类型：有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两种，静态数据为自定义的桩数据，可进行测
试使用；动态数据测试配置后台接口获取的后台数据。这里选中“动态数据”。

● 请求方法：数据为动态数据类型时需配置，这里选择的方法对应的是组件开发调
用接口所用的方法，如果需要使用多个方法调用接口的时候，需要在界面配置多
个方法。这里选中“post”。

● 前 ：配置请求URL的部分内容，本例中为“/CNAME1__customName23/1.0.0/
calculate”，AppCube平台会自动为您拼接完整的URL。

● 共享数据：是否共享数据。若“数据类型”为“动态数据”，该参数才会显示，
勾选表示某项目里多个组件调用一个公共的请求而访问同一个接口的数据，避免
多次调接口。

● 调用周期：每隔多少秒调用一次后台接口或者获取静态数据，默认配置为“0”，
表示只调用一次或者只获取一次静态数据。

步骤5 预览效果。

组件的桥接器属性配置完成后，保存页面并依次发布、预览，可在预览页面中测试，
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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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1 预览示例

说明

如上图所示，调用服务返回的结果结构如下，其中resCode和resMsg为固定结构，result属性对
应的值为脚本或服务编排返回的结果。

{
    "resCode":"0",
    "resMsg":"成功",
    "result":{"result":112}
}

----结束

如何自定义桥接器

对于用户自定义的组件，若通用桥接器不能满足您的场景需求，AppCube平台支持用
户自定义桥接器，并上传到平台中，提供给高级页面使用。在桥接器中，AppCube平
台对外开放的自定义部分主要执行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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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2 桥接器执行流程图

如上图所示，桥接器中主要的自定义函数为constructUrl和transform，您可以按需求
封装上述函数，以此实现不同功能的桥接器。自定义桥接器中常用的API说明请参考高

级页面桥接器中预置的API，在应用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桥
接器模板”，下载模板解压后可查看API调用示例。

自定义桥接器包并进行上传，步骤如下。

步骤1 在本地开发桥接器相关文件，并打成Zip包。

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桥接器模板”。

2. 单击模板，在模板详情页单击“下载”。

3. 在“下载桥接器模板”弹出框中设置桥接器名称和桥接器模型名称，单击“保
存”。例如设置“桥接器名称”为“bridgeTest”，“桥接器模型名称”为
“bridgeModel”。

若选择“下载原始模板”，下载到本地的包中桥接器名称和桥接器模型名称不会
被修改。

4. 将下载到本地的包进行解压，然后使用您熟悉的开发工具进行开发。

此处以原始模板这个包为例，说明Zip包中的文件以及文件的功能。

表 2-99 桥接器目录结构说明

文件名 详细说明

mock
\data.json

定义该桥接器静态数据，当在“组件属性设置”面板中数据栏配
置该桥接器并选择静态数据类型时，AppCube将读取该文件内
容，作为静态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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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 详细说明

bridgeTest.j
s

实现该桥接器的业务逻辑，其中主要函数及API描述如下：

– var bridgeTest = ConnectorWrapper.extend();：表示该自定
义桥接器继承于AppCube平台定义的ConnectorWrapper类，
此为开发规范。

– init函数实现。

– transform函数实现。

– constructUrl函数实现。

– Studio.registerConnector("bridgeTest", "bridgeTest", "",
bridgeTest, bridgeModel);：注册该桥接器，参数分别为桥接
器的命名空间、桥接器名称、桥接说明、桥接器实例和桥接器
模型。

bridgeMod
el.js

定义桥接器对象模型。

packageinf
o.json

该桥接器的元数据描述文件，用于描述该桥接器，其参数说明如
下所示：

– connectorApi.name：桥接器名称。

– connectorApi.namespace：桥接器的命名空间。

– connectorApi.model：桥接器模型。

– connectorDescription：定义该桥接器的说明。

– authorName：定义该桥接器的开发人员。

 

“bridgeTest.js”代码如下，加粗为预置的桥接器API，API说明见高级页面桥接器
中预置的API：
var bridgeTest = ConnectorWrapper.extend({
    init: function () {
        this.setInputParams([{
            label: "URL",
            type: "text",
            name: "url",
            value: "/service/v1.0/getBasicInfo",
            validation: {
                rules: {
                    required: true,
                },
                messages: {
                    required: "Please enter the URL."
                }
            }
        }]);
    },
    transform: function (resultData, cbk) {
        if (resultData.resCode == "0") {
            var modelObj = new bridgeModel();
            modelObj.setName(resultData.result[0].name);
            cbk(modelObj);
        }
    },
    constructUrl: function (inputParamsObj) {
        var options = {
            data: JSON.stringify(inputParamsObj.input),
            contentType: "text/html;charset=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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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Send: function (xhr) {
                xhr.setRequestHeader("bass-method", "post");
                xhr.setRequest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this.setLoadMethod("post", "json", "", "", options);
        this.setUrl(inputParamsObj.url);
    }
});

Studio.registerConnector("bridgeTest", "bridgeTest", "", bridgeTest, bridgeModel);

5. 根据需求修改js文件内容。

步骤2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桥接器”。

步骤3 单击“提交新桥接器”，新建桥接器。

AppCube支持批量上传桥接器，单击“批量操作桥接器”可进行批量操作。

步骤4 输入桥接器基本信息，单击“上传”选择zip包，单击“提交”上传桥接器。

上传完成后，在“租户”下可以看到该桥接器。

图 2-453 图 5 上传完成

说明

“全局”中为平台默认提供的桥接器，不可编辑和禁用默认桥接器。

步骤5 （可选）您可单击某一自定义桥接器，进入该桥接器详情页面，可进行编辑基本信
息、编辑桥接器配置信息、下载或者禁用操作。

若禁用桥接器后，可在“高级页面> 禁用资产”中看到已禁用的桥接器。禁用后您可
在桥接器详细页面单击“删除”，弹出确认框，您可填入该桥接器名称后单击“确
定”，删除该桥接器。

在“概况”页签下看查看该桥接器的描述信息；在“更改历史”可查看该桥接器的历
史版本（按照版本依次排序显示， 近版本号在 上面），可下载、在线预览代码和
发布上传不同版本的桥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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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4 图 6 该桥接器详情页面

步骤6 在组件中配置该桥接器，详细信息请参考步骤4。

----结束

2.5.5 如何自定义组件属性

通过本节您可自定义Widget的一些属性，在用到该Widget的页面中根据具体的场景配
置这些属性值。

场景描述

介绍如何给Widget自定义属性以及如何在页面的Widget中使用该属性值。单击链接获
取Widget样例包“widget_demo_property.zip”。

场景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2-455 自定义 Widge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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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步骤1，模板选择“widgetPropertyTemplate”新建Widget。示例开发包为
“widget_demo_property.zip”。

1. 在“widget_demo_property.editor.js”的“propertiesConfig”中定义Widget属
性，包含属性的类型、名称和在界面展示的标签名。

如下加粗代码所示，“widget_demo_property.editor.js”中分别定义了text、
checkbox以及select类型的三个属性参数。其中“type”表示该属性的类型；
“name”表示该属性的名称；“label”表示该属性在界面展示的标签名；
“value”为该属性的默认取值。如果属性是select类型，则需要定义选项
“options”。
widget_demo_property = widget_demo_property.extend({
    /
    Config to define Widget Properties
     */
    propertiesConfig:[{
        config: [{
                "type": "text",
                "name": "textProperty",
                "label": "Text Property",
                "value": "text"
            },
            {
                "type": "checkbox",
                "name": "checkboxProperty",
                "label": "Checkbox Property",
                "value": "true"
            },
            {
                "type": "select",
                "name": "selectProperty",
                "label": "Select Property",
                "options": [{
                        "label": "option1",
                        "value": "option1",
                        "selected": "true"
                    },
                    {
                        "label": "option2",
                        "value": "option2"
                    }
                ]
            }
        ]
    }],

    /
    Triggered when the user Creates a new widget and used to initialize the widget properties
     */
    create : function(cbk)
    {
        if(cbk)
        {
            this._super();
            cbk();
        }
    }
});

var params = {};
Studio.registerWidget("widget_demo_property", "widget_demo_property", params);

2. 在“widget_demo_property.js”中通过定义widgetProperties变量“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调用“thisObj.getProperties”
方法可获取到这些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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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widget_demo_property = StudioWidgetWrapper.extend({
    /
    Triggered when initializing a widget and will have the code that invokes rendering of the widget
     */
    init : function()
    {
        var thisObj = this;
        thisObj._super.apply(thisObj, arguments);
        thisObj.render();
        if((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
            Register custom event or action here, and trigger the event afterwards.
             Studio.registerEvents(thisObj, "", "", EventConfig), 
             Studio.registerAction(thisObj, "", "", ActionConfig, $.proxy(this.Cbk, this), );
             thisObj.triggerEvent("", )
             */
        }
    },

    /
    Triggered from init method and is used to render the widget
     */
    render : function()
    {
        var thisObj = this;
        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
        var elem = thisObj.getContainer();
        var items = thisObj.getItems();
        var connectorProperties = thisObj.getConnectorProperties();

        /
        API to get base path of your uploaded widget API file
         */
        var widgetBasePath = thisObj.getWidgetBasePath();
        if(elem)
        {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_demo_property", elem)[0],
                data: {
                    form: {
                        textProperty: widgetProperties.textProperty,
                        checkboxProperty: widgetProperties.checkboxProperty,
                        selectProperty: widgetProperties.selectProperty
                    }
                }
            })
        }

        /
        API to bind global events to the item DOM, it should not be deleted if there will some events to 
trigger in this widget.
         */
        thisObj.sksBindItemEvent();

        /
        API to refresh the previously bound events when a resize or orientation change occurs.
         */
        $(window).resize(function() {
            thisObj.sksRefreshEvents();
        });
    },
});

3. 在“widget_demo_property.ftl”中定义渲染页面，属性配置为只读模式。
<div id="widget_demo_property">
    <el-form :model="form">
      <el-form-item label="Text Property">
        <el-input v-model="form.textProperty" :readonly="true"></el-input>
      </el-form-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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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form-item label="Checkbox Property">
        <el-input v-model="form.checkboxProperty" :readonly="true"></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item label="Select Property">
        <el-input v-model="form.selectProperty" :readonly="true"></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
</div>

步骤2 参考步骤6在组件库中上传该Widget包。

步骤3 打开一个高级页面，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自定义”组件中拖出刚创建的
Widget至右侧空白页面。

步骤4 选中该Widget，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在“属性”页签下“自定义属
性列表”区域中可看到自定义的这三个属性，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图 2-456 编辑该 Widget 属性

----结束

2.5.6 如何配置组件多语言
您可以通过配置Widget多语言，使得Widget在不同语种环境下都可正常显示。

场景描述

单击下载链接获取样例包“widget_demo_i18n.zip”，介绍在Vue技术栈下，使用
VueI18n实现Widget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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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步骤1，模板选择“widgetVueTemplate”新建Widget。示例开发包为
“widget_demo_i18n.zip”。

1. 增加“messages-en.json”和“messages-zh.json”国际化资源文件，
“messages-zh.json”中需要使用unicode编码。

“messages-zh.json”文件内容如下。
{
    "zh-CN": {
        "name" : "\u540d\u79f0"                
    }
}

“messages-en.json”文件内容如下。
{
    "en-US": {
        "name" : "name"                
    }
}

2. 在“packageinfo.json”文件中增加i18n节点，指定国际化资源文件的文件名。并
增加requires节点，指定需要依赖的Vue和VueI18n库，其中库文件名称和版本号
在库详情页面获取。
{
  "widgetApi": [
    {
      "name": "widget_demo_i18n"
    }
  ],
  "widgetDescription": "widget i18n demo",
  "authorName": "test",
  "width": "",
  "height": "",
  "i18n": [
    {
      "name": "messages-en"
    },
    {
      "name": "messages-zh"
    }
  ],
  "requires": [{
      "name": "global_Vue",
      "version": "100.7"
    },
    {
      "name": "global_VueI18n",
      "version": "100.7"
    },
    {
      "name": "global_Element",
      "version": "100.8"
    }
  ]
}

说明

在“requires”里增加库文件时，需要注意某些库文件之间有依赖关系，增加库文件需要有
先后顺序，例如“global_VueI18n”是基于“global_Vue”的，需要写在“global_Vue”
之后。具体的依赖关系可参考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3. 在“widget_demo_i18n.js”的render方法中，使用平台提供的
“HttpUtils.getI18n”方法返回一个“i18n”变量。然后新建Vue实例传入该
“i18n”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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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i18n = HttpUtils.getI18n({
                locale: HttpUtils.getLocale(),
                messages: thisObj.getMessages()
            });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_demo_i18n", elem)[0],
                i18n: i18n,
                data: {
                    form: {
                        name: "miao"    
                    }
                }
            })

4. 在“widget_demo_i18n.ftl”中通过VueI18n提供的“$t”方法使用国际化资源。
<div id="widget_demo_i18n">
    <el-form :model="form" :inline="true">
        <el-form-item :label="$t('name')">
            <el-input v-model="form.name"></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
</div>

步骤2 参考步骤6在组件库中上传该Widget包。

步骤3 打开一个高级页面，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自定义”组件中拖出刚创建的
Widget至右侧空白页面。

步骤4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步骤5 切换环境语言，在不同语种下，在页面中选中拖出的Widget，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
属性配置面板。查看Widget属性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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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7 中文环境下 Widge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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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8 英文环境下 Widget 属性

----结束

2.5.7 全局高级组件
组件Widget是高级页面的组成元素，系统提供了一些预置Widget供用户使用。

组件简介

介绍高级组件之前，先思考一下组件的定义。

组件（Component）是对数据和方法的简单封装。组件可以有自己的属性和方法。属
性是组件数据的简单访问者。方法则是组件的一些简单而可见的功能。使用组件可以
实现拖放式编程、快速的属性处理以及真正的面向对象的设计，简而言之，组件是对
象。

所以，可把常用的一些功能封装成组件，提高开发效率。系统提供了自定义组件拖拽
入口，如图2-4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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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9 自定义组件拖拽入口

系统也预置了一些常用的组件。如图2-460所示，区域1为预置的组件分类菜单，区域
2为各个分类组件对应的展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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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0 预置组件

2.5.7.1 预置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

系统预置组件是系统已定义好的Widget，可在页面设计左上方单击 ，从相应文件夹

中拖出来直接进行拼装使用。系统支持输入组件名单击 选择领域，再单击 进行组
件搜索。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09



图 2-461 预置组件

系统提供了以下组件。

表 2-100 系统预置组件列表

组件名称 库ID 功能说明

轮播 global_BannerWidget 图片轮播组件，支持多种轮播方式，实
现页面广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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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库ID 功能说明

地图 global_MapWidget 地图组件，支持第三方地图组件，例如
百度、谷歌和高德地图。

图片 global_ImageWidget 图片组件，在页面插入一张图片。

文本 global_TextWidget 文本编辑器组件，在页面插入文字。

视频播放 global_CameraPlayerWidge 视频直播组件，实现显示直播内容。

水平基本
柱图

global_HorizontalBarChart
Widget

水平基本柱图，实现柱状图图表统计。

水平堆叠
柱图

global_HorizontalMultiBarC
hartWidget

水平堆叠柱图，实现柱状图图表统计。

基本柱图 global_BarChartWidget 基本柱图，实现柱状图图表统计。

数据标记
柱图

global_DataMarkerBarChart
Widget

数据标记柱图，实现柱状图图表统计。

瀑布柱图 global_WaterfallBarChartWi
dget

瀑布柱图，实现柱状图图表统计。

区域图 global_AreaLineChartWidge
t

区域图，实现折线图图表统计。

多区域折
线图

global_AreaMultiLineChart
Widget

多面积折线图组件，实现折线图图表统
计。

多折线图 global_MultiLineChartWidg
et

多折线图，实现折线图图表统计。

基本折线
图

global_LineChartWidget 基本折线图，实现折线图图表统计。

三角形水
位图

global_TriangleLiquidFillCha
rtWidget

三角形水位图，实现水位图图表统计。

圆矩形水
位图

global_RoundRectangleLiqu
idFillChartWidget

圆矩形水位图，实现水位图图表统计。

矩形水位
图

global_RectangleLiquidFillC
hartWidget

矩形水位图，实现水位图图表统计。

箭头水位
图

global_ArrowLiquidFillChart
Widget

箭头水位图，实现水位图图表统计。

水滴水位
图

global_WaterDropLiquidFill
ChartWidget

水滴水位图，实现水位图图表统计。

钻石水位
图

global_DiamondLiquidFillCh
artWidget

钻石水位图，实现水位图图表统计。

水位图 global_LiquidFillChartWidge
t

水位图，实现水位图图表统计。

散点图 global_ScatterChartWidget 散点图，实现散点图图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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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库ID 功能说明

气泡图 global_BubbleChartWidget 气泡图，实现散点图图表统计。

雷达图 global_RadarChartWidget 雷达图，实现雷达图图表统计。

渐变色饼
图

global_FadeColorPieChartW
idget

渐变色饼图，实现饼图图表统计。

满月饼图 global_FullMoonPieChartWi
dget

满月饼图，实现饼图图表统计。

基本饼图 global_PieChartWidget 基本饼图，实现饼图图表统计。

贪吃蛇饼
图

global_SnakePieChartWidge
t

贪吃蛇饼图，实现饼图图表统计。

玫瑰花饼
图

global_RosePieChartWidget 玫瑰花饼图，实现饼图图表统计。

矩形装饰 global_RectangleWidget 矩形装饰，在页面添加遮罩层或背景。

仪表盘 global_GaugeChartWidget 仪表盘组件，实现仪表盘统计。

翻牌器 global_NumberFlipperWidg
et

翻牌器组件用于在页面中展示实时数据
的变化，在初始化或数据刷新时页面该
组件展示数据会连续变动到新的数据。

路由导航 global_NavigatorWidget 路由导航(示例)组件，用于展示如何开
发路由导航组件。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
组件组合使用，可实现路由导航以及展
示当前生效路由对应的页面内容。一个
页面只支持放置一个路由导航和一个路
由视图组件。

路由视图 global_RouterViewWidget 路由视图组件，用于展示当前生效路由
对应的页面内容。

 

组件公共属性说明

页面创建后，用户可以拖拽各种预置组件到页面中，并通过组件的属性面板，以设置
属性方式，配置组件的功能、名称、宽/高/颜色等样式，丰富页面功能。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相应文件夹中拖出预置组件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
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在属性配置面板
中，可以对该组件在页面显示属性风格进行配置，使页面达到预期效果。

预置组件的某些属性大致相同，如下表中所示；其他未描述的属性，请参考具体组件
介绍，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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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1 组件公共属性说明

页
签

区
域

参数名 说明

属
性

基
础

组件标题 该组件标题。

组件名称 该组件名称。

位
置

距离左端 到页面左侧距离。

距离顶端 到页面顶部距离。

宽度 该组件宽度。

高度 该组件高度。

堆叠顺序 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
数字越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
设置堆叠顺序为“0”。

边
框

类型 边框样式，是整体显示边框或者四角显示边框。

背
景

样式 背景样式。

图片链接 背景图片URL。

颜色 背景颜色。

数
据

- 桥接器实例 调用的桥接器名称，从下拉框选择系统提供的预置
桥接器。系统预置的桥接器可在App开发界面左侧

列表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桥接器”，在
“全局”页签进行查找并下载查看桥接器包中内
容。选择桥接器后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 数据类型：该组件在页面呈现数据的来源类型。
取值分“动态数据源”（通过桥接器动态调用后
台的服务编排来获取后台数据展示在页面上）和
“静态数据源”（获取静态自定义数据展示在页
面上）。

● URL：若“数据类型”为“动态数据源”，该参
数才会显示，请配置为Flow的自定义接口URL。

● 共享数据：若“数据类型”为“动态数据源”，
该参数才会显示，勾选表示某项目里多个组件调
用一个公共的请求而访问同一个接口的数据，避
免多次调接口。

● 静态数据（重置）：若“数据源类型”为“静态
数据源”，该参数才会显示，系统已预置了静态
数据，如果需要自定义静态数据，请单击“重
置”。

● 调用周期（秒）：每隔多少秒调用一次后台接口
或者获取静态数据，默认配置为“0”，表示只
调用一次或者只获取一次静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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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签

区
域

参数名 说明

事
件

- - 该Widget关联的事件和动作设置。

 

说明

事件具体配置可参考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2.5.7.2 轮播

轮播组件，支持多种轮播方式，实现页面广告栏。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媒体”中拖出轮播组件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页
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

图 2-462 轮播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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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2 轮播属性说明

页
签

区域 参数名 说明

属
性

图片源设置 使用连接器 图片来源是否取自OBS连接器。

● 勾选表示取自OBS连接器，当连接器中图片
过多时，可能会导致读取图片缓慢；且打包
该页面时，由于图片地址为绝对地址，打包
安装后，图片地址不可用，需要重新上传图
片并进行配置。

● 不勾选表示图片来源取自平台接口。选择图
片后实际存储的是图片id，页面随应用打包
时会将图片一起打包，在新环境安装后无需
重新上传配置。

默认不勾选。

连接器设置 选择连接器 有存储功能的OBS类型连接器。

展开“连接器设置”后才可显示该参数。

选择桶 该连接器的存储桶。

展开“连接器设置”后才可显示该参数。

 

OBS连接器配置完成后您才可以进行图片的查询、上传等操作，支持配置多种轮播方
式，连接器配置方法请参考对接OBS云对象存储实例。

● 选择轮播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选择“轮播配置”，可进行轮
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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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3 轮播配置界面

表 2-103 轮播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切换方向 广告图片的轮播切换样式，有以下几种：

● 横向滚动切换。

● 右下角滚动切换。

● 纵向滚动切换。

加载自动播放 是否自动轮播。

图片之间间隔多长时
间？（不大于24秒）

当“加载自动播放”开关打开时，您需要配置单张图片
的播放时长。

不能超过24秒。

切换方式 图片切换时展示样式配置。

定位标志 分页图标样式配置。

 

● 选择轮播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选择“图片管理”，可进行图
片管理，例如进行广告图片的更换、增减广告轮播的图片、改变图片播放顺序。

– 单击“添加”，如图2-465所示，在“我的图片/视频”页面单击目录后的

和 可管理图片目录，单击“上传图片/视频”可进行上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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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图片单击 可删除图片。

– 单击 可编辑图片跳转链接。

图 2-464 图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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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5 “选择图片/视频”配置页面

2.5.7.3 地图

地图组件，支持第三方地图组件，例如百度、谷歌和高德地图。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地图”中拖出地图组件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页
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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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6 地图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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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7 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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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4 地图属性页面参数说明

页
签

区域 参数
名

说明

数
据

散点数据 桥接
器实
例
“地
图散
点数
据桥
接
器”

调用的桥接器名称，从下拉框选择系统提供的预置桥
接器。系统预置的桥接器可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

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桥接器”，在“全局”
页签进行查找并下载查看桥接器包中内容。

当需要在地图上显示散点图时，则配置该桥接器实
例。选择系统预置的桥接器，配置如下参数，为地图
提供散点图的数据源。

● 数据类型：该组件在页面呈现数据的来源类型。取
值分“动态数据源”（通过桥接器动态调用后台的
接口来获取后台数据展示在页面上）和“静态数据
源”（获取静态自定义数据展示在页面上）。

● URL：若“数据类型”为“动态数据源”，该参数
才会显示，调用后台接口的URL，该接口实现为地
图提供散点图的数据源。

● 共享数据：若“数据类型”为“动态数据源”，该
参数才会显示，勾选表示某项目里多个组件调用一
个公共的请求而访问同一个接口的数据，避免多次
调接口。

● 静态数据（重置）：若“数据源类型”为“静态数
据源”，该参数才会显示，系统已预置了静态数
据，如果需要自定义静态数据，请单击“重置”。

● 调用周期（秒）：每隔多少秒调用一次后台接口或
者获取静态数据，默认配置为“0”，表示只调用
一次或者只获取一次静态数据。

告警数据 桥接
器实
例
“地
图告
警数
据桥
接
器”

当需要在地图上显示告警信息时，从下拉框选择系统
提供的预置桥接器进行配置，为地图提供告警的
WebSocket数据源。

用于在使用地图过程中，监听web socket上报的消息
数据，将其转化为AlarmDataViewModel定义的数据
模型，在地图上添加或清除覆盖物。例如火警告警被
触发后，web socket监听到上报消息，会自动触发地
图组件对AlarmDataConnector的调用，添加告警窗
口可以用添加信息窗体来实现。

AlarmDataViewModel定义的数据模型，与地图组件
Action中“在地图上添加或清除覆盖物
addMarkerElements Action”所定义的模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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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签

区域 参数
名

说明

覆盖物数据 桥接
器实
例
“地
图覆
盖物
数据
桥接
器”

当需要在地图上显示图标、圆、折线、信息窗口等
时，从下拉框选择系统提供的预置桥接器进行配置，
为地图提供覆盖物的数据源。

地图配置 桥接
器实
例
“地
图配
置数
据桥
接
器”

当需要从外部控制地图的类型、中心点、缩放级别等
配置时，从下拉框选择系统提供的预置桥接器进行配
置，为地图提供初始化配置数据的数据源。

事
件

- - 该Widget关联的事件和动作设置。

 

说明

更多桥接器介绍请参考如何调用后台接口。事件具体配置可参考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选择地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出现如下配置。

表 2-105 地图设置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地图基本配置
配置地图的初始化参数，单击“地图基本配置”后的 可显
示具体配置项。

地图类型 地图可选类型，支持第三方地图组件，例如百度地图、高德地
图、谷歌地图。

百度/高德/谷歌密
钥

如需使用百度/高德/谷歌地图，需到相应开发平台上申请自己
的Key。

地图模式 地图模式，有如下几种。

● 2D
●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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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地图样式 地图预置的样式，有如下几种。

● 默认

● 深黑

● 海蓝

● 深蓝

● 浅天蓝

● 浅灰蓝

● 靛青蓝

● 浅灰绿

● 月光银

● 雅士灰

地图中心经度 地图初始化时中心点的经度坐标，采用GPS坐标标准。

地图中心纬度 地图初始化时中心点的纬度坐标，采用GPS坐标标准。

地图缩放级别 地图初始化时缩放的大小。

地图控件
配置地图上展示的控件，单击“地图控件”后的 可显示具
体配置项。

显示图层控件 打开可展示图层控件，用于地图在卫星图层、路网图层等图层
间做切换。

显示3D控件 打开可展示3D控件，用于控制地图的俯视角度。

3D控件大小 控制展示的3D控件的大小。

3D俯仰角度 控制3D模式地图初始化时的俯视角度。

 

2.5.7.4 图片

图片组件，在页面插入一张图片。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媒体”中拖出图片组件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页
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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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8 图片属性页面

表 2-106 图片属性说明

页
签

区域 参数名 说明

属
性

图片源设置 使用连接器 图片来源是否取自OBS连接器。

● 勾选表示取自OBS连接器，当连接器中图片
过多时，可能会导致读取图片缓慢；且打包
该页面时，由于图片地址为绝对地址，打包
安装后，图片地址不可用，需要重新上传图
片并进行配置。

● 不勾选表示图片来源取自平台接口。选择图
片后实际存储的是图片id，页面随应用打包
时会将图片一起打包，在新环境安装后无需
重新上传配置。

默认不勾选。

连接器设置 选择连接器
类型

有存储功能的连接器类型。支持OBS、MINIO
和对象存储代理。

展开“连接器设置”后才可显示该参数。

选择连接器 具体的连接器实例。

选择桶 该连接器的存储桶。

展开“连接器设置”后才可显示该参数。

链接 链接地址 图片的链接跳转URL。

展开“链接”后才可显示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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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签

区域 参数名 说明

图片URL地
址

使用相对地
址

使用图片的相对路径。

展开“图片URL地址”后才可显示该参数。

 

连接器配置完成后您才可以进行图片的查询、上传等操作，连接器配置方法请参考如
何调用后台接口。

选择图片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设置图片，出现如图2-469所示页
面。

● 单击“选择图片”，如图2-470所示，在页面单击目录后的 和 可管理图片目
录，单击“上传图片/视频”可进行上传操作。

● 选择“填充”表示图片不保证保持原有比例，图片拉伸填满整个容器。

● 选择“包含”表示图片保持原有尺寸比例，可能会在容器内留有空白。

● 选择“覆盖”表示图片表示原有尺寸比例，宽高至少有一个和容器一致，可能会
让图片部分区域不可见。

● 选择“无”表示图片保持原有尺寸比例，同时保持图片原始尺寸大小。

图 2-469 图片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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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0 “选择图片/视频”配置页面

2.5.7.5 文本

文本编辑器组件，在页面插入文字。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文本”中拖出文本组件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页
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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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7 文本属性说明

页
签

区域 参数名 说明

属
性

自定义属
性列表

展示溢出
文本

允许文本超出组件的容器。

单击“自定义属性列表”后的 才可显示该参数。

数
据

文本数据 桥接器实
例

调用的桥接器名称，从下拉框选择系统提供的预置
桥接器“文本组件数据桥接器”。可以为该文本中
的变量提供数据源。系统预置的桥接器可在App开

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桥接
器”，在“全局”页签进行查找并下载查看桥接器
包中内容。选择桥接器后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 数据类型：该组件在页面呈现数据的来源类型。
取值分“动态数据源”（通过桥接器动态调用后
台的接口来获取后台数据展示在页面上）和“静
态数据源”（获取静态自定义数据展示在页面
上）。

● URL：若“数据类型”为“动态数据源”，该参
数才会显示，请配置为后台接口URL。

● 共享数据：若“数据类型”为“动态数据源”，
该参数才会显示，勾选表示某项目里多个组件调
用一个公共的请求而访问同一个接口的数据，避
免多次调接口。

● 静态数据（重置）：若“数据源类型”为“静态
数据源”，该参数才会显示，系统已预置了静态
数据，如果需要自定义静态数据，请单击“重
置”。

● 调用周期（秒）：每隔多少秒调用一次后台接口
或者获取静态数据，默认配置为“0”，表示只
调用一次或者只获取一次静态数据。

事
件

点击 - 该Widget关联的事件和动作设置。

 

说明

URL您可通过开发服务编排进行实现，具体配置可参考服务编排。事件具体配置可参考如何实现
组件交互。

选中编辑器中文本，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或者双击该组件，可直接设置
文本内容，选择设置的文本内容，出现配置弹窗，如下图所示，您可进行是否加粗、
是否倾斜、字号、字体、文本颜色、背景颜色、对齐方式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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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1 编辑器中文本配置

另外，若需要在文本中设置变量，变量值来自文本桥接器“TextConnector”中的配
置，若配置为静态数据，变量值取自“outDatas”中配置的数据。

可变参数下标请从0开始，变量样式为“{0}”，预览页面后效果为“变量值”；带转
义符“\”的变参不会被替换，例如文本组件内容为“\{1}{1\}{\1}”，预览页面后效果
为“{1}{1}{1}”；连续两个转义符时，则第二个转义符失效，变参会被替换，例如文
本组件内容为“\\{2}”，预览页面后效果为“\变量值”。

图 2-472 文本中变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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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3 预览页面效果

2.5.7.6 矩形装饰

矩形组件，在页面添加遮罩层或背景。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装饰”中拖出矩形装饰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页
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参数说明请参考预置
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

该组件主要作为页面遮罩层或者背景使用，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
置”，配置参考模板、背景颜色、阴影设置、边框设置参数。

图 2-474 矩形装饰配置界面

表 2-108 矩形装饰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参考模板 系统默认提供四种可选模板，点击即可切换样式。

背景颜色 背景颜色设置，包括是否显示背景颜色、单一色或者渐变
色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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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阴影设置 阴影设置，可设置成内部阴影、外部阴影或者自定义阴
影。

边框设置 可为组件边框设置粗细、颜色、类型、圆角。

 

2.5.7.7 基本柱图

基本柱图组件，实现柱状图图表统计。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图表 > 柱状图”中拖出基本柱图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
处。在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参数说明请
参考预置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

该组件主要实现柱状图图表统计，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
对柱状图进行多种配置。

图 2-475 基本柱图效果图

表 2-109 基本柱图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参考配色模板 系统默认提供两种可选柱图模板，点击即可切换样式。

● 默认：按照数据进行排序展示。

● 蓝色渐变不排序。

可选择某一模板重置，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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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数据系列 对每个数据系列（柱状条颜色、柱状条宽度、柱条边框圆角、数
值显示）进行一系列配置。单击“+”可添加数据系列。展开数据
系列，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通用柱状图颜色：选项为“单色”或“渐变色”。选择颜色可
改变柱状条的颜色。

● 定制柱条颜色：可自定义柱状条颜色。

● 柱形图宽度：柱状条宽度，默认为20px。

● 柱条边框圆角：柱状条边框圆角设置，取值为“0”时为直角，
“100”为圆角。

● 数值显示：柱状条旁是否显示数值，开启后还可设置数值显示
位置和数值颜色。

● 显示 大值：是否显示柱状条数值的 大值。

● 显示 小值：是否显示柱状条数值的 小值。

数据统一配置 对数据进一步配置，例如是否光圈标记、数据是否进行排序、是
否切换柱条显示为阶梯瀑布、是否柱条效果为横向显示（默认纵
向显示）。具体配置效果可以单击配置项查看组件样式变化。展
开数据统一配置，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光圈标记：单条数据系列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是否进行光
圈标记。开启后柱状条上方会显示光圈和数值。

● 数据排序：单条数据系列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是否对柱状
条数据进行排序展示。

● 阶梯瀑布显示：单条数据系列且打开数据排序时才会显示该参
数，表示是否对柱状条数据进行阶梯瀑布显示。瀑布图常用于
经营情况分析，解释从一个数字到另一个数字的变化过程。比
如评估公司利润、比较产品收益、突出显示项目的预算变更、
分析一段时间内的库存或销售情况 、显示一段时间内产品价值
变化等。

图 2-476 阶梯瀑布效果

● 横向柱条效果：是否开启横向柱条展示效果。

● 堆叠显示（多数据系列效果）：多条数据系列时才会显示该参
数，是否对多条数据系列数据进行堆叠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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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X轴 X轴配置，展开后，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坐标轴名称设置：包括名称文本内容、文本颜色、文字大小、
名称与轴线间距及名称旋转设置。

● 轴线设置：包括是否显示轴线、是否显示刻度、是否对轴数据
进行反转、轴线颜色及轴文本颜色设置。

● 网格线：是否显示轴网格线、轴网格线的类型和颜色设置。

● 柱外间距：是否显示柱外间距。

● 柱间距：是否显示柱内间距（当有多数据系列才可设置柱内间
距，多数据系列的柱子之间的间距）。

● 标签展示：字数过多是否换行及字数过多是否省略。X轴标签取
值来源于数据模型中“dataX”字段取值。

● 刻度标签间隔：刻度标签是否间隔展示，关闭后显示所有标
签。

● 刻度标签旋转的角度：刻度标签旋转角度设置。

Y轴 Y轴配置，展开后，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坐标轴名称设置：包括名称文本内容、文本颜色、文字大小、
名称与轴线间距及名称旋转设置。

● 坐标轴 小间隔大小：坐标轴 小间隔大小，例如间隔500，
则Y轴就是0、500、1000、1500依次间隔500进行分隔。

● 轴线设置：包括是否显示轴线、是否显示刻度、是否对轴数据
进行反转、轴线颜色及轴文本颜色设置。

● 柱形阴影：是否显示柱形阴影、阴影颜色及是否显示数据。

● 网格线：是否显示轴网格线、轴网格线的类型和颜色设置。

● 轴 大值：轴 大阈值设置。

● 刻度标签旋转的角度：刻度标签旋转角度设置。

标题 该组件标题设置。展开“标题”后打开“设置标题”开关，可设
置标题的文本内容、文本位置、背景色、文本颜色、文本大小。

图例 图例相关配置。展开“图例”后打开“显示图例”开关，可设置
图例小图标、图例左侧边距、图例上侧边距。

图例文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中“title”取值。

公共配置 公共配置项：

● 显示总量：打开后，会显示数据总量。

● 图内文字大小：控制图内文字（包括数值文字、刻度标签文
字、图例文字、鼠标放在某处显示的ToolTip提示框中文字）字
体的大小。

图表背景 图表背景设置。展开后可设置背景的颜色、四边圆角（取值为
“0”时为直角，“100”为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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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系列配置

数据系列配置样例步骤如下：

图 2-477 配置数据系列

1. 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展开数据系列配置，单击旁边的
“+”可添加数据系列。

2. 在右侧“数据”页签配置该数据系列的数据，例如在使用系统预置的静态数据基
础上，添加如下加粗标红字体代码，配置新增数据系列的数据。

说明

也可使用“动态数据”调用后台接口URL返回如下结构模型数据。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order": {
            "dataX": [
                "保洁",
                "安管",
                "工程",
                "绿化",
                "消杀",
                "特约"
            ],
            "dataValue": [{
                    "title": "工单总数",
                    "value": [
                        411,
                        965,
                        427,
                        630,
                        85,
                        800
                    ]
                },
                {
                    "title": "费用",
                    "value": [
                        500,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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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730,
                        185,
                        1000
                    ]
                }
            ]
        }
    }]
}

3. 配置添加的数据系列柱状条颜色、柱状条宽度、柱条边框圆角、数值是否显示，
柱状图上显示的数值对应上述静态数据中的数值。

4. 单击“确定”。

2.5.7.8 基本折线图

折线图组件，实现折线图图表统计。基本折线图是折线图的一种，本文介绍基本折线
图各配置项的含义。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图表 > 线状图”中拖出基本折线图至设计页面右侧空
白处。在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参数说明
请参考预置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

该组件主要实现折线图图表统计，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
对折线图进行多种配置。

图 2-478 基本折线图效果图

表 2-110 基本折线图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参考配色模板 系统提供了三种可选基本折线图模板，点击即可切换样
式。可选择某一模板重置，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
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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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数据系列 对每个数据系列（折线颜色、折线宽度、折线透明度、拐
点颜色，区域颜色、 大值 小值标注和平均值标线等）
进行一系列配置。数据系列配置可参考数据系列配置。单
击“+”可添加数据系列。展开数据系列，显示的各参数说
明如下：

● 线条颜色：选项为“单色”或“渐变色”。选择颜色可
改变线条的颜色。

● 折线宽度：折线的宽度。

● 折线不透明度：折线的不透明度设置，取值为“0”时
折线全透明（即隐藏），“100”为全部显示。

● 折线平滑显示：折线是否平滑显示。

● 拐点颜色：折线上圆拐点的颜色。

● 拐点大小：折线上圆拐点的大小。

● 拐点不透明度：折线上圆拐点的不透明度设置，取值为
“0”时全透明（即隐藏），“100”为全部显示。

● 区域颜色：具体数据系列下区域的颜色。

● 数据显示：折线旁是否显示数值，开启后还可数值颜
色。

● 大值：是否显示该数据系列数值的 大值。

● 小值：是否显示该数据系列数值的 小值。

● 平均值：是否显示该数据系列数值的平均值。

X轴 X轴配置，展开后，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X轴标题：X轴标题设置。打开“显示X轴标题”开关，
还可设置X轴标题的文本内容、文本颜色、文字大小、
标题与轴间距。

● 轴线设置：包括是否显示轴线、是否显示刻度、轴线颜
色及轴文本颜色设置。

● 网格线：是否显示轴网格线、轴网格线的类型和颜色设
置。

● 柱外间距：是否显示柱外间距。

● 标签展示：字数过多是否换行及字数过多是否省略。X
轴标签取值来源于数据模型中“dataX”字段取值。

● 刻度标签间隔：刻度标签是否间隔展示，关闭后显示所
有标签。

● 刻度标签旋转的角度：刻度标签旋转角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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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Y轴 Y轴配置，展开后，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Y轴标题：Y轴标题设置。打开“显示Y轴标题”开关，
还可设置X轴标题的文本内容、文本颜色、文字大小、
标题与轴间距。

● 坐标轴 小间隔大小：坐标轴 小间隔大小，例如间隔
500，则Y轴就是0、500、1000、1500依次间隔500进
行分隔。

● 轴线设置：包括是否显示轴线、是否显示刻度、轴线颜
色及轴文本颜色设置。

● 柱形阴影：是否显示柱形阴影、阴影颜色及是否显示数
据。

● 网格线：是否显示轴网格线、轴网格线的类型和颜色设
置。

● 阈值线设置：打开“开启阈值线”后，可设置阈值数量
和阈值。

标题 该组件标题设置。展开“标题”后打开“设置标题”开
关，可设置标题的文本内容、文本位置、背景色、文本颜
色、文本大小。

图例 图例相关配置。展开“图例”后打开“显示图例”开关，
可设置图例小图标、图例左侧边距、图例上侧边距。

图例文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中“title”取
值。

公共配置 公共配置项：

● 显示总量：打开后，会显示数据总量。

● 图内文字大小：控制图内文字（包括数值文字、刻度标
签文字、图例文字、鼠标放在某处显示的ToolTip提示框
中文字）字体的大小。

图表背景 图表背景设置。展开后可设置背景的颜色、四边圆角（取
值为“0”时为直角，“100”为圆角）。

 

2.5.7.9 基本饼图

饼图组件，实现饼图图表统计。基本饼图是饼图图表的一种，本文介绍基本饼图各配
置项的含义。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图表 > 饼图”中拖出基本饼图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
处。在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参数说明请
参考预置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

该组件主要实现饼图图表统计，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
饼图进行多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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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9 数据系列里半径设置

图 2-480 数据系列里标签内容格式设置

表 2-111 基本饼图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参考配色模板 系统默认提供两种可选模板，点击即可切换样式。

● 默认：常规的基本饼图模板。

● 带标签：带标签的基本饼图模板。

可选择某一模板重置，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要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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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组件标题 该组件标题设置。展开“标题”后打开“设置标题”开
关，显示的参数说明如下：

● 内容：组件标题的文本内容。

● 位置选择：组件标题的文本位置。

● 背景色：标题的背景色。

● 文本字体大小：组件标题的文本字体大小

● 字体系列：组件标题的字体系列。

● 文本颜色：组件标题的文本颜色。

边框圆角 饼图边框圆角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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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数据系列 对组件属性（是否展现饼图、内外半径大小、圆心坐标
等）进行一系列配置。单击“+”可添加数据系列。展开数
据系列，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是否展现：是否展示该数据系列。关掉该开关，可控制
某数据系列不显示。

● 半径/南丁格尔图：是否展示南丁格尔图效果。

● 半径/内半径(%)：该数据系列饼图 内侧圆环半径占组
件一半高度的百分比。

● 半径/外半径(%)：该数据系列饼图 外侧圆环半径占组
件一半高度的百分比。

● 圆心坐标/横坐标(%)：该数据系列饼图圆心到组件左侧
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圆心坐标/纵坐标(%)：该数据系列饼图圆心到组件顶侧
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标签内容格式：是否显示系列名、数据名、数据值、百
分比。

● 扇区展现/排布顺序：扇区数据排布方式，分顺时针和逆
时针。

● 扇区展现/起始角度：扇区数据的起始角度，取值范围
0~360。

● 扇区展现/ 小角度：扇区数据的 小角度，取值范围
0~360。

● 鼠标悬停/扇区放大：鼠标悬停在饼图上时，是否展现该
扇区放大效果。

图 2-481 扇区放大效果

● 鼠标悬停/偏移距离：鼠标悬停在饼图上时，展现该扇区
放大效果的偏移距离。

● 标签/普通扇区是否展现：普通扇区是否展现标签。

● 标签/高亮扇区是否展现：高亮扇区是否展现标签。

● 标签/位置选择：标签的位置。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39



参数名 说明

● 标签/标签视觉引导线是否展现：标签视觉引导线是否展
现。

● 标签/标签内容格式/系列名：标签中系列名是否展示。

● 标签/标签内容格式/数据名：标签中数据名是否展示。

● 标签/标签内容格式/数据值：标签中数据值是否展示。

● 标签/标签内容格式/百分比：标签中百分比是否展示。

● 标签/标签文字样式/文本颜色：标签文字的颜色设置。

● 标签/标签文字样式/字体大小：标签文字的大小。

● 标签/标签文字样式/字体粗细：标签文字的粗细。

● 标签/标签文字样式/字体系列：标签文字的字体。

● 图形样式：展开后可设置描边颜色和描边的线宽。

● 数据项展现：可单独设置不同数据项的展现形式，包括
数据项初始是否被选中、图形样式（其中“颜色样式”
支持：单色、渐变色、纹理，设置为“纹理”时，需要
上传纹理图片，支持设置所有数据项纹理重复或者不重
复）和标签设置。

● 系列饼图背景：展开后开启“是否设置背景”，可设置
该数据系列的内半径、外半径和背景色。

图例 图例相关配置。展开“图例”后打开“显示图例”开关，
可设置如下：

● 图例小图标：小图标形状。

● 图例列表布局朝向：图例列表布局的朝向。

● 图例各项间隔：图例之间的距离间隔。

● 标记图形宽度：图例标记图形（即小图标）的宽度。

● 图例位置(上%)：图例到饼图组件顶部距离占组件高度
的百分比。

● 图例位置(左%)/百分比：图例到饼图组件左侧距离占组
件高度的百分比。

● 图例位置(左%)/对齐方式：图例位置的对齐方式。

● 翻页按钮颜色：翻页按钮的颜色。

● 翻页按钮不激活时的颜色：翻页按钮不激活时的颜色。

● 请选择文本颜色：图例文本颜色。

● 文本字体大小：图例文本字体大小。

图例文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下“value”
的“name”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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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图表标题 图表标题设置。展开“图表标题”后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
下：

● 显示图表标题：是否展示组件标题。

● 标题获取：标题支持自定义和从“系列名”进行获取。

● 标题位置(上%)：标题到组件顶部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
分比。

● 文本样式：包含文本颜色、大小、字体和系列设置。

图表背景 展开后通过“颜色设置”可配置图表背景颜色。

提示框 提示框设置，在预览页面时，鼠标悬浮或点击饼图时出现
的提示框的样式。包括配置是否显示提示框、提示框内容
格式。

 

数据系列配置

数据系列配置样例步骤如下：

图 2-482 两个数据系列不用圆心坐标设置

1. 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展开数据系列配置，单击旁边的
“+”可添加数据系列。

2. 在右侧“数据”页签配置该数据系列的数据，例如在使用系统预置的静态数据基
础上，添加如下加粗标红字体代码，配置新增数据系列的数据。

说明

也可使用“动态数据”调用后台接口URL返回如下结构模型数据。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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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 [{
        "dataValue": [{
                "name": "关键事件",
                "value": [{
                        "value": 635,
                        "name": "工程管理"
                    },
                    {
                        "value": 310,
                        "name": "社会环境"
                    }
                ]
            },
            {
                "name": "类别",
                "value": [{
                        "value": 435,
                        "name": "计算机"
                    },
                    {
                        "value": 210,
                        "name": "文学"
                    }
                ]
            }
        ]
    }]
}

3. 配置添加的数据系列圆心坐标，如果不配置，两个数据系列会重叠。

4. 单击“确定”。

2.5.7.10 水位图

水位图组件，实现水位图统计。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图表 > 水位图”中拖出水位图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
处。在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参数说明请
参考预置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

该组件主要实现水位图（又叫水球图）统计，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
设置”，可对水位图进行多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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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83 水位图效果图

表 2-112 水位图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参考配色模板 系统默认提供两种可选模板，点击即可切换样式。

● 默认模板：常规的基本水位图模板。

● 蓝色带标题模板：蓝色带标题的模板。

可选择某一模板重置，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要的
效果。

组件标题 该组件标题设置。展开“标题”后打开“设置标题”开
关，显示的参数说明如下：

● 内容：组件标题的文本内容。

● 位置选择：组件标题的文本位置。

● 背景色：标题的背景色。

● 文本字体大小：组件标题的文本字体大小

● 字体系列：组件标题的字体系列。

● 文本颜色：组件标题的文本颜色。

边框圆角 边框圆角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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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数据系列 对组件属性（是否展现水位图、图表位置、图表形状和直
径、水波设置等）进行一系列配置。单击“+”可添加数据
系列。展开数据系列，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是否展现：是否展示该数据系列。关掉该开关，可控制
某数据系列不显示。

● 图表位置/横坐标(%)：图表位置到组件左侧的距离占组
件高度的百分比。

● 图表位置/纵坐标(%)：图表位置到组件顶侧的距离占组
件高度的百分比。

● 图表形状/直径：图表的直径。

● 水波/水波颜色：水波的颜色。

● 水波/水波背景色：水波的背景颜色。

● 水波/波纹振幅：水波浪的振幅。

● 水波/显示双波纹：是否显示双波纹。

● 水波/次波纹颜色：开启“显示双波纹”后，可设置次波
纹的颜色。

● 标签/标签位置左偏移(%)：标签位置到组件左侧的距离
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标签/标签位置上偏移(%)：标签位置到组件顶侧的距离
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标签文字样式/文本颜色：在波浪上方文本的颜色。

● 标签文字样式/波浪上时文本颜色：在波浪下文本的颜
色。

● 标签文字样式/字体大小：标签的字体大小。

● 标签文字样式/字体粗细：标签的字体粗细。

● 标签文字样式/字体系列：标签的字体系列。

● 轮廓样式/是否展现：是否展现外部轮廓样式。

● 轮廓样式/颜色：外部轮廓的颜色，支持单色和渐变色设
置。

图表标题 图表标题设置。展开“图表标题”后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
下：

● 显示图表标题：是否展示组件标题。

● 标题获取：标题支持自定义和从数据模型
“dataValue”下“name”取值获取。

● 标题位置(上%)：标题到组件顶部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
分比。

● 文本样式：包含文本颜色、大小、字体和系列设置。

图表背景 展开后通过“颜色设置”可配置图表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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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84 新增数据系列

新增数据系列时，例如在使用系统预置的静态数据基础上，添加如下加粗标红字体代
码，配置新增数据系列的数据。

说明

也可使用“动态数据”调用后台接口URL返回如下结构模型数据。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dataValue": [{
                "name": "报警处理率",
                "value": [{
                    "value": 0.65,
                    "name": ""
                }]
            },
            {
                "name": "命中率",
                "value": [{
                    "value": 0.15,
                    "name": ""
                }]
            }
        ]
    }]
}

2.5.7.11 散点图和气泡图

散点图主要使用散点的形式展示数据。气泡图和散点图类似，气泡图使用气泡来展示
数据。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图表 > 散点图”中拖出散点图或气泡图至设计页面右
侧空白处。在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参数
说明请参考预置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

在画布中选择散点图或气泡图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散点图或
气泡图进行多种配置。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45



图 2-485 散点图配置效果

表 2-113 散点图和气泡图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数据系列 对数据属性（数据的标记图形、标记的大小、标记颜色、
散点图标是否设置阴影等）进行一系列配置。单击“+”可
添加数据系列。当数据系列的设置数多于实际数据时，多
于的数据系列不显示。展开数据系列，显示的各参数说明
如下：

● 标记的图形：散点或者气泡标记的图形。

● 标记的大小：散点标记的大小。气泡图没有该参数且不
支持改标记大小。

● 颜色设置：支持纯色、线性渐变和径向渐变。

● 阴影设置：设置阴影的颜色、大小、水平方向偏移距离
和垂直方向偏移距离。气泡图有该参数，散点图没有。

● 图形透明度：区间是[0,1]，0代表不显示，1代表全部显
示。

● 图形上的标签/显示标签：打开“显示标签”开关后显示
标签，可设置标签的颜色、位置和字体大小。

● 图表标注和标线：控制是否显示 大值标注、 小值标
注和平均值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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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X轴设置 X轴配置，展开后，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X轴坐标轴类型：可设置为连续数据（支持数值类型的
数据）、类目轴（支持字符、字符串等类目类型的数
据）、时间轴（支持日期、时间类型的数据）。

● 坐标轴分割段数：设置坐标轴的分割段数，需要注意的
是这个分割段数只是个预估值，实际显示的段数会在这
个基础上根据分割后坐标轴刻度显示的易读程度作调
整。

● 大值 小值设置/ 大值、 小值：可设置坐标轴的
大值和 小值，单击“清空”恢复默认值。

● X轴名称设置/坐标轴名称：坐标轴的名称内容。

● X轴名称设置/字体大小：坐标轴名称的字体大小。

● X轴名称设置/颜色：坐标轴名称的字体颜色。

● X轴名称设置/刻度标签旋转的角度：控制刻度标签的旋
转，在文字过长时可以避免重叠。

● 轴线设置/坐标轴显示：控制是否显示坐标轴。

● 轴线设置/轴线显示：控制是否显示轴线。

● 轴线设置/刻度显示：控制是否显示刻度。

● 轴线设置/线的颜色：轴线的颜色。

● 轴线设置/刻度标签颜色：刻度标签的颜色。

● 网格线设置/显示：是否显示轴网格线。

● 网格线设置/线的类型：轴网格线的类型。

● 网格线设置/颜色：轴网格线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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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Y轴设置 Y轴配置，展开后，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Y轴坐标轴类型：可设置为连续数据（支持数值类型的
数据）、类目轴（支持字符、字符串等类目类型的数
据）、时间轴（支持日期、时间类型的数据）。

● 大值 小值设置/ 大值、 小值：可设置坐标轴的
大值和 小值，单击“清空”恢复默认值。

● Y轴名称设置/坐标轴名称：坐标轴的名称内容。

● Y轴名称设置/字体大小：坐标轴名称的字体大小。

● Y轴名称设置/颜色：坐标轴名称的字体颜色。

● 轴线设置/坐标轴显示：控制是否显示坐标轴。

● 轴线设置/轴线显示：控制是否显示轴线。

● 轴线设置/刻度显示：控制是否显示刻度。

● 轴线设置/线的颜色：轴线的颜色。

● 轴线设置/刻度标签颜色：刻度标签的颜色。

● 网格线设置/显示：是否显示轴网格线。

● 网格线设置/线的类型：轴网格线的类型。

● 网格线设置/颜色：轴网格线的颜色。

图例 图例相关配置。展开“图例”后打开“显示图例”开关，
可设置如下：

● 位置选择：图例的位置。

● 小图标：图例的小图标形状。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大小：图例文本字体的大小。

● 文本样式设置/文本颜色：图例文本的颜色。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系列：图例文本的字体。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粗细：图例文本字体的粗细。

● 文本样式设置/文字风格：图例文本的文字风格。

图例文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下“name”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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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视觉映射组件 该配置是气泡图特有的配置。打开“显示组件”开关，显
示如下参数：

● 组件位置/横坐标(%)、纵坐标(%)：调节视觉映射组件
的位置。

● 组件宽高/宽度、高度：设置视觉映射组件的宽度和高
度。

● 组件允许范围/ 小值、 大值：通过设置 大值和 小
值，形成了视觉映射的定义域。

● 图元大小范围/ 小值、 大值：与组件允许范围协同控
制散点图形的大小。

● 两端的文本/顶端内容：视觉映射组件顶端内容文本。

● 两端的文本/底部内容：视觉映射组件底部内容文本。

● 两端的文本/文本颜色：两端的文本颜色。

● 两端的文本/文本字体大小：文本字体大小。

● 控制器颜色：可以设置视觉映射组件控制器的颜色。

组件标题 该组件标题设置。打开“设置标题”开关，显示的参数说
明如下：

● 内容：组件标题的文本内容。

● 位置选择：组件标题的文本位置。

● 背景色：标题的背景色。

● 字体大小：组件标题的文本字体大小

● 字体系列：组件标题的字体系列。

● 文本颜色：组件标题的文本颜色。

图表信息 图表背景设置。

重点参数说明如下：

● 图表背景色。

● 边框圆角。

● 坐标系位置：设置坐标系与组件上下左右边距距离的百
分比。

 

2.5.7.12 雷达图

雷达图，实现雷达图图表统计。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图表 > 雷达图”中拖出雷达图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
处。在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参数说明请
参考预置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

该组件主要实现雷达图图表统计，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
对雷达图进行多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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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86 雷达图配置效果

表 2-114 雷达图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选择模板 系统默认提供两种可选模板，点击即可切换样式。

● 多组单数据模板

● 单组多数据模板

可选择某一模板重置，也可通过设置各配置项得到想要的
效果。

图表信息 图表背景设置。展开后可设置背景的颜色、四边圆角（取
值为“0”时为直角，“100”为圆角）。

组件标题 该组件标题设置。打开“设置标题”开关，显示的参数说
明如下：

● 内容：组件标题的文本内容。

● 位置选择：组件标题的文本位置。

● 背景色：标题的背景色。

● 文本字体大小：组件标题的文本字体大小

● 字体系列：组件标题的字体系列。

● 文本颜色：组件标题的文本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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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坐标系 坐标设置。包括雷达半径、中心位置、指示器配置、分隔
线设置等。

重点参数说明如下：

● 基本信息/半径(%)：雷达图的半径占组件一半高度的百
分比。

● 基本信息/仪表盘中心位置/横坐标(%)、纵坐标(%)：圆
心到组件左侧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圆心到组件
顶端的距离占组件高度的百分比。

● 基本信息/绘制类型：雷达图的绘制类型，支持圆形和多
边形。

● 指示器：单击“+”可增加指示器。可以设置指示器的
名称、 大值、 小值、颜色。

● 指示器名称：打开“显示名称”开关，可以统一设置所
有指示器名称的颜色、文字风格、文本字体大小、字体
系列、字体粗细，另外可以设置指示器名称与指示器轴
的距离。

● 轴分割段数：轴的分割段数，即几个圆圈。

● 分割线：即圆圈。分割线会按颜色设置列表中颜色的顺
序依次循环展示颜色。

● 分隔区域。打开“显示分隔区域”可设置分隔区域颜
色，分隔区域会按颜色设置列表中颜色的顺序依次循环
展示颜色。

● 坐标轴轴线：打开“显示轴线”，可设置坐标轴轴线的
颜色。

数据系列 对数据属性（数据的标记图形、标记的大小等）进行一系
列配置。单击“+”可添加数据系列。当数据系列的设置数
多于实际数据时，多于的数据系列不显示。展开数据系
列，显示的各参数说明如下：

● 标记样式/标记的图形：可以设置标记的图形形状。

● 标记样式/标记的大小：可以设置标记的图形大小。

● 标记样式/折线拐点标志颜色：折线拐点标志的颜色。

● 折线样式/宽度：折线的宽度。

● 折线样式/线的类型：折线的类型。

● 折线样式/透明度：折线的透明度。

● 折线样式/颜色：折线的颜色。

● 区域填充样式/透明度：折线内区域填充的透明度。

● 区域填充样式/颜色：折线内区域填充的颜色。

● 图形上的文本标签：打开“显示标签”，可设置图形上
的文本标签的文本字体大小、字体颜色和字体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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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图例 图例相关配置。展开“图例”后打开“显示图例”开关，
可设置如下：

● 图例选择模式：可选单个或多个两种模式。

● 位置选择：图例的位置。

● 图例间隔：图例之间的间距。

● 小图标：图例的小图标形状。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大小：图例文本字体的大小。

● 文本样式设置/文本颜色：图例文本的颜色。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系列：图例文本的字体。

● 文本样式设置/字体粗细：图例文本字体的粗细。

● 文本样式设置/文字风格：图例文本的文字风格。

图例文字内容来源于数据模型“dataValue”下“name”
取值。

 

2.5.7.13 仪表盘

仪表盘组件，实现仪表盘统计。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仪表盘”中拖出仪表盘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页
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参数说明请参考预置
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

该组件主要实现仪表盘统计，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仪
表盘进行多种配置。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52



图 2-487 仪表盘配置界面

表 2-115 仪表盘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组件标题 该组件标题设置。包括是否显示标题、标题文本内容、文
本位置、背景等。

边框圆角 边框圆角设置。

数据系列 对数据属性（单位设置、仪表盘角度、区间范围、仪表盘
半径、分段个数等）进行一系列配置。

当数据系列的设置数多于实际数据时，多于的数据系列不
显示。

图表背景 图表背景设置。

提示框格式 提示框格式配置。

 
2.5.7.14 翻牌器

翻牌器组件用于在页面中展示实时数据的变化，在初始化或数据刷新时页面该组件展
示数据会连续变动到新的数据。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文本”中拖出翻牌器组件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
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参数说明请参考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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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组件及公共属性说明。其中“数据”页签“桥接器实例”选择“翻牌器数据桥接
器”，“数据类型”选择“静态数据”，可在预置的静态数据中改变“number”的取
值来设置翻牌器显示的具体数字，您也可设置通过调用URL来配置动态数据。

选择该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可对翻牌器进行多种配置。

图 2-488 普通类型效果

图 2-489 滚动类型效果

表 2-116 翻牌器配置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名 说明

样式设置 数字大小 数字文本的大小。

数字颜色 数字文本的颜色。

数字背景色 数字所占格子的背景颜色。

数字间隔
（px）

数字之间的间隔距离，取值范围为4~30px。

卡片内边距 整体数字和组件边框的内边距。

字体粗细 数字文本字体的粗细。

显示千分逗号 数值是否显示千分位逗号分隔符。

显示标题 是否显示翻牌器组件的标题。

标题内容 翻牌器组件的标题内容。当打开“显示标题”开关
时，该参数才会出现。

标题对齐方式 翻牌器组件的标题对齐方式。当打开“显示标题”开
关时，该参数才会出现。

标题颜色 翻牌器组件的标题文本颜色。当打开“显示标题”开
关时，该参数才会出现。

标题大小 翻牌器组件的标题文本大小。当打开“显示标题”开
关时，该参数才会出现。

显示单位 是否显示翻牌器数字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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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名 说明

单位内容 翻牌器数字的单位文本内容。当打开“显示单位”开
关时，该参数才会出现。

单位颜色 翻牌器数字的单位文本颜色。当打开“显示单位”开
关时，该参数才会出现。

单位大小 翻牌器数字的单位文本大小。当打开“显示单位”开
关时，该参数才会出现。

动画设置 动画类型 翻牌器数字动画类型，分“普通类型”、“滚动类
型”和“翻牌类型”。

动画时间
（ms）

动画播放的时长，单位ms。

单次变换间隔
（ms）

动画单次变换的间隔时长，单位ms。

 

2.5.7.15 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

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组件组合使用，可实现路由导航以及展示当前生效路由对应的页
面内容。一个页面只支持放置一个路由导航和一个路由视图组件。

两个组件组合使用的效果预览如图2-490所示。

图 2-490 页面预览效果

使用预置的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组件

在使用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组件时，当前使用该组件的页面和路由导航关联的页面布
局类型必须为“流式布局”（即响应式布局，该布局下的Widget位置会随着Widget本
身大小和页面大小自动调整。）

在页面中使用路由导航和路由视图组件的方法如下：

1. 已开发好布局类型为“流式布局”的高级页面。例如已开发好“home”、
“page1”、“page2”和“empty”四个高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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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App开发目录，单击Page后面的“+”，选择“高级页面”，输入页面标题和
页面路径，例如都配置为“testnav”，布局类型选择“流式布局”，单击“添
加”。

图 2-491 新建页面

3.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中依次拖出路由导航（示例）和路由视图
组件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

4. 在页面中，单击选中路由导航（示例）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
板。选择“路由”页签，配置不同路由关联的页面。其中“首页”、“页面1”、
“页面2”、“默认”分别从下拉列表选择1中已创建好的高级页面，其中“默
认”页面为预览“testnav”页面时展示的默认页。

图 2-492 配置页面

路由导航组件本身作为路由页面跳转使用，只需要在“路由”页签进行配置，不
需要在组件“事件”页签配置“点击”动作实现页面跳转。

5.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图标进行保存，再单击 进行发布。

6. 单击 查看页面效果。

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

如果想修改导航路由的展示效果，例如在导航路由中增加一个路由标签，这时您可基
于预置的路由导航组件进行定制。定制方法如下：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56



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组件”，在“全局”组件中
选择“路由导航（示例）”。

图 2-493 选择组件

2. 在组件详情页单击“下载”，下载组件包，下载后的压缩包名为
“global_NavigatorWidget.zip”，解压该包。

图 2-494 下载“路由导航（示例）”组件

3.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js”文件，该文件是Widget逻辑文件，整个
Widget的渲染核心JS。

“路由导航（示例）”组件是基于Vue Router（ Vue.js官方的路由管理器）开发
的。您可参考Vue Router的代码开发规范修改组件包中的文件。

您需要着重注意加粗字体说明和配置，根据需要修改代码，本示例场景中增加如
下红色字体代码。
var Navigator_Widget = StudioWidgetWrapper.extend(
    {
        /
        Triggered when initializing a widget and will have the code that invokes rendering of the widget
         setParentContainer(JQueryParentContainerDOM) - binds event to this container
         setItemContainer(JQueryItemContainerDOM) - binds studio item events for respective item 
containers
         bindEvents() - binds the studio event to this widg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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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 function()
        {
            var thisObj = this;
            thisObj._super.apply(thisObj, arguments);

            if ((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
                平台会为每一级路由生成一个default路由,当其他路由匹配不到时, 可以匹配到该默认路由。
                name 需要唯一;
                displayName 用于在开发界面配置路由时展示
                params 定义路由的参数, 只有 顶层路由可以配置参数
                children 配置嵌套路由, 目前 多支持到三级路由
                */
            
               var router = [
                    {
                        name: 'homepage',
                        displayName: 'homepage',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name: 'page1',
                        displayName: 'page1',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name: 'page2',
                        displayName: 'page2',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name: 'page3',
                        displayName: 'page3',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 通过Studio.registerRouter定义一个路由。
                Studio.registerRouter(thisObj, router);
            }
            
            thisObj.render();
        },

        /
        Triggered from init method and is used to render the widget
         */
        render: fun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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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thisObj = this;
            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
            var elem = thisObj.getContainer();
            var items = thisObj.getItems();
            var connectorProperties = thisObj.getConnectorProperties();

            /
            API to get base path of your uploaded widget API file
             */
            var widgetBasePath = thisObj.getWidgetBasePath();
            if (elem)
            {
                var containerDiv = $(".scfClientRenderedContainer", elem);
                if (containerDiv.length)
                {
                    $(containerDiv).empty();
                }
                else
                {
                    container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containerDiv.className = "scfClientRenderedContainer";
                    $(elem).append(containerDiv);
                }
                
                const i18n = HttpUtils.getI18n({
                    locale: HttpUtils.getLocale(),
                    messages: thisObj.getMessages()
                });

                // 通过router: Studio.router注入路由对象。
                var vm = new Vue({
                    el: $("#navigator_widget",elem)[0],
                    i18n: i18n,
                    router: Studio.router
                });
            }

            /
            API to bind global events to the item DOM :
              thisObj.sksBindItemEvent();
             
             API to bind item events to the item DOM :
              thisObj.sksBindItemEvent(JQueryItemContainerSelector, ItemIdx);
             JQueryItemContainerSelector - A JQuery selector that returns an array of DOMs that 
represents the individual item inside the item container, to which the hotspot needs to be bound.
             ItemIdx (Optional) - To bind the item events to a specific item.
             */
            thisObj.sksBindItemEvent();

            /
            API to refresh the previously bound events when a resize or orientation change occurs.
              thisObj.sksRefreshEvents(ItemIdx);
             ItemIdx (Optional) - To refresh events for a specific item. Default value is 0.
             */
            $(window).resize(function()
            {
                thisObj.sksRefreshEvents();
            });
        }
    });

4.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ftl”文件。

该文件是Widget dom结构文件，相当于HTML文件，负责样式展示。本示例场景
中增加如下红色字体代码。
<div id="navigator_widget" v-cloak>
    <router-link :to="{name: 'homepage', params: {id: 0}}">{{$t("homepage")}}</router-link>
    <router-link :to="{name: 'page1', params: {id: 1}}">{{$t("page1")}}</router-link>
    <router-link :to="{name: 'page2', params: {id: 2}}">{{$t("page2")}}</rout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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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ter-link :to="{name: 'page3', params: {id: 3}}">{{$t("page3")}}</router-link>
</div>

5. 根据需要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css”文件。本场景不需要修改。

该文件是Widget的样式文件，在该文件中编写Widget的css样式。
#navigator_widget {
    font-size: 20px;
    background-color: rgb(84, 92, 100);
}

#navigator_widget a {
    display: inline-block;
    color: #fff;
    height: 60px;
    line-height: 60px;
    padding: 0 20px;
    text-decoration: none;
}

#navigator_widget .router-link-exact-active {
    color: rgb(255, 208, 75);
}

6. 修改“messages-zh.json”和“messages-en.json”文件。

该文件为Widget的国际化资源文件。本示例场景中增加如下红色字体代码。

– “messages-zh.json”文件：
{
    "zh-CN": {
        "homepage": "首页",
        "page1": "页面1",
        "page2": "页面2",
        "page3": "页面3"
    }
}

– “messages-en.json”文件
{
    "en-US": {
        "homepage": "Home",
        "page1": "Page one",
        "page2": "Page Two",
        "page3": "Page Three"
    }
}

7. 将所有文件（包括已修改的文件）重新打成zip包

“global_NavigatorWidgetNew.zip”，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
“高级页面 > 组件”，单击“提交新组件”。单击“请选择源文件(.zip)”，选择
zip包，填写基本信息，单击“提交”进行上传。

表 2-117 上传组件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字 组件名称。

示例：NavigatorWidget

上传图标 组件的显示图标。

上传源文件 组件源文件包，单击“请选择源文件(.zip)”可选择zip包
“global_NavigatorWidgetNew.zip”上传。

插件标识 资产ID，前 不可编辑，上传组件包后会自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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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分类 Widget所属分类，上传组件后，该组件将会在高级页面的该
分类下进行展示，非必填。

选择“导航”。

领域 该组件包应用的领域。

一般保持默认“通用”。在组件列表中可基于领域进行分类
展示。

场景 该组件包应用的场景。

在组件列表中可基于场景进行分类展示。

发行说明 该组件描述信息。需要配置不同语种下的描述信息。

将会在组件详情页“概况”页签下进行展示。

 

8. 新建一个流式布局的高级页面，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的自定义
组件中拖出刚创建的Widget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
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选择“路由”页签，配置不同路由关联的页面。

自定义组件的“路由”页签出现了页面3，符合场景要求。

图 2-495 拖拽自定义组件并配置路由

9.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中拖出路由视图组件至设计页面自定义组
件下方。

10.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图标进行保存，再单击 进行发布。

11. 单击 查看页面效果，新增了路由页面3，符合预期。

图 2-496 预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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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路由导航开发示例

如果要在路由导航中嵌套路由，即实现如图2-497所示页面效果。您需要在第一级路由
导航js文件的路由参数中使用children配置。

图 2-497 嵌套路由页面效果

开发步骤如下：

1. 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下载预置组件路由导航（示例），解压
“global_NavigatorWidget.zip”。

2.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js”文件，在路由参数中使用children配置。

增加如下红色字体代码。
            if ((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
                平台会为每一级路由生成一个$default路由,当其他路由匹配不到时, 可以匹配到该默认路由。
                name需要唯一;
                displayName用于在开发界面配置路由时展示
                params定义路由的参数, 只有 顶层路由可以配置参数
                */
            
               var router = [
                    {
                        name: 'homepage',
            displayName: 'homepage',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children: [
                            {
                                name: "homepage-1",
                                displayName: "homepage 1"
                            },
                            {
                                name: "homepage-2",
                                displayName: "homepage 2"
                            }
                        ]
                    },
            {
                        name: 'page1',
            displayName: '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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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name: 'page2',
            displayName: 'page2',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 通过Studio.registerRouter定义一个路由。
                Studio.registerRouter(thisObj, router);
            }

3. 将所有文件（包括已修改的文件）重新打成zip包
“global_NavigatorWidgetAdd1.zip”，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上传该组
件。

4. 新建一个流式布局的高级页面“Navigator”，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
“导航”的自定义组件中拖出刚创建的Widget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单击选中
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属性配置面板。选择“路由”页签，如图2-498所
示配置第一级和第二级路由关联的页面。

图 2-498 配置路由

5. 在设计页面“Navigator”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中拖出路由视图组件至设
计页面自定义组件下方。

6. 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下载预置组件路由导航（示例），解压
“global_NavigatorWidget.zip”。

7.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js”文件，由于在第一级路由导航组件中已经
定义第二级路由，您需要在第二级路由导航的js文件中删除路由定义的代码。

删除如下代码。
            if ((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
                平台会为每一级路由生成一个default路由,当其他路由匹配不到时, 可以匹配到该默认路由。
                name 需要唯一;
                displayName 用于在开发界面配置路由时展示
                params 定义路由的参数, 只有 顶层路由可以配置参数
                children 配置嵌套路由, 目前 多支持到三级路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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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router = [
                    {
                        name: 'homepage',
            displayName: 'homepage',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name: 'page1',
            displayName: 'page1',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name: 'page2',
            displayName: 'page2',
                        params: [
                            {
                                name: "id",
                                displayName: "ID"
                            }
                        ]
                    }
                ];
                
                // 通过Studio.registerRouter定义一个路由。
                Studio.registerRouter(thisObj, router);
            }

8.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ftl”文件，修改路由的页面参数，改为2中添
加的children配置。

该文件是Widget dom结构文件，相当于HTML文件，负责样式展示。本示例场景
中增加如下红色字体代码。
<div id="Navigator_Widget">
    <router-link :to="{name: 'homepage-1', params: {id: 1}}">homepage-1</router-link>
    <router-link :to="{name: 'homepage-2', params: {id: 2}}">homepage-2</router-link>
</div>

9. 将所有文件（包括已修改的文件）重新打成zip包
“global_NavigatorWidgetAdd2.zip”，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上传该组
件。

10. 打开使用第二级路由导航的页面“home”，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从“导
航”的自定义组件中拖出刚创建的Widget至设计页面右侧空白处。在“路由”页
签不做任何配置。

图 2-499 “路由”页签

11. 在设计页面“home”左上方单击 ，从“导航”中拖出路由视图组件至设计页
面自定义组件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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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别单击“home”和“Navigator”页面上方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13. 在“Navigator”页面上方单击 进行发布。

14. 单击 查看“Navigator”页面效果，如图2-497所示，查看到嵌套路由，符合预
期。

自定义布局样式

如果你的导航页面想实现如下图所示布局效果。整个页面不需要有滚动条，而其中导
航组件区域和全局路由视图组件区域可随滚动条滚动时。你可参考如下开发步骤实
现。

图 2-500 自定义布局样式页面效果

开发步骤如下：

1. 在头部组件的“.css”样式文件中指定头部组件的高度。

样例代码如下：
#headerWidget {
              height: 90px;
}

2. 参考基于预置组件进行自定义下载预置组件路由导航（示例），解压
“global_NavigatorWidget.zip”。

3. 修改解压后的“Navigator_Widget.css”文件，该文件是Widget的样式文件，在
该文件中编写Widget的css样式。

样例代码如下：
html[app=desktop] body {
              overflow: hidden;
}
 
#navigatorWidget, #global_RouterViewWidget {
              height: calc(100% - 90px);
              overflow: scroll;
}

4. 将修改后的头部组件和组件路由导航组件文件重新打成zip包。在App开发界面左

侧列表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组件”，单击“提交新组件”。单击“请选择
源文件(.zip)”，选择zip包，填写基本信息，单击“提交”进行上传。

5.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拖出上传的头部组件、路由导航组件和预置的路由视
图组件至设计页面。在路由导航组件中设置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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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保存和发布，并预览页面，查看效果。

2.5.8 开发高级组件

2.5.8.1 在线开发高级组件

背景信息

当AppCube平台提供的全局高级组件无法满足您的开发需求时，平台支持开发者自定
义组件包，上传后可在高级页面中使用。

自定义组件的开发流程通常是选择系统预置的组件模板下载到本地，组件开发完成后
再上传到组件库中，具体操作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介绍。

说明

【信息】AppCube支持对全局高级组件进行二次开发后，上传为自定义组件。AppCube支持将
标准页面发布为高级组件，详细信息请查阅如何将标准页面发布成高级组件。

场景描述

本节以开发网站中常用的标签切换页面为例，向您介绍如何基于组件模板在线开发组
件。参考华为消费者业务网站（如图2-501所示），页面中主要包含标签栏和详情展示
模块两部分，可以通过切换标签来控制详情展示模块中的展示内容。

图 2-501 消费者业务网站示例

本节主要在高级页面中，通过两个组件（标签页组件、信息展示组件）复现上述场
景，其中标签页组件包含产品类别（手机、笔记本、平板等），信息展示组件用于展
示不同产品类别的图片信息。两个组件通过事件-动作机制实现交互，在标签页组件中
注册标签切换事件，此事件绑定信息展示组件中切换产品图片的动作。

说明

【信息】本节使用的示例组件开发过程中使用了前端开发框架Vue及组件库Element。事件-动
作机制详细信息请查阅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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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下载组件模板。

1. 切换到组件模板页面，在开发工作台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高级页面 > 组件模
板”。

系统预置了以下几种Widget模板。

表 2-118 组件模板列表

组件模板名称 功能

widgetVueTemplate 当自定义组件需要使用Vue库时，请选用该模板。

widgetPropertyTemplate 当自定义组件需要通过自定义属性栏配置属性
时，请选用该模板。

widgetActionTemplate 当自定义组件需要添加动作属性时，请选用该模
板。该类型组件开发过程请参考如何实现组件交
互。

widgetEventTemplate 当自定义组件需要添加事件属性时，请选用该模
板。该类型组件开发过程请参考在线开发高级组
件。

widgetBridgeTemplate 当自定义组件需要通过桥接器调用后台数据时，
请选用该模板。该类型组件开发过程请参考如何
调用后台接口。

widgetPageMacroTemplat
e

当需要使用页面宏来存储变量时，请选用该模
板。

 
2. 下载组件模板。

根据需求选择模板，在组件模板详情页中单击“下载”按钮，在“下载组件模
板”弹窗中输入组件名称，单击“保存”按钮即可。

本章节示例中同时开发标签页组件和信息展示组件，由于本例中组件基于Vue框架
实现，所以优先选择widgetVueTemplate模板，标签页组件取名为TabsWidget，
信息展示组件取名为DisplayWidget。模板组件下载方法如下图所示（以下载
TabsWidget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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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2 下载组件模板示例

说明

【信息】若选择“下载原始模板”，下载到本地的组件包中组件名称不会被修改。

步骤2 初识组件文件结构。

将下载到本地的组件包进行解压，然后使用您熟悉的开发工具进行开发。

本章节以刚下载的TabsWidget组件为例，说明组件包的文件结构以及各文件的功能。

表 2-119 组件文件结构

文件名 文件说明

TabsWidget.js 组件逻辑文件，整个Widget的渲染核心JS，在组件编辑状态和页面
终的发布运行态都会被加载执行。主要包含的预置API说明请参

见高级页面组件中预置的API。

TabsWidget.e
ditor.js

组件属性定义文件。负责组件在编辑状态时需要渲染的界面和逻
辑。*.editor.js只在组件编辑状态被加载，主要包含：

● propertiesConfig：主要负责组件配置页面中右侧的属性配置逻
辑。

● create方法仅在组件首次被创建时调用一次。

TabsWidget.c
ss

组件的样式文件，在该文件中编写组件的CSS样式。

TabsWidget.ft
l

组件DOM结构文件，需要在服务端提前渲染的部分可以写在此文
件中。相当于HTML文件，负责样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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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 文件说明

packageinfo.j
son

组件的元数据描述文件，定义了如下内容。

● widegtApi name：组件的名称。

● widgetDescription：组件的描述信息。

● authorName: ：组件的作者信息。

● localFileBasePath：组件本地调测路径。

● i18n：指定组件的国际化资源文件（本例模板中未体现）。

● requires：依赖的库名称和版本号。

● width：在绝对布局高级页面中添加该组件时的默认宽度，单位
为px，不填写默认为200px（本例模板中未体现）。

● height：在绝对布局高级页面中添加该组件时的默认高度，单位
为px，不填写默认为200px（本例模板中未体现）。

messages-zh/
messages-
en.json

组件的国际化资源文件，用于配置多语言（本例模板中未体现）。

 

步骤3 组件DOM结构及逻辑编写。

● TabsWidget组件：

a. 在TabsWidget组件包TabsWidget.js文件中的render函数下修改注册的Vue实
例，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thisObj.vm = new Vue({
    el: $("#Tabswidget", elem)[0],
    data:{
        activeName: "phone",
        //定义页签栏中的所含项目
        tabs: [
            {label:"手机",name:"phone"},
            {label:"笔记本",name:"PC"},
            {label:"平板",name:"pad"},
            {label:"智慧屏",name:"HiSilicon"},
            {label:"穿戴",name:"wearableDevice"}
        ]
    },
    methods:{
        //此函数在切换页签时触发，用于触发后续步骤中TabsWidget组件注册的切换页签事件
        handleClick: function () {
            thisObj.triggerEvent("switchingTab", {param: this.activeName});
        }
    }
});

b. 在TabsWidget组件包TabsWidget.ftl文件中修改DOM结构，示例代码如下所
示：
<div id="TabsWidget">
   <!-- 此处用到了Element提供的el-tabs组件  -->
   <el-tabs v-model="activeName" @tab-click="handleClick">
      <el-tab-pane
              v-for="(tab, index) in tabs"
              :key="index"
              :label="tab.label"
              :name="tab.name"
      ></el-tab-pane>
   </el-tabs>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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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Widget组件：

a. 在DisplayWidget组件包DisplayWidget.js文件中的render函数下修改注册的
Vue实例，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thisObj.vm = new Vue({
    el: $("#showtabs", elem)[0],
    data:{
        imgSrc: widgetBasePath + "img/phone.png",
        //定义信息展示组件中展示的图片路径信息
        sources: {
            phone: widgetBasePath + "img/phone.png",
            PC: widgetBasePath + "img/PC.png",
            pad: widgetBasePath + "img/pad.png",
            HiSilicon: widgetBasePath + "img/hisilicon.png",
            wearableDevice: widgetBasePath + "img/wearableDevice.png"
        }
    },
    methods:{
        //此方法将在后续步骤中DisplayWidget组件注册的切换展示信息的动作中调用
        switchPic: function (param) {
            this.imgSrc = this.sources[param];
        }
    }
});

须知

【信息】上述代码中定义的展示图片文件可单击img.zip获取，下载后解压到
DisplayWidget目录中即可正常使用。

说明

【信息】本段示例代码中widgetBasePath变量为组件包上传后的路径，在组件模板
中已包含获取此变量的逻辑，在此直接使用即可（此例也展示了组件中如何引入本地
图片的基本方法）。

b. 在DisplayWidget组件包DisplayWidget.ftl文件中实现DOM结构，示例代码
如下所示：
<div id="showTabs">
   <img :src="imgSrc">
</div>

步骤4 注册、实现事件和动作。

1. 在TabsWidget组件包TabsWidget.js文件中的init函数中注册页签切换的事件，示
例代码如下所示：
if((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var sendEventConfig = [{
        "name": "param"
    }];
    Studio.registerEvents(
        thisObj,
        "switchingTab",
        {"zh_CN": "切换标签", "en_US": "Switching Tab"},
        sendEventConfig
    );
}

2. 在DisplayWidget组件包DisplayWidget.js文件中的init函数中注册切换展示图片
的动作，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if((typeof(Studio) != "undefined") && Studio)
{
    var receiveActionConfi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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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param"
    };
    Studio.registerAction(
        thisObj,
        "switchingPicture",
        {"zh_CN": "切换图片", "en_US": "Switching Picture"},
        receiveActionConfig,
        $.proxy(thisObj.switchingPicture, thisObj),
    );
}

在DisplayWidget组件包DisplayWidget.js文件中的组件示例中（即与init和
render方法在同级作用域）实现上述注册的动作，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switchingPicture: function (event) {
    if (event && event.eventParam) {
        this.vm.switchPic(event.eventParam.param);
    }
}

说明

【信息】“DisplayWidget.js”文件中第一行代码“var DisplayWidget =
StudioWidgetWrapper.extend();”，其含义为新建的自定义组件继承于AppCube平台定义
的StudioWidgetWrapper类，此为开发规范，基于此类开发的自定义组件可以使用平台提
供的如下方法：

– var widgetProperties = thisObj.getProperties(); ：获取组件的自定义属性配置值。

– var elem = thisObj.getContainer(); ：获取组件的DOM元素。

– var connectorProperties = thisObj.getConnectorProperties(); ：获取组件的桥接器属
性配置值。

说明

【信息】事件-动作机制详细信息请查阅如何实现组件交互。

步骤5 定义组件依赖库及组件在绝对布局中默认尺寸。

本节开发的示例组件TabsWidget依赖Vue和Element库，DisplayWidget依赖Vue库。
所依赖的Vue库已在之前选择的组件模板“widgetVueTemplate”中定义，这里只需要
在TabsWidget组件包的packageinfo.json文件中定义所依赖的Element库即可。

1. 如何查询AppCube平台预置库信息，本例以查询Element库为例。

在开发工作台页面单击“资产”按钮，选择“高级页面 > 库”，搜索所需组件并
查看库ID和版本号信息，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图 2-503 查询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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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查询得Element库ID为：global_Element，库 新版本号为：101.0.4。

2. TabsWidget组件包中packageinfo.json修改requires、width、height属性，示例
代码如下所示：
"requires": [
    {
      "name": "global_Vue",
      "version": "100.7"
    },
    {
      "name": "global_Element",
      "version": "101.0.4"
    }
],
"width": "900",
"height": "55",

3. DisplayWidget组件只依赖Vue库，且在下载时选择的widgetVueTemplate组件模
板，所依赖的Vue库已在模板中定义，本例无需修改，只需修改width、height属
性，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width": "900",
"height": "560",

说明

【信息】AppCube平台预置库列表及开发上传自定义库相关详细信息请查阅如何引入第三方
库。

步骤6 上传自定义组件：

1. 将开发好的组件代码压缩到后 为.zip的压缩文件（TabsWidget.zip、
DisplayWidget.zip）中，您也可以单击链接获取示例组件包：TabsWidget.zip、
DisplayWidget.zip。

2. 在开发工作台页面单击 按钮，选择“高级页面 > 组件”，单击“提交新组件”
按钮，在跳转到的“提交新组件”页面中填写组件基本信息，并上传压缩文件，
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以上传TabsWidget组件为例），同样方法提交
DisplayWidget组件。

图 2-504 提交新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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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5 上传自定义组件示例

表 2-120 上传组件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字 组件名称。系统会根据组件包名称自动填充。

示例：TabsWidget

上传图标 组件的显示图标。

上传源文件 组件源文件包，单击“请选择源文件(.zip)”可选择源文件上
传。

示例：选择TabsWidget.zip上传

组件ID 资产ID，前 不可编辑，上传组件包后会自动填写。

分类 组件所属分类，上传组件后，该组件将会在页面的该分类下
进行展示，非必填。

领域 该组件包应用的领域。

一般保持默认“通用”。在组件列表中可基于领域进行分类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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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场景 该组件包应用的场景，有以下几种：

– 高级页面：该组件适用于高级页面开发场景。

– 标准页面：该组件适用于标准页面开发场景。

– BA组态：该组件适用于BA组态页面开发场景。

– 业务大屏：该组件适用于DMAX大屏页面开发场景。

– 业务小屏：该组件适用于DMAX小屏页面开发场景。

可同时勾选多项，勾选后，在相应类型页面开发中，才可使
用该组件。

发行说明 该组件描述信息。必填项，需要配置不同语种下的描述信
息。

将会在组件详情页“概况”页签下进行展示。

 

您也可单击“批量操作组件”进行批量上传提交。

步骤7 组件功能测试。

当两个组件都上传到AppCube平台后，可在高级页面中测试下初步效果。

在高级页面中分别拖入上传的示例组件TabsWidget、DisplayWidget，依次调整布
局、配置事件属性、保存、发布、预览，可在预览页面中测试标签页切换功能，操作
步骤如下图所示。

图 2-506 组件功能测试示例

步骤分解如下。

1. 在高级页面中分别拖入上传的示例组件TabsWidget、DisplayWidget，调整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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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画布中选中TabsWidget组件，在右侧选择“事件”页签，单击“切换标签”后
的齿轮图标。

3. 在“编辑事件 - 切换标签”页面单击“添加动作”，选择“DisplayWidget > 切
换图片”，关闭“编辑事件 - 切换标签”页面。用于实现两个组件的交互。

4.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图标进行保存，保存后单击 进行发布。打开发布的页面网
址，进行测试。单击TabsWidget组件上的标签栏，会在DisplayWidget组件详情
页进行相应的切换展示。

步骤8 通过在线编辑器完善组件

测试结果基本满足预期，但是由于图片尺寸不同，有些图片未能完全展示，还需优
化。本例中向大家介绍AppCube平台提供的在线组件开发工具。

单击组件详情页中的“编辑”按钮，在跳转到的“组件编辑”页面进行组件代码开
发，完成后“发布”按钮即可完成组件更新，本章节以修改DisplayWidget图片样式为
例，操作方法如下图所示。

图 2-507 在线开发组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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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此时组件代码已更新完成，组件版本已升级，但是在高级页面中所用的组件还是更新之前的版
本，用户需要参考图2-508在所在应用的“页面设置”中主动升级后才能生效。支持批量升级。

图 2-508 升级组件

步骤9 更新组件版本：

单击开发工作台左下角“页面设置”按钮，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插件”页签，并执
行更新操作，保存后可使得新版组件在高级页面中生效：

图 2-509 更新组件版本示例

步骤10 终效果展示：

组件版本更新后可见图片已能完全展示，重新发布后预览测试 终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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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0 终测试效果示例

说明

【信息】在组件开发过程中频繁的执行打包、上传、升级组件版本是一种效率很低的做法，
AppCube为您提供了一款脚手架工具：Scaffolding，助您快速开发自定义组件，详细信息请参
考下一节。

----结束

2.5.8.2 使用 Scaffolding 本地开发高级组件

背景信息

为了提升组件开发、调测效率，AppCube平台提供了一款脚手架工具：Scaffolding，
通过此工具创建本地资产工程，可帮助您快捷实现组件的新建、本地开发、调试、预
览、发布、下载等主要功能。

本章节主要内容为介绍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的安装流程及基本使用方法。

须知

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只支持在Windows上安装使用。

安装 Scaffolding

步骤1 在本地依次安装12.16.1~14.18.2版本之间的Node.js、yarn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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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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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果是通过npm安装yarn，yarn的环境变量不会自动配置，需要在cmd命令行窗口执行
“yarn global bin”，将命令执行结果显示的目录配置到电脑环境变量的“path”变量中。

● 在“计算机（win7）/此电脑（win10） > 属性”的高级系统设置中，单击“环境变量”，
修改系统变量中的“path”变量，添加命令执行结果显示的目录。

步骤2 单击下载链接将工具压缩包“assets_starter.zip”下载到本地，进行解压，解压后目录
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2-511 Scaffolding 脚手架工具目录结构

说明

【信息】如果之前安装过Scaffolding脚手架，新工具解压后的目录可以覆盖原目录。

步骤3 打开cmd命令窗口，进入解压后的assets_starter文件夹。

步骤4 （由于工具升级过，如果之前安装过Scaffolding脚手架，安装目录不同且目录仍然存
在，需先执行该步骤）卸载原工具。

在新解压后的assets_starter目录下执行“yarn unlink”。

显示如下类似信息，表示成功卸载原工具。

yarn unlink v1.12.3
success Unregistered "XXX".
info You can now run `yarn unlink "XXX"` in the projects where you no longer want to use this package.
Done in 0.14s.

说明

【信息】首次使用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无需执行此步骤。其中上述显示的信息中“XXX”取决
于已安装Scaffolding包“package.json”文件中“name”取值。例如“name”取值为
“appengine-scaffolding”，“XXX”即为“appengine-scaffolding”。

步骤5 使用yarn和npm之前，需要配置镜像地址，若之前没有配置过，请在cmd命令窗口执
行如下命令按回车键。若不配置，下一步安装Scaffolding时会报网络连接错误。

在cmd命令窗口执行如下命令按回车键，进行npm仓库配置：
npm config set registry 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npm/
npm config set sass_binary_site https://repo.huaweicloud.com/node-sass
npm config set phantomjs_cdnurl https://repo.huaweicloud.com/phantomjs
npm config set electron_mirror https://repo.huaweicloud.com/elec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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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 config set cypress_install_binary 0
npm config set puppeteer_skip_chromium_download 0

在cmd命令窗口执行如下命令按回车键，进行yarn仓库配置：
yarn config set sass_binary_site https://repo.huaweicloud.com/node-sass
yarn config set phantomjs_cdnurl https://repo.huaweicloud.com/phantomjs
yarn config set electron_mirror https://repo.huaweicloud.com/electron
yarn config set registry 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npm/
yarn config set cypress_install_binary 0
yarn config set puppeteer_skip_chromium_download 0

步骤6 在assets_starter目录下执行“yarn run bootstrap”命令安装Scaffolding。

显示如下类似信息且没有报错，表示安装成功。

success Registered "appengine-scaffolding".
info You can now run `yarn link "appengine-scaffolding"` in the projects where you want to use this 
package and it will be used instead.
Done in 147.28s.

说明

【信息】安装过程中若出现“error No registered package found called "appengine-
scaffolding".”错误，无需处理。

【信息】安装过程中若出现网络连接错误，例如“An unexpected error occurred: "https://
registry.yarnpkg.com/killable/-/killable-1.0.0.tgz: connect ETIMEDOUT
104.16.19.35:443"”，这是由于资源地址请求超时造成的，更换一下请求地址即可。可参考步
骤5配置镜像地址。

步骤7 为使用vue cli 2的模板功能，需要在cmd命令窗口，任意本地目录下执行如下加粗字体
命令安装vue/cli和vue/cli-init。
yarn global add @vue/cli
yarn global add @vue/cli-init

显示如下，表示执行成功。
......
success Installed "@vue/cli@4.5.13" with binaries:
      - vue
Done in 23.56s.

步骤8 执行如下加粗字体命令，使用yarn自身的workspace能力来管理多个package的依赖。
yarn config set workspaces-experimental true

显示如下，表示执行成功。

success Set "workspaces-experimental" to "true".
Done in 0.07s.

步骤9 （可选）若有新的工具压缩包需要升级，则直接使用新的包“assets_starter.zip”，重
新解压覆盖本地包，执行“yarn run bootstrap”命令重新安装Scaffolding。

----结束

Scaffolding 图形界面操作方式

成功安装脚手架工具后，您可通过界面操作方式使用该工具。

步骤1 启动Scaffolding脚手架。

在cmd命令窗口任意目录下执行“magno ui”命令，会在浏览器中自动打开图形操作
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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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2 Scaffolding 图形操作界面首页

说明

【信息】图中区域1所示为项目管理栏，可以新建或导入本地资产工程；区域2所示为已有资产
工程列表，首次使用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此列表为空。

若未能正常启动脚手架工具请参考异常处理。

步骤2 创建新应用（新应用即新资产工程）：

1. 在Scaffolding图形界面首页中单击“+ 新建”按钮；

2. 在弹出的“创建新应用”弹窗中设置新应用目录和名称。

图 2-513 创建新应用-设置应用信息

说明

若创建新应用时报错“failed to create app, TypeError: pinyin(...).flat is not a
function”，处理步骤请参考•如果在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 ui”命令打...。

3. 单击“确认创建”按钮，完成应用创建。

– 应用创建成功后，会在脚手架图形界面首页应用列表中出现新建的应用，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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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4 应用创建完成

– 新建的应用目录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2-515 应用工程目录

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121 目录说明

目录 功能

demos 预置的组件示例。

packages 用来存放创建的组件工程，每个组件都是一个package工
程。

READMD.
md

帮助文档，包含应用工程的初始化以及创建、预览、上传、
及下载组件的命令行，您可以参考此文档通过命令行方式执
行组件开发相关操作。

 

说明

【信息】您也可单击“导入”，导入已有应用工程包。

步骤3 应用设置。

1. 单击首页应用列表中新建的应用，进入组件管理页面。

图 2-516 组件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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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便您通过该脚手架工具访问AppCube开发环境，进行组件调试、发布等操作，
您需要使用OAuth 2.0协议客户端模式进行接入认证。若您已完成新建认证密钥操
作，且已生成认证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517 OAuth 认证

单击上图操作列中“查看密钥”按钮，密钥信息会以文件形式下载到本地，您可
以从中读取客户端ID（client_id）和客户端密钥（client_secret）信息，用于应用
设置。

说明

【信息】OAuth认证过程中新建认证密钥时授权类型需选择“客户端模式”，用户建议选
择具有管理员权限（System Administrator Profile）的用户。

OAuth认证相关详细信息请参考认证鉴权。

3. 单击组件管理页面中的“设置”按钮，弹出“应用设置”弹窗（如下图所示），
配置开发环境信息（参数说明见表2-122），单击“确定”按钮；

图 2-518 应用设置页面

表 2-122 应用设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AppCube
环境地址

AppCube开发环境地址（例如：https://appcube.cn-
north-4.huaweicloud.com/）。

客户端ID 通过该脚手架工具登录AppCube开发环境时所需的客户端ID，获
取方法参考步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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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客户端密
钥

通过该脚手架工具登录AppCube开发环境时所需的客户端密钥，
获取方法参考步骤3.2。

上网代理 非必选，如果您的网络环境存在限制，需要使用代理服务器访问配
置的AppCube开发环境，则需要设置。

代理服务
器地址

开启上网代理后，该参数才会显示。表示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代理服务
器端口

开启上网代理后，该参数才会显示。表示代理服务器的端口。

代理认证
用户名

开启上网代理后，该参数才会显示。表示使用代理服务器时，代理
认证的用户名。

代理认证
密码

开启上网代理后，该参数才会显示。表示使用代理服务器时，代理
认证的密码。

 

说明

【信息】若在应用设置过程中出现下图所示错误，优先建议排查以下两条内容：

1. 确定您的网络环境访问AppCube环境时是否需要设置上网代理；

2. 申请OAuth认证记录时，选取的用户是否具有管理员权限（System Administrator
Profile）、选取的授权类型是否为“客户端模式”。

步骤4 新建组件。

1. 在“组件管理”页面单击“+ 新建组件”按钮，在“新建组件”页面配置新组件
参数信息，单击“创建新组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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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9 新建组件

表 2-123 “新建组件”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组件类型 组件类型，系统目前支持三种类型。

– 高级页面组件：表示生成的组件工程可打包为用于高级页面开
发的高级组件资产。创建的该类型组件会保存在本地应用工程
目录下的“packages\advancedPageAssets”目录中。

– 标准页面组件：表示生成的组件工程可打包为用于标准页面开
发的组件资产。创建的该类型组件会保存在本地应用工程目录
下的“packages\standardPageAssets”目录中。

– vue高级页面组件：用于开发vue单文件组件，可打包成传统的
组件包，用于开发高级页面（基于此类型开发的组件不同于高
级页面组件和标准页面组件，不可直接用于AppCube平台
中）。创建的该类型组件会保存在应用工程目录下的
“packages\advancedPageAssets”目录中。

– 卡片/卡片模板：用于开发卡片组件。

组件名称 该组件名称。

组件描述 组件的描述信息，可选。

开发者 开发者信息，可选。

 

说明

【信息】开发高级组件（即应用于高级页面中的组件）时，组件类型应选择“高级页面组
件”。

2. 成功创建组件后，组件管理页面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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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0 高级页面组件列表

组件列表中功能按钮说明见下表。

表 2-124 组件列表中功能按钮说明

按钮 名称 功能

组件
编辑

用于打开“组件编辑”页面，通过在线编辑器开发组件。

打开
本地
编辑
器

用于打开本地编辑器（支持Atom、Brackets、Visual Studio
Code、IDEA、Notepad++、PyCharm、PhpStorm、
RubyMine、Sublime Text、WebStorm等编辑器），在本地编
辑器中开发组件。

启动
调试

用于启动调试，弹出页面提示“调试地址复制成功，组件
Widget1的调试地址:https://localhost:8001/widget”。

预览 用于预览组件图形界面效果，单击后浏览器弹出新的标签页，
展示组件的DOM结构，其效果与高级页面发布后预览效果一
致。组件DOM结构更改后，此页面会动态更新。

组件
设置

用于配置组件依赖的Library资源。

编译 可编译组件，编译成功后会提示组件资产包的路径。

发布 可将本地的该组件资产上传到AppCube环境的组件库中。发布
后，在对应开发环境的组件库中可以查看发布的组件。

 

在应用目录中的“packages > advancedPageAssets”目录中可查看新建的组件
“newWidget”，其目录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2-521 组件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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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目录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125 组件目录说明

目录/文
件

功能

dist 单击功能按钮中的“编译”按钮才会生成此目录，用于存放编译打
包后的组件资产包。

preview 单击功能按钮中的“预览”按钮才会生成此目录，其内容为组件预
览页面的代码。

widget 组件的源码包，在此目录中进行组件的开发，其中各文件的详细说
明请参考在线开发高级组件。

package.j
son

应用工程中当前组件工程包的元数据文件。

 

步骤5 组件的预览与发布：

成功新建组件后，可以先试用下组件的预览与发布功能。

1. 预览：单击功能按钮中的“预览”按钮，其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2-522 组件预览示例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86



说明

【信息】在弹出的预览页面显示的“the dom of the widget”是新建组件中DOM结构所
包含的元素，其代码如下图所示：

2. 发布：单击功能按钮中的“发布”按钮，在弹窗中填写组件分类等信息，确定发
布后可以在AppCube开发环境创建的高级页面中使用刚发布的组件，其操作步骤
如下图所示：

图 2-523 组件发布示例

说明

【信息】在组件发布过程中选取的“分类”与“领域”即是该组件在AppCube环境中的分
类与领域，在开发环境中要到相应的分类与领域中的自定义组件中查看及使用。

【信息】建议您在开发组件DOM结构时使用组件的预览功能，预览功能可以动态更新组件
DOM的变化。

【信息】若在组件开发过程中涉及事件-动作、桥接器等功能，建议您参考步骤6，使用组
件调试功能。

步骤6 调试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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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开发组件后，频繁的打包组件资产包上传至AppCube环境再查看页面显示效
果，是一件效率极低的事情。通过如下配置，可打通本地开发环境与AppCube开发环
境，实现实时在线调测组件。

说明

【信息】在进行组件调试前，需要将待调试的组件发布到AppCube开发环境组件库中，并将其
拖拽到高级页面中，若您还未执行相关操作，请参考步骤5，并执行相应操作。

1. 在脚手架工具“组件管理”页面中单击待调试组件所在行的“调试”按钮 （例
如本例中的“newWidget”），启动该组件的调试功能，系统会弹出“调试地址
复制成功”提示框，说明您已成功启动组件调试并已复制调试地址。

弹出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2. 在成功获取组件调试地址后，需要在AppCube开发工作台设置该组件的本地调试
能力。在开发工作台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 页面设置”，在页面设置页选择“插
件”页签，单击“本地调试设置”，操作步骤如图2-524所示。在大屏页面调试组
件，可在大屏项目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齿轮图标，打开项目设置页面。选择“组
件”页签，单击“本地调试设置”。

图 2-524 本地调试设置

说明

【信息】当在大屏页面调试组件时，可在大屏项目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齿轮图标，打开项
目设置页面。选择“组件”页签，单击“本地调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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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本地调试设置”弹窗中配置该组件的“本地资源访问根路径”，此路
径即为在步骤6.1启动组件调试后复制的调试路径，在输入框中粘贴后单击“确
认”。

配置后，在预览该App中使用该组件的高级页面后，会读取您本地资产工程文件
夹下的组件包配置数据。

图 2-525 配置调试地址

说明

【信息】配置成功后，在预览包含该组件的高级页面时，会读取您本地资产工程文件夹下
的组件包配置数据。

【信息】在“本地调试设置”弹窗中只会展现通过脚手架工具发布且已拖入高级页面的组
件。

4. 在开发工作台使用该组件的高级页面中依次单击发布 、预览 按钮，可查看该
组件效果。

5. 高级页面发布预览后，就可以实现在本地资产工程中修改组件的代码进行调试。
在脚手架工具“组件管理”页面单击该组件所在行的组件编辑按钮 ，可打开
“组件编辑”页面开发组件（或者单击打开本地编辑器按钮 ，在本地编辑器开
发组件）。然后在AppCube开发环境中刷新后预览新状态，进行调试开发，示例
如下图所示：

图 2-526 组件本地调试示例

6. 组件调试完成后，在开发工作台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 页面设置”，选择“插
件”页签，单击“本地调试设置”，在“本地调试设置”页面选中该组件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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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本地资源访问根路径”，就会读取对应版本组件库中的配置数据，手动关
闭调试功能。也可设置本地路径有效期，例如设置2，表示2天后系统自动清空所
有的本地资源访问根路径，关闭调试功能。

图 2-527 单击“本地调试设置”

图 2-528 关闭本地调试功能

说明

【信息】当在大屏页面调试组件时，可在大屏项目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齿轮图标，打开项
目设置页面。选择“组件”页签，单击“本地调试设置”。在“本地调试设置”页面选中
该组件单击“清空本地资源访问根路径”，就会读取对应版本组件库中的配置数据，手动
关闭调试功能。

7. 至此，已完成本地组件的开发、调试工作，可以将其发布到AppCube环境中正式

使用。在脚手架工具“组件管理”页面单击该组件所在行的发布按钮 ，可将本
地的该组件资产上传到AppCube环境的组件库中。

如果组件库中已有该组件包，会进行组件包的升级更新，升级更新后的组件需要
在开发工作台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页面设置”，选择“插件”页签，在该组件

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 ，更新站点内该组件。操作实例如下图所示：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90



图 2-529 发布升级组件示例

说明

【信息】当在大屏页面调试组件时，可在大屏项目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齿轮图标，打开项
目设置页面。选择“组件”页签，单击“检查更新”。在该组件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更
新站点内该组。

步骤7 下载组件。

若您需要从AppCube开发环境中下载自定义高级组件，请参考该步骤。以下载场景描
述中介绍如何开发第三方库过程中开发的自定义组件（widget_demo_mintui）为例，
展示如何通过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下载自定义组件。操作方法如下图所示：

在“组件管理”页面单击“下载组件”按钮，在弹出的“下载组件”页面选择要下载
的组件，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将该组件下载到本地。

图 2-530 下载自定义组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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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上图预览页面中展现的组件并非该组件的正常视图效果，原因是该组件设置中缺少
global_VueI18n库。在步骤步骤8中将介绍如何通过组件设置新增组件的库资源。

说明

【信息】当前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仅支持下载自定义组件，暂不支持下载AppCube平台预置
组件。

步骤8 组件设置，新增库资源。

库是组件正常运行的依赖，在组件开发过程中可以通过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配置本
地资产工程中组件的依赖库。在“组件管理”页面，单击需新增库资源组件所在行的
“组件设置”按钮，在弹出页面中单击“新增资源”按钮，选择所需资源库确定即
可。操作示例如下图所示：

图 2-531 组件设置-新增库资源示例

说明

【信息】增加global_VueI18n资源库后，可见上图中预览页面组件已正常展示。

----结束

异常处理
● 如果在命令行窗口执行命令“magno”，提示“'magno'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

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处理步骤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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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上一步切换后的目录下搜索“magno.cmd”文件，确认该文件所在目录。

c. 将“magno.cmd”文件所在目录添加到电脑环境变量的“path”变量中。

在“计算机（win7）/此电脑（win10） > 属性”的高级系统设置中，单击
“环境变量”，修改“path”变量，在值中添加文件“magno.cmd”所在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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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然后重新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检查命令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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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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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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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32 Google Chrome“属性”页面

● 如果使用Mac终端安装该脚手架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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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步骤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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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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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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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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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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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打开
Magno项目管理器操作界面。

● 如果在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提示类似如图2-533所示错误，处理步骤如
下：

图 2-533 执行结果

a. 在命令行窗口执行命令“where magno”，查看magno命令的安装位置。

b. 切换到该magno命令的安装所在目录，用编辑器打开“magno.cmd”文件，
删除倒数第二行的“%~dp0\”。

“magno.cmd”文件中删除如下标红内容：
@IF EXIST "%~dp0\node.exe" (
  "%~dp0\node.exe"  "%~dp0\C:\Users\m00361589\AppData\Local\Yarn\Data\link\magno\bin
\magno.js" %*
) ELSE (
  @SETLOCAL
  @SET PATHEXT=%PATHEXT:;.JS;=;%
  node "%~dp0\C:\Users\m00361589\AppData\Local\Yarn\Data\link\magno\bin\magno.js" %*
)

c. 然后重新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检查命令结果。

● 如果在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 ui”命令报错“spawn cmd ENOENT”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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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在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 ui”命令打开图形操作界面，创建新应用时报错
“failed to create app, TypeError: pinyin(...).flat is not a function”，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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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步骤如下：

a. 请在命令行窗口执行“node -v”，检查Node.js版本，要求12.16.1~14.18.2
版本之间。

b. 获取12.16.1~14.18.2版本之间的Node.js安装包重新安装。

c. 安装后重新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执行“magno ui”命令，打开图形操作界
面，创建新应用。

● 如果通过magno-ui，打开本地高级组件启用调试后获取的本地地址，在浏览器中
进行调试时调试不成功。

处理步骤为：单击“高级”后，单击“继续前往”。

图 2-534 单击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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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5 单击继续前往

2.5.8.3 管理高级组件版本

背景信息

当您开发的自定义组件功能有变动，组件代码发生变动后，需要更新组件版本，在高
级页面中生效。

场景描述

本节以更新组件模板中的widgetVueTemplate组件为例，向您介绍如何管理组件版
本。假设您已下载组件模板中的widgetVueTemplate，并已将其上传到自定组件仓库
中。

若您未进行上述操作，可参考下图操作流程：

图 2-536 获取实例组件并上传为自定义组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提交更新组件。

1. 如下图所示，在组件库中查找待更新的自定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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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7 查找待更新组件

2. 单击待更新的组件，进入组件详情页，如下图所示。

图 2-538 组件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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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6 资产详情页功能描述

按钮 功能

预览 跳转到预览组件页面，可预览该组件效果。本例中组件预览页面如下
图红框所示：

更新 跳转到更新组件页面，可上传 新组件源码包，或更改组件信息。

编辑 打开在线编辑器，可在线开发组件。

下载 下载当前版本的组件源码包。

禁用 禁用当前组件，需要获取锁（左上角“获取锁”图表），禁用后的组
件可重新启用或是删除。

注：若要删除自定义组件，需要先禁用该组件。

 

– 通过组件源码包更新：若您通过本地IDE工具开发组件，将开发完成的组件压
缩为后 为.zip类型的压缩包，单击组件详情页中的更新按钮，上传 新的组
件源码压缩包。操作方法如下图所示：

图 2-539 通过组件源码包更新示例

注：如上图所示，更新后组件版本升为V1.0.1。

– 通过在线编辑更新：可通过在线编辑器开发组件，单击组件详情页中的编辑
按钮，跳转到编辑组件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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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40 编辑组件页面示例：

表 2-127 编辑组件页面

按钮 功能说明

取消编辑 取消本次编辑，并且不会保存已修改内容。

下载 下载该组件源码包。

获取锁/释
放锁

执行获取锁、释放锁操作，只有在获取锁状态下才可进行在线
编辑。

发布 跳转到组件更新页面，执行更新操作，通过在线编辑功能更新
组件无需上传源码压缩包。

 

本例以修改widgetVueTemplate.js文件中的name变量值为例（将name值修
改为“AppCube Studio”），向您说明如何在线编辑组件，操作如下图所
示。

图 2-541 在线编辑组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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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完成后，再次预览该组件，可见其展示文本已变为“Hello, I am
AppCube Studio”，如下图所示。

步骤2 管理组件版本。

若更新的组件已用于高级页面中，需要在“页面设置 > 插件”页签中更新组件版本，
更新后的组件才可在高级页面中生效，如下图所示。

图 2-542 管理组件版本示例

----结束

2.5.9 如何引入第三方库

在高级页面组件开发过程中，平台支持开发者通过引用第三方库的方式在降低组件开
发的复杂度的同时丰富组件的功能。因此，库是支撑高级页面组件运行的第三方依
赖，若缺少相应的库，则高级页面组件不能正常运行。

平台提供了一些系统预置库，若不满足现有需求，平台支持开发者制作并上传新的
库。

背景信息

库分为系统预置库和自定义库。

● 系统预置库

系统预置库是平台已定义好的库，可在高级页面组件中引用或在页面设置中直接
进行加载并使用。平台提供了表1中列出的预置库，您可在开发工作台左侧列表单

击 ，在“高级页面 > 库”选择“全局”页签查看预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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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43 查看系统预置库

说明

【思考】高级页面组件中如何引用库？在页面设置中如何加载使用库？详细内容请参考高
级页面组件中引用库、页面设置中加载使用库。

表 2-128 系统预置库列表

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GISMap global_GISMap 地图组件依赖库：GISMap库是将百度地图、谷
歌地图和高德地图中一些常用JS API封装，生成
的组件库，为地图组件提供应用编程接口。更多
说明请参考GISMap库说明文档.zip。

Echarts
GISMap

global_EchartsG
ISMap

地图组件依赖库：EchartsGISMap库是echarts库
的插件，功能是将百度echarts散点图在百度、谷
歌、高德地图上应用。

需要先加载echarts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说明
请参考EchartsGISMap库说明文档.zip。

echartsli
quidfill

global_echartsli
quidfill

水位图组件依赖库。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ECharts Liquid Fill Chart
官网中2.0.5版本使用说明。

codeMir
ror

global_codeMirr
or

代码编辑器组件。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codeMirror相关资料中
5.49.2版本使用说明。

echarts global_echarts 百度开源图表控件。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echarts相关资料中4.1.1版
本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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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Element global_Element 基于Vue的一个组件库。

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使用说
明请参考Element相关资料中2.6.2版本使用说
明。

Sortable global_Sortable 基于Vue开发的可拖拽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使用说
明请参考Sortable相关资料中1.9.0版本使用说
明。

Vue global_Vue Vue是一套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与
其它大型框架不同的是，Vue被设计为可以自底
向上逐层应用。Vue的核心库只关注视图层，不
仅易于上手，还便于与第三方库或既有项目整
合。

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Vue相关资料中2.6.11版本
使用说明。

VueAwe
someSw
iper

global_VueAwe
someSwiper

基于Vue的轮播图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使用说
明请参考VueAwesomeSwiper相关资料中4.1.1
版本使用说明。

VueColo
r

global_VueColo
r

基于Vue的颜色选择器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使用说
明请参考VueColor相关资料中2.4.0版本使用说
明。

VueDrag
gable

global_VueDrag
gable

基于Vue的拖拽事件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使用说
明请参考VueDraggable相关资料中2.16.0版本
使用说明。

VueI18n global_VueI18n 基于Vue的多语言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使用说
明请参考VueI18n相关资料中8.8.2版本使用说
明。

VueLazy
load

global_VueLazyl
oad

基于Vue的Vue图片懒加载组件。

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使用说
明请参考VueLazyload相关资料中1.2.4版本使用
说明。

VueQuill
Editor

global_VueQuill
Editor

基于Vue的Vue富文本编辑器。

需要先加载Vue库才可以使用该库。更多使用说
明请参考VueQuillEditor相关资料中3.0.6版本使
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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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xlsx global_xlsx 支持excel导入导出功能。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
SheetJS相关资料中0.14.3版本使用说明。

xss global_xss 对用户输入的内容进行过滤，防止xss攻击。更多
使用说明请参考xss相关资料中1.0.6版本使用说
明。

ImageM
anagem
ent

global_ImageM
anagement

图片上传组件，用来连接公有云实现图片上传。

需要先依次加载Vue和VueI18n库才可以使用该
库。

Runtime
Framew
ork

global_Runtime
Framework

支持在高级页面运行由标准页面发布的Widget，
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见如何将标准页面发布成高级
组件。

polyfill global_polyfill 提供JavaScript Pollfill。更多使用说明请参考
polyfill相关资料中0.1.42版本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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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FilePrevi
ew

global_FilePrevi
ew

支持文件的在线预览，包括word、excel、ppt、
pdf。
该库相关的API介绍如下：

● 文件渲染：FilePreview.preview(filePath,
selector,fileContent, lazyLoad, cbk)
参数说明如下：

– filePath：完整的文件全路径，http协议的
全路径，要求与render后端服务器网络相
通。支持读取OBS的文件地址，例如“/
connectors/{connector_type}/
{connector_name}/viewobject?
object=xxxxx/xxx.pdf”。

– selector：渲染区域，如
#rendId、.renderClass，也可以传入vue的
el对象$("#file-preview", elem)[0]。如果
传入会渲染到对应区域，不传则可以使用
cbk回调内容自行处理。

– fileContent：文件的base64编码内容，如
果传入了内容，则不会根据filePath再读取
文件内容，直接使用此入参。

– lazyLoad：是否懒加载。设置为“true”
表示pdf只渲染第一页、excel只渲染第一
个sheet页、ppt只渲染第一页、word为全
部页；设置为“false”表示全部页。

– cbk：回调方法，回调参数为完全的文件实
例。pdf：pdfInstance实例，其他：所有
文件内容。

● 文件按页渲染：
FilePreview.previewPage(fileInstance,
pageNumber, selector)
参数说明如下：

– fileInstance：preview方法回调时参数。

– pageNumber：渲染页码（从1开始）。

– selector：渲染区域，如
#rendId、.renderClass。

使用示例如下：

● 直接预览整个文件：
FilePreview.preview('https://10.xxxx:1234/a.doc', 
"#htmlContent");

● 按页预览文件：pdf按页码、excel按sheet、
ppt按页码，word不支持。例如预览文件首
页，并记录返回的文件实例。
let fileInstance;
FilePreview.preview('https://10.xxxx:1234/a.doc', 
"#htmlContent", "xxxxxx" true, funtion(fileContent) {
    // 需要记录返回的文件实例，在按页预览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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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名称

Library ID 功能说明

    fileInstance = fileContent 
    // 如果需要自己渲染或获取文件内容，可以在此获取并
处理

});

● 预览指定页，传入preview返回的
fileInstance，并传入相应页码：
FilePreview.previewPage(fileInstance, pageNumber, 
selector)

VueRout
er

global_VueRout
er

Vue Router是Vue.js官方的路由管理器。更多使
用说明请参考VueRouter相关资料中3.0.5版本使
用说明。

MobileA
ppRunti
meFram
ework

global_MobileA
ppRuntimeFram
ework

是AppCube应用发布到手机端运行时依赖的库。

WidgetD
ataTrans

global_WidgetD
ataTrans

组件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库，用于转换几种常见输
入数据格式为平台预置组件需要的格式。

 

说明

系统预置库的版本号是在资源上传或者更新时平台赋予的版本管理号，和实际官网版本不
存在对应关系。

● 自定义库

当系统预置库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时，用户可自定义库包进行上传，并加载到页面

中进行使用。您可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在“高级页面 > 库”选择
“租户”页签查看自定义库。

场景描述

本章节以某Widget中需要使用Vue（系统预置库）以及MintUI（自定义库）为例，演
示如何将自定义库进行上传以及如何在Widget使用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将自定义库MintUI的相关文件打成Zip包。

在MintUI官网下载该组件库的代码，增加一个packageinfo.json元数据描述文件，在该
文件中列出Library包含的js和css文件名。并打成Zip包。该场景中Zip包为
“MintUI.zip”，单击链接获取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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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44 MintUI 库文件结构

packageinfo.json包含所要引入的文件。例如，MintUI库需要引入的文件有“js/
index.js”和“css/index.css”文件，那么在packageinfo.json中添加这两个文件的描
述，如下所示。其中“js”和“css”定义文件类型，“name”定义文件路径及名称。

{
  "js": [
    {
      "name": "js/index"
    }
  ],
  "css": [
    {
      "name": "css/inde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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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Cube支持批量上传库，单击“批量操作库”可进行批量操作。

3. 输入库基本信息，单击“上传”选择zip包，单击“提交”上传库。

表 2-129 上传组件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字 库名称。

上传图标 库的显示图标，非必填。

上传源文件 库文件包，单击“上传”可选择源文件上传。

库ID 上传库的ID，由字母及数字组成，且必须以字母开头。

分类 库所属分类。

库类型 上传库所属的类型。

发行说明 发布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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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完成后，在租户库下可以看到该库。

图 2-545 上传完成

说明

【信息】“全局”中为系统预置库，不可编辑和禁用系统预置库，只可下载。

4. （可选）您可单击自定义库，进入该库详情页面，可查看到该库的版本号和库
ID。还可进行编辑基本信息、编辑库文件、下载或者禁用操作。

若禁用库后，可在“开发控制台>资产>高级页面> 禁用资产”中看到已禁用的
库。禁用后您可在库详细页面单击“删除”，弹出确认框，您可填入该库名称后
单击“确定”，删除该库。

在“概况”页签下看查看该库的描述信息；在“更改历史”可查看该库的历史版
本（按照版本依次排序显示， 近版本号在 上面），可下载、在线预览代码和
发布上传不同版本的库。

图 2-546 库详情页

说明

库详情页面中的库ID和版本号信息在高级页面组件中引用库时，将会用到。

步骤3 高级页面组件中引用库。以自定义组件（widget_demo_mintui）为例，在该组件引用
第三方库，单击widget_demo_mintui.zip获取该组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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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组件包中的“packageinfo.json”文件中增加requires节点，指定需要依赖库的
库ID和版本号。

其中，“name”为库ID、“version”为库版本号数字部分。

例如，增加如下requires节点，库文件名称和版本号在库详情页面获取。
"requires": [
    {
      "name": "global_Vue",
      "version": "100.7"
    },
    {
      "name": "t0000000000fcsfrfcaks_MintUI",
      "version": "1.0"
    }
  ]

注意

在“requires”里增加库文件时，需要注意某些库文件之间有依赖关系，增加库文
件需要有先后顺序，例如“global_VueI18n”是基于“global_Vue”的，需要写
在“global_Vue”之后。预置库的具体依赖关系可参考表2-128。

2. 在高级页面组件包中的widget_demo_mintui.ftl中写一个简单的表单DOM。
<div id="widget_demo_mintui">
  <mt-field label="username" placeholder="Input username" v-model="username"></mt-field>
  <mt-field label="email" placeholder="Input email" type="email" v-model="email"></mt-field>
  <mt-field label="password" placeholder="Input password" type="password" v-
modal="password"></mt-field>
  <mt-button type="primary" @click="submit">Register</mt-button>
</div>

3. 在高级页面组件包中的widget_demo_mintui.js的render方法中新增Vue实例。
Vue的使用可参考Vue官网。
Vue.use(MINT);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_demo_mintui", elem)[0],
    data:{
      username: "",
      email: "",
      password: ""
    },
    methods:{
      submit: function(){
        console.log(this.username + " registers");
      }
    }
})

4. 参考开发高级组件将高级页面组件包上传至组件库中，在页面上中添加该高级页
面组件。

说明

【信息】当在开发工作台的高级页面中拖入widget_demo_mintui高级页面组件后，即可在
“页面设置”-“资源”中发现Vue库和MintUI库已加载，表示引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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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47 库的引用情况

5. 保存发布页面，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2-548 页面效果

6. 可选，当该方式上传的Library有新版本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a. 在该Library详情页面单击“更新”。

b. 选择新的Library包单击“上传”，再单击“更新”，更新资产库中的
Library。

c. 进入开发工作台，在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页面设置”。

d. 选择“资源”页签，在该Library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 ，更新站点内的
Library。

e. 在用到该Library的页面中重新保存发布即可更新。

步骤4 页面设置加载使用库。

说明

【信息】若没有在Widget的packageinfo.json文件中指定所需的库（即没有执行操作步骤
3-1），需要在页面添加该Widget之前，在站点内引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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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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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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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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0 新建资源

----结束

库的引用顺序
● 库的引用顺序可调整

高级页面中库的引用顺序是可以调整的，在“页面设置>资源”页签，单击“开启
调序”按钮，对现有的库进行调序，如图2-551和图2-552所示。

图 2-551 高级页面库引用顺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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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2 库的引用顺序调整

● 有依赖关系库的排布顺序

如果库之前有依赖关系，那么更为底层的库，即被依赖的库，在库的顺序排布位
置上应更为靠前。例如基本折线图组件所依赖的库中，Vuel18n、VueColor库依
赖于Vue库，则正确的排布顺序中，Vue应在这两个库前面。如图2-553所示，此
时基本折线图组件的高级设置效果如图2-554所示。

图 2-553 库的正确引用顺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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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4 库正确引用顺序组件效果

注意

【信息】不要随意修改“页面设置>资源”库的引用顺序。而当高级页面组件有问
题时，也可通过排查库的引用顺序来解决问题。

而将Vue排序更改到更为靠后的位置，基本折线图组件的高级设置中便出现了错
误，如图2-555和图2-556所示。这些错误就是由有依赖关系的库排布顺序不正确
导致的。

图 2-555 库的错误引用顺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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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6 库错误引用顺序导致问题

2.5.10 如何适配多终端
当用户开发的高级页面应用于多种设备时，如何才能保证不同大小的设备上能够呈现
同样的网页？为此，AppCube提供高级页面的电脑端和移动端两种终端视图、流式布
局的响应式布局，并为绝对布局提供“拉伸”功能辅助自适应。另外，为确保自定义
组件能够自适应不同分辨率设备，在组件开发中用户需要遵从响应式布局设计规范。
组件的响应式设计是高级页面适配多终端的重要前提。

说明

【信息】如果用户开发的高级页面用于多种设备，推荐使用具有响应式布局的流式布局进行高级
页面开发，而不采用绝对布局。

电脑端和手机端视图

为了让同一网页能够完美呈现于电脑端和移动端，AppCube提供高级页面的电脑端和
移动端两种终端视图，用户可分别对高级页面的电脑端和移动端进行定制开发，开发
完成后发布生成的高级页面为同一URL，当电脑端或移动端加载这一URL时，平台会自
动检测加载相应视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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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信息】如果用户仅开发了电脑端高级页面，在移动端也可加载显示，但由于分辨率差别较大，
可能会出现效果不佳的情况。所以，在开发应用于电脑端和移动端设备的高级页面时，推荐用户
对电脑端和移动端视图进行分别设计与开发，这样能更好的自适应电脑端和移动端设备。

下面将为您介绍如何设置高级页面的电脑端和移动端视图和如何进行视图切换。

步骤1 在进行首个高级页面创建时，会进行视图选择。默认为选择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视
图，您可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是否取消手机端视图，电脑端视图为必选项，不可取
消选择勾选。

图 2-557 添加首个高级页面选择视图

步骤2 在高级页面开发中，您进行终端视觉切换，在高级页面的画布上方工具栏中单击

（Alt+Shift+W）切换至“电脑端”、单击 （Alt+Shift+M）切换至“移动端”，通
过切换对电脑端和移动端分别进行设计与开发。

图 2-558 视图切换

----结束

流式布局与绝对布局的自适应设计

以电脑端为例，下面分别介绍流式布局与绝对布局的自适应设计。

● 流式布局

流式布局为自适应布局，常用于常规Web应用开发，例如电商网站、管理网站
等。流式布局为12列栅格布局，可拖动组件右侧边界按栅格进行组件宽度调整，
组件高度将根据组件内容进行自适应，页面中组件将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
顺序依次排列。如图2-559所示，将组件拖入画布中，默认宽度为12栅格，通过
拖动组件右侧边界调整两个组件宽度为6栅格，流式布局会自动调整组件位置，将
第二个组件从第二行提升至第一行组件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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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9 流式布局调节组件宽度

在运行环境中，针对不同分辨率的终端或不同尺寸浏览器窗口，流式布局始终以
12列栅格为原则进行栅格分割，组件宽度也会根据栅格的宽度变化而自动调整，
如图2-560所示。其中，组件本身需满足响应式设计，其开发规范请参考响应式组
件开发基本原则。

图 2-560 流式布局运行态自适应布局

● 绝对布局

绝对布局为固定尺寸页面，常用于IOC大屏页面开发。在绝对布局中，组件可在画
布中任意位置进行拖拽放置，组件的宽高可自定义设置，组件位置和大小都为固

定值。您可在右上角单击 进行当前页面视图设置，选择你所要应用的屏幕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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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1 设置绝对布局屏幕大小

绝对布局一般情况下，不能进行自适应，在运行环境，若终端屏幕大小或浏览器
窗口尺寸小于设定屏幕尺寸，会出现滚动条，如图2-562所示。如果终端屏幕大小
或浏览器窗口尺寸大于设定屏幕尺寸则内容居中外加背景。

图 2-562 绝对布局页面运行态出现滚动条

为实现绝对布局自适应，AppCube为绝对布局提供“拉伸”辅助自适应功能，您
可单击绝对布局的高级页面名称右侧 ，选择“设置>基本设置”，勾选“拉
伸”，如图2-5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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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3 绝对布局拉伸设置

勾选“拉伸”设置后，即可将页面扩展其宽度至100%以适应整个浏览器或设备的
可视宽度，同时组件内容的宽度也根据其容器的宽度进行调整，在运行态，绝对
布局针对不同分辨率的终端或不同尺寸浏览器窗口，以同等缩放比例对组件大小
进行调整，自适应效果如图2-564所示。其中，组件本身需满足响应式设计，其开
发规范请参考响应式组件开发基本原则。

图 2-564 绝对布局拉伸设置后运行态自适应布局

响应式组件开发基本原则

组件的响应式设计是高级页面适配多终端的重要前提。为确保自定义组件能够自适应
不同分辨率设备，在组件开发中用户需要遵从响应式设计的基本原则。

1. 根据内容设计。

不专注于特定屏幕宽度，而是专注于内容设计，当屏幕越小或浏览器窗口越窄
时，内容所占的垂直高度越来越多，内容就要向下方自然延伸。建议从小屏幕开
始，逐步设置断点（例如设备宽度320px、768px、1024px），针对不同设备进行
设计，形成流动布局。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18



针对复杂情况，可以使用CSS3的@media查询，可以针对不同的终端类型和不同
屏幕分辨率的设备，定义不同样式，选择应用不同的CSS规则。只有当该设定媒体
查询与正在使用的设备匹配时，其对应的CSS规则才起作用。

CSS语法如下：
@media mediatype and|not|only (media feature) {
    CSS-Code;
}

其中，参数说明如下表2-130所示。

表 2-130 @media 语法参数说明

参数 值 说明

mediaty
pe

all 用于所有设备。

screen 用于电脑屏幕，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

print 用于打印机和打印预览。

media
feature

aspect-ratio 定义输出设备中的页面可见区域宽度与高度的比
率。

max-width 定义输出设备中的页面 大可见区域宽度。

max-height 定义输出设备中的页面 大可见区域高度。

min-width 定义输出设备中的页面 小可见区域宽度。

min-height 定义输出设备中的页面 小可见区域高度。

 

示例：对页面宽度不同的设备设定不同背景颜色。
/*媒体查询*/
/*页面宽度大于1200px 时，背景颜色为蓝色，主要用于大屏设备*/
@media screen and (min-width: 1200px) {
    body {
        background-color:blue;
    }
}
/*页面宽度在992px和1200px之间，背景颜色为红色，用于中等屏幕PC端*/
@media screen and (min-width: 992px){
    body {
        background-color:red;
    }
}

2. 避免固定尺寸。

使用像px这样的绝对单位来指定元素的宽高、边框和字体大小等，固定宽度容易
破坏响应式布局。为了布局更加灵活，推荐使用百分比、em或rem等相对单位，
这可以保证浏览器字体大小调整和缩放时能正常显示。常用相对单位如表2-13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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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1 常用相对单位

单位 说明

em 在font-size中使用是相对于父元素的字体大小，在其他属性中使
用是相对于自身的字体大小，如width。

rem 相对根元素的字体大小。

ch 相对于数字“0”的宽度。

ex 相对于字符“x”的高度。

lh 相对于元素line-height计算值。

 
3. 大和 小值。

对于大屏页面和移动端，内容扩充占满整个屏幕宽度并不总是适用的。展示同样
的内容，手机端可能更适宜充满屏幕宽度，而大屏则需要在宽度上留出一定边
界，使得布局上更加美观。所以，设定 大或 小值可以帮助设计更为合理的布
局。例如：组件宽度设定100%， 大宽度设定1024px，那么内容扩充的 大宽
度即为1024px，当屏幕宽度超出1024时，内容在宽度上不会再继续扩展。

4. 嵌套对象。

对于关系紧密的多个元素，采用相对位置会使得元素是难以控制的。可以放置于
同一容器中集中管理，在容器内部，可以考虑采用绝对单位固定其关系，这对于
不需要扩展的按钮等元素来说非常有效。

5. 图片的自适应。

自适应组件设计还需要满足图片的自适应，您可使用max-width对图片宽度进行
限制，确保图片宽度不会超过浏览器窗口或容器可视部分的宽度。

6. 移动优先。

通常来说，移动端屏幕较小、视图简单，而大屏空间大、呈现更为复杂和多样。
那么，从移动端小屏幕设计入手过渡到大屏幕设计，在开发中逐步增加CSS的复杂
度，通过补充设计的方式逐步丰富布局。这样，通过移动优先，可以更轻松地开
发响应式布局。

场景描述

以下将开发一个满足响应式布局的商品列表组件为例进行介绍。

商品列表组件可以用于不同分辨率的手机端和电脑端，组件中商品排布能够根据屏幕
或者浏览器窗口大小自动调节。例如，视区（屏幕或浏览器可视区域）由宽变窄过程
中，呈现出多终端适配的响应式效果，商品单行个数逐渐由五列变为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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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5 商品列表组件的响应式设计

操作步骤

开发commodityListWidget商品列表组件，单击commodityListWidget.zip下载示例
开发包。

步骤1 参考在线开发高级组件，下载组件模板widgetVueTemplate。单击开发界面左侧列表

，选择“高级页面 > 组件模板”，选择模板“widgetVueTemplate”进行下载，输
入组件名称“commodityListWidget”，单击“保存”，下载为
commodityListWidget.zip文件。

步骤2 新建img文件夹，存放商品图片，此处存放了10张商品图片，统一分辨率为380x440，
如图2-566所示。

图 2-566 新建 img 存在商品图片

步骤3 在commodityListWidget.js中新建Commodity对象并为其赋值。Commodity对象包含
三个属性，分别为src（商品图片路径）、title（商品标题）和content（商品描述）。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VueTemplate",elem)[0],
    data:{
        Commodity: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40.PNG",
                title: "HUAWEI Mate 40",
                content: "HUAWEI Mate 40 5G 全网通 8GB+128GB（亮黑色）"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40Whit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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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HUAWEI Mate 40",
                content: "HUAWEI Mate 40 5G 全网通 8GB+128GB（釉白色）"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40pro.PNG",
                title: "HUAWEI Mate 40 Pro",
                content: "HUAWEI Mate 40 Pro 全网通 8GB+128GB（亮黑色）"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40proWhite.PNG",
                title: "HUAWEI Mate 40 Pro",
                content: "HUAWEI Mate 40 Pro 全网通 8GB+256GB（秘银色）"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Xs.PNG",
                title: "HUAWEI Mate Xs",
                content: "HUAWEI Mate Xs 5G 全网通 8GB+512GB（星际蓝）"
            },
            {
                src: widgetBasePath+"img/mate30Epro.PNG",
                title: "HUAWEI Mate 30E Pro",
                content: "HUAWEI Mate 30E Pro全网通 8GB+128GB（星河银）"
            },
            {
                src: widgetBasePath+"img/p40pro.PNG",
                title: "HUAWEI P40 Pro",
                content: "HUAWEI P40 Pro 5G 全网通 8GB+256GB（零度白）"
            },
            {
                src: widgetBasePath+"img/nova8Black.PNG",
                title: "HUAWEI nova 8",
                content: "HUAWEI nova 8 8GB+128GB 全网通版（亮黑色）"
            },
            {
                src: widgetBasePath+"img/nova8Provence.PNG",
                title: "HUAWEI nova 8",
                content: "HUAWEI nova 8 8GB+128GB 全网通版（普罗旺斯）"
            },
            {
                src: widgetBasePath+"img/nova7Purple.PNG",
                title: "HUAWEI nova 7",
                content: "HUAWEI nova 7 8GB+128GB 全网通版（仲夏紫）"
            }
        ]
    }
});

步骤4 在commodityListWidget.ftl中定义渲染页面，遍历Commodity对象，将多个商品的图
片、标题和描述显示于组件中。
<div id="widgetVueTemplate" style="margin: 20px;">
    <section id="boxes">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box" v-for="obj in Commodity">
                <img :src="obj.src">
                <h3>{{obj.title}}</h3>
                <p>{{obj.content}}</p>
            </div>
        </div>
    </section>
</div>

步骤5 在commodityListWidget.css中定义组件的样式，其中采用百分比调节单个商品宽度，
并设置断点，通过@media查询改变不同视口宽度下商品显示宽度的百分比。
/*设置组件字体、内边距、外边距和背景颜色*/
#widgetVueTemplate{
    font:15px/1.5 Arial, Helvetica, 'Microsoft YaHei';
    padding:0;
    margi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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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f4f4f4;
}
 
/*商品列表*/
#boxes{
    margin-top:10px;
}
 
/*商品列表宽度为boxes宽度80%*/
.container{
    width:80%;
    margin: auto;
    overflow: hidden;
}
/*单商品样式 默认宽度为.container宽度18%，单行商品 大个数：5*/
#boxes .box{
    background: #ffffff;
    float:left;
    text-align: center;
    width:18%;
    padding:5px;
    margin: 7px 7px 7px 7px;
}
 
/*商品图片样式 默认宽度为.box宽度95%，为保证在屏幕宽度较大时，图片比例合理，限制其 大宽度为200px*/
#boxes .box img{
    width: 95%;
    max-width:200px;
    margin-top: 5px;
}
 
/*商品描述样式 防止描述文字行数不同导致的商品高度不同而产生排列错位，限制其 小高度为44px*/
#boxes .box p{
    min-height: 44px;
}
 
/*Media Queries 根据max-width（视区 大宽度）设置断点，调节单个商品的宽度以改变单行商品 大个数*/
/*视区宽度介于1600px-1700px，单行商品 大个数：4*/
@media(max-width:1700px){
    #boxes .box{
        float:left;
        text-align: center;
        width: 22%;
    }
}
/*视区宽度介于1400px-1600px，单行商品 大个数：3*/
@media(max-width:1600px){
    #boxes .box{
        float:left;
        text-align: center;
        width: 30%;
    }
}
/*视区宽度介于800px-1400px，单行商品 大个数：2*/
@media(max-width:1400px){
    #boxes .box{
        float:left;
        text-align: center;
        width: 44%;
    }
}
/*视区宽度800px以下，单行商品 大个数：1*/
@media(max-width:800px){
    #boxes .box{
        float:none;
        text-align: center;
        width: 95%;
    }
}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23



步骤6 打包上传commodityListWidget商品列表组件。

参考在线开发高级组件，在组件库中上传该Widget包。单击开发界面左侧列表 ，选
择“高级页面 > 组件”，单击“提交新组件”并单击“请选择源文件(.zip)”按钮上传
commodityListWidget.zip文件，系统会自动获取组件名字，输入发行说明
“commodityListWidget”，单击“提交”按钮提交组件。

步骤7 创建CommodityDisplay高级页面，若首次创建高级页面会出现视图选项，请勾选“电
脑端”和“手机端”，布局类型选择“流式布局”（流式布局为自适应布局）。

图 2-567 新建 CommodityDisplay 高级页面

步骤8 分别开发CommodityDisplay电脑端和移动端，单击 切换至电脑端拖入
commodityListWidget组件。拖入commodityListWidget组件的具体操作步骤为：在

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单击组件列表中“全部”，单击组件上方“自定义”，拖出

新上传的commodityDetailsWidget至右侧画布中，同样单击 切换手机端拖入

commodityListWidget组件。单击画布上方页面工具栏 进行保存、保存后单击
进行发布。如图2-568和图2-569所示，流式布局无需设置组件位置，组件的宽度可调
整所占栅格，高度则根据内容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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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8 CommodityDisplay 电脑端拖入组件

图 2-569 CommodityDisplay 手机端拖入组件

----结束

结果验证

步骤1 单击 预览可看到commodityListWidget组件效果。针对手机端视图，AppCube在预
览中提供手机端模拟视图。电脑端和手机端预览效果如图2-570所示。在电脑端视图
中，商品列表单行商品数会跟随浏览器窗口的大小变化；在手机端视图中，商品列表
单行商品数为1，始终为单列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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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70 商品列表组件电脑端和手机端预览效果

注意

如果您在高级页面中拖入commodityListWidget组件后，再次上传更新了
commodityListWidget组件，需要到APP内“页面设置”中进行版本更新操作新版本才
可生效。可参考管理高级组件版本，在APP内选择“页面设置”，单击上方获取锁图
标，选择“插件”页签，单击commodityListWidget行操作列中的“更新”按钮。然

后单击上方 进行保存，单击 进行发布，组件更新即可生效。

步骤2 使用谷歌浏览器开发者工具（F12），可查看多个不同尺寸的终端中此页面的呈现效
果。

按下“F12”，单击开发者工具中 ，可以切换设备（手机、iPad等），查看组件响
应式效果。多个终端（响应式模式、iPhone 6/7/8和iPad横屏）视图效果如图2-571所
示，呈现出多终端适配的响应式效果。

● 在分辨率为1797x425的电脑端中，商品列表单行商品数为5。

● 在iPhone 6/7/8中，商品列表单行商品数为1。

● 在iPad（横屏模式）中，商品列表单行商品数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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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71 多个终端视图效果

----结束

2.5.11 如何使用 WebSocket
在开发前端高级页面时，如果需要消息主动推送、高实时数据展示，您需要使用
WebSocket来实现后台数据调用。

背景信息

WebSocket是一种HTML5开始提供的网络传输协议。WebSocket协议支持Web浏览
器，使得客户端和服务端之间可以创建长久连接并进行双向数据传输，即服务端可以
主动向客户端推送数据，客户端也可以主动向服务端发送信息，是服务端推送技术的
一种。

AppCube提供WebSocket，用户可以触发消息事件将后台消息以json对象的形式通过
平台的WebScoket服务端发送，所有订阅了该事件的前台WebScoket客户端都会获得
该消息数据。WebScoket客户端订阅服务地址如下：

wss://${location.host}/websocket/v1.0/component/listener?tenantId=${tenantId}&event=$
{eventName1}&event=${eventName2}…

表 2-132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tenantId 租户ID，可通过${tenantId}自动获取，也可到AppCube平台首页选
择“管理”，进入管理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用户管理 > 公司配置
> 公司信息”，获取租户ID。

event 订阅事件的名称，可进入要订阅的事件的详情页，获取事件名称。

event参数可有多个值，即WebScoket客户端可订阅多个事件。

 

说明

【信息】创建消息事件，既可通过服务编排、BP或者外部系统订阅该事件，也可通过
WebSocket订阅。而消息事件通常通过服务编排、数据接入等进行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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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端高级页面组件开发中，用户可通过以下方式创建WebSocket对象。参数url为需
要连接的地址，填写前面提到的客户端订阅地址。

var ws= new WebSocket(url);

实例化对象可监听以下事件：

表 2-133 WebSocket 对象可监听事件

事件 事件说明

ws.onopen 连接建立时触发

ws.onmessage 客户端接收服务端数据时触发

ws.onerror 通信发生错误时触发

ws.onclose 连接关闭时触发

 

更多WebSocket对象属性和方法，请参考WebSocket。

场景描述

园区系统在日常运行中常监测到人员异常或故障信息，需要以告警显示的形式显示在
前端界面中。为简化用例，采用手工输入消息数据的方式来模拟后台采集告警数据，
通过服务编排触发告警事件，并将告警信息通过WebSocket推送至前端高级页面显
示。

图 2-572 WebSocket 调用示例

操作步骤

步骤1 创建WebSocketAlarmEvent告警事件。

1. 创建事件。

a. 单击APP下Logic文件夹旁边的加号，选择“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
输入标签名称“WebSocketAlarmEvent”。单击名称对应的输入框，系统根
据标签自动生成名称。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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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73 创建 WebSocketAlarmEvent 事件

b. 系统实际创建的事件名称为“CNAME__WebSocketAlarmEvent__e”，
“CNAME__”前 由租户命名空间namespace决定，“__e”后 代表是自
定义事件

2. 选择“自定义参数”页签，单击“新建”，配置标签、名称和字段类型，单击
“保存”，添加事件自定义参数。

图 2-574 添加事件自定义参数

表 2-134 事件自定义参数说明

标签 名称 字段类型

AlarmTitle 单击名称对应的输入
框，系统根据标签自动
生成名称。

文本

AlarmContent 单击名称对应的输入
框，系统根据标签自动
生成名称。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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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名称 字段类型

AlarmDate 单击名称对应的输入
框，系统根据标签自动
生成名称。

日期/时间

 
3. 启用告警事件。在事件详情页面单击“基本信息”下“启用”按钮，启用该事

件。启用成功后，“启用”按钮会变为“禁用”按钮，同时“是否启用”标签变

为 状态。

图 2-575 启用告警事件

注意

【信息】消息事件只有启用成功后，该事件在服务编排或WebSocket中才有效。
事件启用后，不可编辑，若您要对事件进行参数修改，需要首先单击“基本信
息”下“禁用”按钮，禁用该事件。

步骤2 创建WebSocketAlarmFlow告警服务编排。

创建WebSocketAlarmFlow告警服务编排以触发事件，并在服务编排中配置全局变量
和系统（日期/时间）变量为事件传递参数。

说明

【信息】如果您想快速了解和验证WebSocket使用，可不必创建WebSocketAlarmFlow告警服务
编排，采用消息事件的测试功能进行简单验证。您可直接跳过该步骤，直接进行步骤3，并在结
果验证中采用方法1（直接触发事件验证）进行效果验证。

1. 创建服务编排。

单击APP下Logic文件夹旁边的加号，选择“服务编排”。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
务编排”，输入标签“WebSocketAlarmFlow”。单击名称对应的输入框，系统
根据标签自动生成名称。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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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76 创建服务编排

2. 在画布左侧单击“基本”，将“发送事件”图元拖入画布中。

图 2-577 拖入“发送事件”图元

3. 单击“发送事件”图元，单击画布右侧 ，单击“全局上下文”。然后单击
“变量”后的加号，添加表2-135中变量。

图 2-578 配置全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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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5 告警服务编排的变量

名称 数据类型

AlarmTitle 文本

AlarmContent 文本

 
4. 在“发送事件”图元中配置事件步骤1中创建的事件

CNAME__WebSocketAlarmEvent__e（需替换为用户实际创建事件名称）；并参
考下图配置输入参数，通过全局变量AlarmTitle和AlarmContent，以及系统变量
$Flow.CurrentDateTime为事件传参。

图 2-579 事件图元的配置

5. 连接所有图元。

图 2-580 连接图元

6. 单击“开始”图元，参考下图配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入参是从全局上下文里的变
量中拖入。告警服务编排的入参有两个AlarmTitle和Alarm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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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81 配置入参

7. 单击上方 按钮，然后单击 按钮，保存并启用服务编排。

注意

服务编排只有启用后才有效。服务编排在启用后，不可编辑，若您要对其中的图
元或参数进行修改，需要首先单击“禁用”按钮，禁用该服务编排。

步骤3 开发alarmDisplayWidget告警展示组件，单击alarmDisplayWidget.zip获取示例开发
包。

1. 参考在线开发高级组件，下载组件模板widgetVueTemplate。单击开发界面左侧

列表 ，选择“高级页面 > 组件模板”，在“全局”页签中选择
“widgetVueTemplate”，进入组件详细页单击“下载”，输入组件名称
“alarmDisplayWidget”，单击“保存”，下载为“alarmDisplayWidget.zip”
文件。

2. 解压“alarmDisplayWidget.zip”，解压后在“alarmDisplayWidget.js”中通过
定义变量“var ws = new WebSocket(url);”打开一个WebSocket，订阅
WebSocketAlarmEvent告警事件。采用ws.onmessage监听
WebSocketAlarmEvent告警事件消息，然后对进行json数据解析，存入ListData
中。为了方便观察组件，为ListData设定初始值。

将原来代码中如下代码进行替换，注意不是替换全部代码。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VueTemplate",elem)[0],
                data:{
                    name: "Bingo Studio"
                }
            });

替换的代码如下，其中“CNAME__WebSocketAlarmEvent__e”需要修改为您在
步骤1中创建的告警事件系统生成名称。
var vm = new Vue({
    el: $("#widgetVueTemplate",elem)[0],
    data:{
        listData: [
            {
                "title": "设备告警",
                "content": "设备A1 CPU使用率过高",
                "date": "2020-12-09 09:15: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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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车辆告警",
                "content": "车辆-XXXXXXX 未登记",
                "date": "2020-12-10 15:09:20"
            }
            ],
            ws: null      
    },
    mounted: function () {
                this.init();
    },
    methods: {
        init: function() {
            //获取WebSocket订阅地址
            let urlMessage = "tenantId="+ $.cookie("tenant-id") + 
"&event=CNAME__WebSocketAlarmEvent__e";
            let url = `wss:///${location.host}/websocket/v1.0/component/listener?${urlMessage}`;
 
            //打开一个WebSocket
            this.ws = new WebSocket(url);
            //WebSocket连接建立时触发事件
            this.ws.onopen = event => {
                this.ws.send("");
                console.log("WebSocket has connected.");
            };
            //WebSocket连接关闭时触发事件
            this.ws.onclose = event => {                        
                console.log("WebSocket has closed.");
            
            };
            //WebSocket通信错误时触发事件
            this.ws.onerror = event => {
                console.log("WebSocket has error.");                        
            };
            //WebSocket客户端接受服务端数据时触发事件
            this.ws.onmessage = event => {
                if (event.data) {
                    let dataObj = JSON.parse(event.data);
                    if (dataObj.content) {
                        let data = JSON.parse(dataObj.content);   
                        if (data.payload) {
                            let content = JSON.parse(data.payload);    
                            this.listData.push( {
                                "title": content.AlarmTitle,
                                "content": content.AlarmContent,
                                "date": content.AlarmDate,
                            });
                        }
                    }         
                }                            
            };
            this.intervalID = setInterval(() => {
                this.ws.send("");
            }, 50000);
        },                 
    },
    destroyed() {
        if (this.ws) {
            this.ws.close();
        }
    }
});

3. 在“alarmDisplayWidget.ftl”中定义渲染页面，将告警信息的title、content和
date显示，并加入分割线。

代码全部替换如下：
<div id="widgetVueTemplate" style="margin: 20px;">
    <div :data="listData"  class="seamless-warp">
        <ul class="item">
            <li v-for="item in lis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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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class="alarmTitle" v-text="item.title" ></span> 
                <span class="alarmContent" v-text="item.content"></span>
                <span class="alarmDate" v-text="item.date"></span>
                <br><br><hr size="1" noshade="noshade" style="border:1px #cccccc dotted;"/><br>
            </li>
        </ul>
    </div>
</div>

4. 在“alarmDisplayWidget.css”中定义title、content和date的样式alarmTitle、
alarmContent和alarmDate。

代码全部替换如下：
#alarmDisplayWidget.seamless-warp ul li{
    list-style-type:none;
}
    .alarmTitle {
        font-family:"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30px;
        font-weight:bold;
        padding: 0.5px 7px;
        margin:8px;
        border-radius: 5px;
        background-color:#FAC700;
        color:honeydew;
    }
    .alarmContent {
        font-family:"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30px;
        font-weight:bold;
        margin:5px;
    }
    .alarmDate {
        font-family:"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30px;
        margin:5px 35px;
    }

5. 在packageinfo.json中定义组件初始宽度“width”和初始高度“height”。

代码全部替换如下：
{
    "widgetApi": [
    {
        "name": "alarmDisplayWidget"
    }
    ],
    "localFileBasePath": "",
    "width": "1000",
    "height": "600",
    "requires": [
        {
            "name": "global_Vue",
            "version": "100.1"
        }
]
}

6. 重新打包“alarmDisplayWidget.zip”。

步骤4 上传alarmDisplayWidget告警展示组件。

参考在线开发高级组件，在组件库中上传该Widget包。单击开发界面左侧列表 ，选
择“高级页面 > 组件>”，单击“提交新组件”，单击“请选择源文件(.zip)”按钮上
传“alarmDisplayWidget.zip”文件，系统会自动获取组件名字，输入发行说明
“alarmDisplayWidget”，单击“提交”按钮提交组件。

步骤5 创建monitor高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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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高级页面monitor。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Page文件夹旁边的加号，选择
“高级页面”。输入页面标题“monitor”，输入页面路径“monitor”。单击
“添加”按钮，完成高级页面创建。

2. 拖入alarmDisplayWidget告警展示组件。

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单击组件列表中“全部”，单击组件上方“自定
义”，拖出 新上传的alarmDisplayWidget至右侧画布中，调节组件位置和大

小，单击画布上方页面工具栏 进行保存、保存后单击 进行发布。然后单击

预览可看到alarmDisplayWidget告警展示组件。

图 2-582 拖入告警展示组件

注意

如果您在高级页面中拖入alarmDisplayWidget组件后，再次上传更新了
alarmDisplayWidget组件，需要到APP内“页面设置”中进行版本更新操作新版
本才可生效。可参考管理高级组件版本，在APP内选择“页面设置”，获取锁，
选择“插件”页签，单击alarmDisplayWidget所在行操作列中的“更新”按钮。

然后单击上方 进行保存，单击 进行发布，组件更新即可生效。

----结束

结果验证

配置和开发完成后，触发告警事件，可将告警消息推送至高级页面monitor中显示。此
案例触发验证有两种方法。方法1为直接触发事件验证，仅用于事件简单调测；方法2
为服务编排触发事件验证。下面分别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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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若使用方法1验证：在进行验证前，请确保WebSocketAlarmEvent事件已启用（参考步骤
1），且monitor预览页面已打开。

2. 若使用方法2验证：请确保WebSocketAlarmEvent事件已启用（参考步骤1），
WebSocketAlarmFlow告警服务编排已激活（参考步骤2），且monitor预览页面已打开。

● 方法1 直接触发事件验证

a. 在Logic文件夹下，单击并打开WebSocketAlarmEvent事件，在事件详情右
侧，单击“基本信息”下“发送事件”按钮，弹出“发送事件测试”窗口，
输入参数信息（AlarmDate会自动获取系统日期时间，也可手工编辑修
改），单击“发送”按钮。
{
    "AlarmTitle": "设备告警",
    "AlarmContent":"设备C1 本地数据库出错",    
    "AlarmDate":"2020-12-12 17:09:20"
}

图 2-583 直接触发事件验证

图 2-584 测试发送

b. 切换到monitor预览页面，可观察到monitor页面已接收并显示该告警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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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85 直接触发事件验证效果图

● 方法2 服务编排触发事件验证

a. 单击APP下Logic文件夹下的WebSocketAlarmFlow服务编排，单击 运行该
服务编排，在弹出的页签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AlarmTitle和
AlarmContent参数值，单击“运行”，界面提示“结果: 成功”。
    "AlarmTitle": "设备告警",    
    "AlarmContent":"设备C1 本地数据库出错"

图 2-586 服务编发触发事件验证

b. 切换到monitor预览页面，可观察到monitor页面已接收并显示该告警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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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87 服务编发触发事件验证效果图

2.5.12 管理页面级数据源、全局状态

页面组件之间可以通过配置事件和动作进行信息交互。当页面组件较多，且需要进行
信息交互时，频繁给每个组件去定义事件或动作就比较繁琐了。这里，我们可以通过
定义全局状态，来实现页面级所有组件中数据信息的更新。

背景信息

AppCube高级页面支持设置全局状态，通过页面级内存方式共享数据，即采用集中式
存储管理页面的所有组件的状态，并以相应的规则保证状态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
变化。通俗的说，全局状态可理解为页面中所有组件的共享状态，不管组件在页面的
哪个位置或层级，任何组件都能获取状态或者触发状态改变的动作。全局状态相当于
全局变量，属性是私有的，需要在组件的js文件中使用预置的“this.
$mstore.dispatch”方法来修改状态数据。

什么情况下我应该使用全局状态？当页面组件构成比较简单，组件间不需要频繁地进
行信息交互时，则不需要设置全局状态；反之，则建议使用全局状态，通过设置并使
用全局状态，可以帮助我们管理页面所有组件的共享状态。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高级页面开发界面，单击右上角 ，定义全局状态。

定义全局状态使用JavaScript编程语言，不支持TypeScript。全局状态结构固定以
MStore命名，每个页面仅包含一个全局状态实例，方便在组件调试的过程中轻易地取
得整个当前页面状态的快照。全局状态的结构定义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 state：定义页面所有组件的初始状态数据，即页面中所有组件共享状态的初始数
据源。

● mutations：状态变更的唯一方法是提交mutation。mutation以声明方式将state
变化映射到视图。每次state的变更都需要定义一个mutation。mutation使用对象
风格的提交方式，整个对象都作为载荷（payload）传给mutation函数。
mutation都是同步事务。

● actions：通过actions执行状态数据变更，用于衔接state和mutation。Action可以
包含任意异步操作。通常用于绑定状态和组件。可以调用服务。

步骤2 在页面的组件js文件中使用预置的“this.$mstore.dispatch（）”方法来修改状态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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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系统还预置了onStateChanged(state) 方法，用于监听属性整个全局状态的变更。

----结束

2.5.13 检查页面性能

AppCube支持检查高级页面性能，生成性能报告页供开发者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确认高级页面属性开关“合并并压缩资源”已关闭。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页面设置”，在“属性”页签不要勾选“合
并并压缩资源”属性。勾选“合并并压缩资源”表示会对所有高级页面涉及的css和js
文件进行合并及压缩，使用单页面性能检查功能时，不要勾选该选项。

图 2-588 关闭“合并并压缩资源”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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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打开要进行性能检查的高级页面，在浏览器开发者工具中勾选“Disable cache”属
性。

在Chrome浏览器中，按下“F12”或者“Ctrl + Shift + I”开启开发者工具，在
“Network”面板勾选“Disable cache”属性，勾选后表示禁用缓存。进行页面性能
检查时，如果不勾选该选项，性能检查会读取缓存中的数据，导致性能检查结果不准
确。

步骤3 在已发布的高级页面上方单击 ，系统会检查页面性能，单击“查看详情”。

界面会展示“页面性能报告”页。

注意：开发者工具保持打开状态，因为关闭后，“Disable cache”属性会自动不勾

选。且高级页面已发布，若未发布，单击高级页面上方 发布页面。

图 2-589 进行性能检查

步骤4 查看页面性能报告，单击各指标后的“查看详情”，可查看性能指标具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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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90 页面性能报告

图 2-591 展示详情

----结束

2.5.14 如何调测前台页面
在高级页面开发过程中，常需要调测自定义组件或整个前台页面，本节将介绍高级页
面调测的常用工具。对于自定义组件的开发和调试，AppCube提供Scaffolding脚手架
工具，可实现本地开发组件的实时在线调测；对于前台页面中常遇到的样式或功能问
题，可借助浏览器内置的开发者工具来对问题进行调试和定位。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42



自定义高级组件调试

针对用户本地开发的高级组件，AppCube提供了Scaffolding脚手架工具，Scaffolding
可帮助您快捷实现组件的新建、本地开发、调试、预览、发布、下载等主要功能。
Scaffolding打通了本地开发环境与AppCube开发环境，实现本地开发组件的实时在线
调测，简化了本地开发组件后频繁的打包组件资产包上传至AppCube环境再查看页面
显示效果的过程，可提升高级组件的开发效率。

前台页面常用调测方法

在高级页面的开发中，常借助浏览器内置的开发者工具对样式或功能问题进行定位和
分析。下面，将以Chrome浏览器为例简单介绍浏览器开发者工具中常用调测方法。在
Chrome浏览器中，按下“F12”或者“Ctrl + Shift + I”就可以开启开发者工具。

● DOM和CSS样式调试

使用Elements面板，可以自由的操作DOM和CSS来迭代布局和设计页面。在开发

者工具打开的状态下，使用左上角的箭头按钮 ，可点选页面元素，查看该元素
DOM和CSS等。您可在Elements页签下修改页面上的元素的DOM标签或CSS样式
并且修改立即生效，您实时查看修改后效果，这对于调试修改组件样式非常便
捷。

图 2-592 Elements 页签查看调试 DOM 和 CSS 样式

● 打印日志信息

在Console页签下，可使用控制台打印日志信息。在Sources页签下，调试
JavaScript时常用方法是将多个console.log()语句插入代码，重新加载页面后，可
以在Console页签下控制台中看到打印的消息。Sources页签下，主要分为三个部
分，左侧为页面请求文件列表，中间为选择文件的文件内容，右侧为JavaScript调
试窗格。 想要在JavaScript中打印日志，需要找到相应文件，查找相关代码，然
后插入console.log()。

图 2-593 Sources 页签布局

● 调用AppCube平台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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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nsole页签下，可使用控制台调用AppCube提供的API，以获取相关信息进行
调试。

● 断点调试

在Sources页签下，可以设置断点来调试JavaScript，使用断点，DevTools会在暂
停时及时显示所有变量值。Chrome开发者工具提供多种断点，包括代码行断点、
条件代码行断点、DOM断点和事件侦听断点等，您可根据调测的实际需求选择合
适的断点。断点的类型和使用场景如表2-136所示。

表 2-136 Chrome 断点类型

断点类型 使用场景

代码行 在确切的代码区域中。

条件代码行 在确切的代码区域中，且仅当其他一些条件成立时。

DOM 在更改或移除特定DOM节点或其子级的代码中。

XHR 当XHR网址包含字符串模式时。

事件 在触发点击等事件后运行的代码中。

侦听器 在引发已捕获或未捕获异常的代码行中。

异常函数 任何时候调用特定函数时。

 

代码行断点调试是 为常见的断点调试方法，在Sources页签下，主要分为三个部
分，左侧为页面请求文件列表，中间为选择文件的文件内容，右侧为JavaScript调
试窗格。 设置代码行断点的方法是找到请求文件，您可在左侧请求文件列表按照
目录查找，还可以借助“Ctrl+F”搜索关键词找到相关文件，在中间文件内容区
域，找到要设置断点的代码行，单击行号，出现蓝色图标，这意味着这行代码上
有一个代码行断点。如图2-594所示，在global_BubbleChartWidget.js文件的49
行代码处设置了一个代码行断点。

刷新此网页，脚本运行始终会在执行此行代码之前暂停，可单击右侧调试窗格的

按钮进行单步调试，或者单击调试窗格的 按钮继续执行脚本。

图 2-594 代码行断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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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终端测试

在进行页面自适应测试时，可以采用Chrome开发者工具提供的模拟移动设备的功
能。借助此功能，您可无实物快速对网页进行多个终端测试。

单击 按钮，可启动模拟移动设备界面，设备工具栏在打开时默认处于自适应视
口模式，可以将视口大小调整为所需的任何尺寸，另外还可以选择多种终端型
号，例如iPhone X、iPad等。

图 2-595 模拟移动设备

2.5.15 如何设置页面水印

AppCube支持在高级页面中设置水印。

操作步骤

1.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左侧单击需要设置水印的高级页面后的“...”，选择“设置”。

若页面已被锁定，请在编辑页面上方单击 ，先获取锁。

图 2-596 选择“设置”

2. 选择“水印”，参考如何设置页面水印设置参数，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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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97 水印设置

表 2-137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启用水印 是否给该页面启用水印。

重复渲染 当需要设置满页面水印时，开启该项。

水印内容 设置水印文本内容。

当前用户 当需要设置水印内容为当前用户名时，可开启该项。

开启后，“水印内容”中的文本不生效。

水印长度 水印矩形框的长度。

水印宽度 水印矩形框的宽度。

水平起始位置 当关闭“重复渲染”时，才可设置，表示单个水印在页
面的水平起始位置。

垂直起始位置 当关闭“重复渲染”时，才可设置，表示单个水印在页
面的垂直起始位置。

字体颜色 水印字体的颜色。

字体大小 水印字体的大小。

旋转角度 水印的旋转角度，取值范围-180~180，即逆时针或者顺
时针旋转180度。

透明度 水印的透明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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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服务编排

2.6.1 什么是服务编排
服务编排是一种通过简单的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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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使用服务编排

通过服务编排，可以将已实现的脚本、服务编排等功能进行复用，只需要进行图形化
编排以及相关参数配置，即可针对您自己的独特业务需求并以流程的方式将业务需求
所要实现的功能展现出来，甚至不需要有任何编程经验即可完成服务的开发，降低了
开发难度提高了开发效率。

服务编排基本能力
● 拖拉拽式编排流程

以往的传统编程，需要进行变量的声明并编写相应逻辑代码进行服务的开发。使
用服务编排进行服务开发，能够通过拖拉拽的方式，将配置项创建的变量以及服
务编排中提供的各种功能进行编排，并以流程的方式将服务所要实现的功能展现
出来。整个开发过程中无需进行代码的编写，简单快捷，并能够图形化展示服务
的逻辑。

● 逻辑处理

服务编排中提供了逻辑处理的图形化元件，包括赋值、循环、跳出循环、决策和
等待。通过这些图元能够实现基本的逻辑处理，并图形化展示，便于开发者理
解，详情可参考操作步骤中对逻辑处理图元的使用。

● 对象处理

服务编排中提供了对象处理的图形化元件，包括记录创建、记录查询、记录更新
和记录删除。通过这些图元能够对通过平台创建的自定义对象或标准对象进行相
应的增、删、改、查操作，简化处理对象数据的流程，提高开发效率，详情可参
考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数据的增删改查中对象处理图元的使用。

● 服务单元组合脚本、原生服务、BO、第三方服务

服务编排中提供了服务单元组合的图形化元件，包括脚本、子服务编排、原生服
务、BO和连接器。通过这些图元能够将平台中已开发完成的服务集成到服务编排
中，并重新进行组合，快速扩展出更丰富的业务功能。

服务编排与模块间调用关系

服务编排将平台提供的部分功能模块进行了封装，并提供了平台其他模块调用服务编
排的能力，下面介绍其他模块与服务编排是如何进行相互调用的。

● 脚本

– 在服务编排中可以通过配置脚本图元，选择当前应用中的脚本进行脚本的调
用。

– 在脚本中可以通过引入sys库，然后执行sys.invokeFlow({Flow_Name})，进
行服务编排的调用。其中，Flow_Name为服务编排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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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

在服务编排中可以通过配置记录创建、查询、更新、删除图元对当前应用中的对
象记录进行增删改查的操作，详情请参考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数据的增删改
查。

● 标准页面

在标准页面的模型视图中新建服务模型，能够绑定服务编排，进行服务编排的调
用。

● BPM
在BPM中可以通过配置“调用服务编排”活动，选择相应的服务编排进行服务编
排的调用。

● API接口

在新建接口时选择资源类型为“服务编排”，并选择相应的服务编排，即可将服
务编排绑定到服务接口上，通过API接口进行服务编排的调用。

● BO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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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使用，详情请参考BO图元。

● 连接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与第三方系统对接的接口，如对接短信发送、云存储、系统中
已定义的Action等，详情请参考连接器图元。

说明

服务编排中只允许调用当前应用工程下的资源（例如对象、脚本）。

例如服务编排A中需要调用脚本B，请确保A和B处于同一应用中，若需要调用的资源不在同一应
用中，则在服务编排A所在的应用中新建脚本B，或选择“使用已有脚本”导入脚本B。再在服务
编排A中调用该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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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如何开发服务编排

服务编排的开发流程

开发服务编排前，您需要了解整个服务编排的开发流程。

图 2-598 流程图

如何创建服务编排

步骤1 在应用开发页面，将鼠标放在Logic文件夹上，单击“+”，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参照表1配置参数，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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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99 创建服务编排

表 2-138 创建服务编排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创建一个新的服
务编排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流程。 选中单选按钮。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
排”和“使用已有的服务
编排”两者择一。

使用已有的服务
编排

基于同一租户或基线里已有的服务
编排创建。

方便用户快速继承已有服务编排的
配置，增加效率。

类型 服务编排的类型。

● Autolaunched Flow：自启动
Flow，在接口调用后会立即执
行服务编排模型定义的逻辑。

● Event Trigger：事件触发的服
务编排，则会在事件触发时才
会开始执行服务编排模型定义
的逻辑。当选择该类型时，您
需要配置具体的事件以及条件
规则。

在下拉框里选择需要的类
型。

标签 仅用于展示。 直接填写。

名称 系统会自动在名称前添加{命名空
间}__，当其他功能调用服务编排
时，调用的是服务编排的名称，而
不是标签。

填完“标签”值后，单击
该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
自动填充。

在同一租户内不能重复，
如果重复，系统会提示。

描述 服务编排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服务编
排的作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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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服务编排编辑器

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由上方按钮区域、左侧图元面板区域、中间画布区域和右侧参数
配置区域四部分组成。

图 2-600 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

表 2-139 区域说明

区域 区域说明

按钮
区域

功能按钮区域，包括锁定、解锁、启用（或者禁用）、保存、另存为新版本
或者新服务编排、执行服务编排、操作回退、撤销回退、启用服务编排跟踪
器以及切换版本的操作。支持快捷键操作，即可脱离鼠标直接用键盘操作。

启用后还可单击右上角 查看该组件的调用关系图。

图元
面板
区域

图元面板区域呈现服务编排编辑器的图元算子。服务编排编辑器以图元算子
为基础，您可直接将图元算子拖入画布区域进行逻辑编排。图元算子分为以
下五类。

● 基本：基本类型图元，能够实现在服务编排中进行脚本或者服务编排的
调用，增/改/删/查对象记录，以及发送邮件、发送事件的功能。

● 逻辑：逻辑判断图元，能够实现在服务编排中进行变量赋值
Assignment、循环Loop、跳出循环Break、决策Decision、等待Wait的
功能。

● BO：商业对象图元，即将封装好的BO能力作为服务编排中的一个节点，
实现特定的业务功能图元。

● Native服务：原生服务图元，用于调用原生服务提供的接口。

● 连接器：与第三方系统对接的图元，例如将短信发送、支付等第三方连
接器作为当前服务编排中的一个节点图元。

面板区域中右侧竖排图元为常用的图元快捷菜单栏。

画布
区域

服务编排设计操作区域。在该区域可对服务编排进行具体流程设计、图元放
置。

选中图元按“Delete”可进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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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区域说明

配置
区域

整个服务编排或者图元的属性设置区域。当选择画布区域服务编排中具体图
元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图元的属性设置区域。当选择服务编排中空白区域
或者开始图元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服务编排的设置区域。

● ：服务编排基本信息配置菜单。

● ：显示服务编排类型、是否启用。

● ：整个服务编排的入参、出参。您可从“全局上下文”中选择变量拖
拽到服务编排的入参、出参中。

● ：服务编排用到的私有结构体。

● ：全局上下文变量，主要用于创建服务编排中需要使用的变量、公式
以及结构体变量等。

 

创建您的第一个服务编排

根据图2-598，首先进行业务场景的设计，作为您的第一个的服务编排，设计了根据传
入的用户名配置欢迎信息的简单业务场景，下面根据流程图的步骤进行服务编排的开
发。

步骤1 创建服务编排，根据如何创建服务编排创建名称和标签为“HelloFlow”的服务编排。

步骤2 配置变量，单击配置区域中的全局上下文，单击“变量”栏右侧中的“+”号按钮，创
建变量。

图 2-601 创建变量

根据上述步骤创建下表中的变量。

表 2-140 变量说明

变量名 类型 变量说明

userName 文本 传入的用户名

message 文本 欢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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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单击变量右侧 按钮进行变量设置，可以进行“名称”、“数据类型”、“默认值”、“描
述”、“是否为数组”等参数的配置。

图 2-602 变量配置

在全局上下文中，除了创建基本类型的变量，还可创建“常量”、“公式”、“对象变量”、
“系统变量”、“全局常量”，详情请参照变量及输入输出参数配置。

步骤3 单击 ，配置服务编排的输入输出参数。

图 2-603 配置输入输出参数

步骤4 选择所需图元，将“逻辑”目录或面板区域右侧快捷图元菜单中的“赋值”图元拖拽
到画布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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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04 选择赋值图元

说明

赋值图元可以实现对全局上下文中变量等参数进行赋值。其他图元的详情信息可参考图元配置。

步骤5 配置图元，单击赋值图元，在“赋值”页面中，根据下图将创建的变量拖拽到相应的
位置上，可通过单击“新增行”新增赋值语句。

图 2-605 配置赋值图元

说明

上述赋值语句将“"Hello,"”赋值给message变量，并将userName变量拼接到message变量
中。赋值语句将从上往下依次执行。

步骤6 连接图元指定逻辑关系，从开始图元连向赋值图元，代表服务编排开始执行后执行赋
值图元的赋值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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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06 连接图元

步骤7 单击按钮区域的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单击按钮区域的 ，进行服务编排的调试。

在输入参数输入框中填写如下输入参数，并单击运行。

{
    "userName": "AppCube"
}

运行结果如下，输出“Hello,AppCube”。

图 2-607 运行结果

步骤9 单击按钮区域的 ，启用服务编排。

步骤10 管理服务编排，根据如何定义API接口将启用的服务编排绑定到自定义的API上，并单
击 查看API，进行API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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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08 API 测试

----结束

2.6.3 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

场景描述

实现场景：根据查询到的呼吸机资源数据判断资源是否充足，并修改相关资源信息。

实现方案：提前创建好呼吸机资源对象Respirator，使用服务编排实现上述场景功能。
实现逻辑如下：

1. 首先需要通过循环图元对传入的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即空闲状态下的
呼吸机资源数组）进行遍历，并将数组中的每个元素放置到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元素）中。

2. 通过“赋值”图元设置参数：将当前遍历的对象变量元素添加到此次申请的原始
呼吸机资源数组中，并对计数进行加一操作，并将当前遍历的对象变量元素的字
段医院信息修改为发起呼吸机申请的医院信息，将呼吸机状态修改为“使用
中”，并添加到申请后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

3. 通过“决策”图元判断资源是否充足。

– 走“ResourceEnough1”分支：在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满足申请数量的
时候跳出循环，返回信息“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 走“ResourceNotEnough1”分支：循环遍历全部元素后仍未满足申请数
量，将走Finish连线进行资源是否充足的判断：

▪ 走“ResourceEnough2”分支：资源充足情况下返回“资源充足，申请
呼吸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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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ResourceNotEnough2”分支：当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实
际存在的资源数量比申请的数量少时，代表申请的资源不足，返回信息
“资源不足，申请失败！”。

图 2-609 总体编排流程

前提条件

开发呼吸机申请服务，首先需要创建呼吸机资源对象Respirator，作为呼吸机申请服务
处理的对象。根据数据对象建模进行对象创建，自定义字段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2-141 Respirator 对象自定义字段

字段名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status 文本 呼吸机当前状态，“空闲”或“使用中”。

hospital 文本 呼吸机当前所在医院。

 

创建Respirator对象步骤如下：

1. 在一个应用目录上，例如“Model”上，单击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对
象”。

2. 输入对象的标签为“Respirator”，单击名称系统会自动生成该值，单击“添
加”。

3. 在“自定义字段”页签，单击“新建”。

4. 字段类型选择“文本”，单击“下一步”。

5. 设置字段标签为“status”，单击名称系统会自动生成该值，“数据长度”设置为
“255”，单击“下一步”。

6. 勾选权限，设置字段的访问权限，即哪些Profile可以查看或修改该字段，单击
“下一步”。

7. 保持默认，默认该字段加入所有布局。单击“保存”。

8. 参考3~7在“自定义字段”页签，新建“hospital”字段。

操作步骤

步骤1 创建“名称”和“标签”为“ProcessRespiratorResource”的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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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个应用目录上，例如“Logic”，单击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服务编
排”。

2. 在“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中配置“标签”为
“ProcessRespiratorResource”，单击“名称”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填充
“ProcessRespiratorResource”。单击“添加”。

步骤2 参照表2-142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表 2-142 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num 数字 申请的呼吸机数量。

count 数字 添加到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资源数
量。

hospital 文本 申请呼吸机的医院。

msg 文本 申请结果。

RespiratorInf
o

Respirator对象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元素。

RespiratorInf
os

Respirator对象数
组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

RespiratorRe
cs

Respirator对象数
组

此次申请的原始呼吸机资源数组。

RespiratorInf
osUpdate

Respirator对象数
组

申请成功后已修改所在地信息和状态的呼吸机
资源数组。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图 2-610 添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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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图 2-611 设置变量

3. 配置数字类型的变量“num”，单击“保存”。

图 2-612 配置变量

表 2-143 普通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变量名称。

直接输入“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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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变量的数据类型。

– 文本

– 数字

– 货币

– 日期

– 日期/时间

– 复选框

从下拉列表选择“数字”。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不用配置。

描述 该变量的描述说明。

选填项，建议填写该变量的作用。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不勾选。

 
4. 参考步骤2.1~步骤2.3创建其他普通变量“count”（数字类型）、“hospital”

（文本类型）和“msg”（文本类型）。

5.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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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3 添加对象变量

6. 设置对象变量名称为“RespiratorInfo” ，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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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4 配置对象变量

7.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号。新建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
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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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5 配置数组类型对象变量

8. 参考步骤2.7创建数组类型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Recs”和
“RespiratorInfosUpdate”。注意要选中“是否为数组”。

所有变量创建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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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6 成功创建变量

9.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变量“num”、变量“hospital”、数组对象变
量“RespiratorInfos”拖拽到“入参”中，将变量“msg”、数组对象变量
“RespiratorRecs”和“RespiratorInfosUpdate”拖拽到“出参”中。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64



图 2-617 配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出参

步骤3 编排该服务主要使用了四种图元，分别是“赋值”、“循环”、“跳出循环”、“决
策”图元，按照下图将相关图元拖拽到画布中对应位置。

图 2-618 拖拽图元

步骤4 配置“循环”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循环”图元Loop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循
环呼吸机资源”、“名称”为“LoopRespi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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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9 配置“循环”图元基本信息

2. 单击 ，在“循环”页面进行配置。将创建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由展
开的“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到“数组”输入框中，将创建的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拖拽到“元素”输入框中，“排序”保持“升序”。

图 2-620 配置“循环”页面

说明

如上图配置，能够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进行遍历，并将数组中的每个元素放置
到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中，进行下一步操作。

3. 在画布上，把鼠标放在起点图元 图元上，从“+”拖动鼠标，在起点图元和
“循环”图元间增加连线。

4. 从“循环”图元Loop0连向“赋值”图元Assignment0，连线类型为“Next”
（即“下一个取值”）；从“循环”图元Loop0连向“决策”图元Decision1，连
线类型为“Finish”（即“遍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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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1 连接图元

步骤5 配置“赋值”图元Assignment0。

1. 单击画布中的“赋值”图元Assignment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
为“设置参数”、“名称”为“SetParams”。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赋值”页面单击“新增行”，添加赋值语句，在展开
的“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变量到赋值语句中。

图 2-622 配置“赋值”图元

说明

赋值语句实现如下功能：

– 将当前遍历的对象变量元素添加到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并对计数进行加一操
作。

– 将当前遍历的对象变量元素的医院字段修改为发出申请的医院信息，将状态字段修改为
“使用中”，并添加到数组中作为修改对象记录时的入参信息。

3. 从“赋值”图元Assignment0连向“决策”图元Decision0。

步骤6 配置“决策”图元Decisio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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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画布中的“决策”图元Decision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判断资源是否足够”、“名称”为“JudgeNum”。

2. 单击 ，在“决策”页面做如下设置。

如图2-623所示，单击“默认”结果，将名称设置为“ResourceNotEnough1”，
如图2-624所示，单击“新增”，新增一个名为“ResourceEnough1”的结果，
在右侧单击“新增行”，新增可视公式“{!num} == {!count}”，其中变量和值是
由展开的“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来的。

图 2-623 分支 ResourceNotEnough1

图 2-624 分支 ResourceEnough1

3. 从“决策”图元Decision0连向“循环”图元，连线类型为
“ResourceNotEnough1”，从“决策”图元Decision0连向“跳出循环”图元
Break0，连线类型为“ResourceEnough1”。

图 2-625 连接“决策”图元和其他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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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连线表示：当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的资源数量与申请的数量相同时，代表申请的
资源已足够，走“ResourceEnough1”分支，可跳出循环；否则走
“ResourceNotEnough1”分支，遍历一个元素进行数据处理。

步骤7 配置“跳出循环”图元Break0。

1. 单击画布中的“跳出循环”图元Break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资源足够跳出循环”，名称为“Break”。

2. 单击 ，在“跳出循环”页面的“循环”下拉框中选择需要中断的循环
“LoopRespirator”（“LoopRespirator”是在步骤4中配置的）。

图 2-626 配置“跳出循环”页面

3. 从“跳出循环”Break0连向“赋值”图元Assignment1。

步骤8 配置“赋值”图元Assignment1。

1. 单击画布中的“赋值”图元Assignment1，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
为“设置资源充足的返回信息”，名称为“setSuccessed”。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赋值”页面单击“新增行”添加赋值语句“msg =
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其中变量是由展开的“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
来的。

图 2-627 配置“赋值”图元 Assignment1。

说明

配置表示设置资源充足情况下提示“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步骤9 配置“决策”图元Decis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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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画布中的“决策”图元Decision1，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判断资源是否足够”，名称为“judgeNum2”。

2. 单击 ，在“决策”页面做如下设置。

如图2-628所示，单击“默认”结果，将名称设置为“ResourceEnough2”。如
图2-629所示，在右侧单击“新增行”，新增一个名为“ResourceNotEnough2”
的结果，新增可视公式“{!num} > {!count}”，其中变量是由展开的“全局上下
文”页面拖拽来的。

图 2-628 分支“ResourceEnough2”

图 2-629 分支“ResourceNotEnough2”

3. 从“决策”图元Decision1连向“赋值”图元“设置资源充足的返回信息”，连线
类型为“ResourceEnough2”，从“决策”图元Decision1连向“赋值”图元
Assignment2，连线类型为“ResourceNotEnough2”。

图 2-630 连接“决策”图元和其他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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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此次申请的呼吸机资源数组中实际存在的资源数量比申请的数量少时，代表申请的资源
不足，走“ResourceNotEnough2”分支，设置资源不足情况下的返回信息；否则走
“ResourceEnough2”分支，资源充足情况下返回“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步骤10 配置“赋值”图元Assignment2。

1. 单击画布中的“赋值”图元Assignment2，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
为“设置资源不足的返回信息”，名称为“setFailed”。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赋值”页面单击“新增行”添加如下赋值语句，从展
开的“全局上下文”页面中拖拽变量和常量到赋值语句中。

图 2-631 配置“赋值”图元 Assignment2

赋值语句如下：

– msg = 资源不足，申请失败！

– RespiratorRecs = {!$GlobalConstant.Null}
– RespiratorInfosUpdate = {!$GlobalConstant.Null}

说明

配置服务返回信息参数，将对象数组清空，提示“资源不足，申请失败！”。

步骤11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进行保存，并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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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 申请2台呼吸机。

其中，“CNAME”为命名空间名称，请替换为环境中实际配置的命名空间。
{
    "num": 2,
    "hospital": "第8人民医院",
    "RespiratorInfos":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QI9WC",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3",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SqXgm",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4",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2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UpjbE",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5",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2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X6Wdk",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6",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3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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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id": "cVjc000000fgrFwbe6im",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8",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

图 2-632 输入参数

步骤13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返回如下信息，表示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数量大于申请所需的数量，在资源满
足的情况下返回申请成功后修改所在地信息和状态的呼吸机资源数组
“RespiratorInfosUpdate”，以及返回申请的原始呼吸机资源数组
“RespiratorRecs”。返回信息msg“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
  "interviewId": "002N000000m53Y4zJwci",
  "outputs": {
    "RespiratorInfosUpdate": [
      {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CANME__hospital__CST": "第8人民医院",
        "CANME__status__CST": "使用中",
        "id": "cVjc000000fgrFwQI9WC",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3",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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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CANME__hospital__CST": "第8人民医院",
        "CANME__status__CST": "使用中",
        "id": "cVjc000000fgrFwSqXgm",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4",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RespiratorRecs": [
      {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CAN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AN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Vjc000000fgrFwQI9WC",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3",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creat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createdBy.name": "appcubetest",
        "createdDate": "2020-12-14 17:18:12",
        "currencyIsoCode": "USD",
        "CAN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AN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Vjc000000fgrFwSqXgm",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cEMpInogYS",
        "lastModifiedBy.name": "appcubetest",
        "lastModifiedDate": "2020-12-14 17:18:12",
        "name": "呼吸机4",
        "owner": "10gd000000cEMpInogYS",
        "owner.name": "appcubetest"
      }
    ],
    "msg": "资源充足，申请呼吸机成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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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3 输出界面

步骤14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2.6.4 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数据的增删改查

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中创建了呼吸机资源对象Respirator，本节将介
绍通过服务编排中内置的对象操作图元来开发服务编排，实现Respirator对象数据的增
删改查功能。您可参考该实例对其他对象数据进行增删改查。

创建对象数据

本节点将介绍如何实现初始化Respirator对象数据的功能，由于服务编排中内置的记录
创建图元无法批量创建，需要循环调用记录创建图元，进行批量创建。

步骤1 创建“名称”和“标签”为“CreateRespirator”的服务编排。

1. 在一个应用目录上，例如“Logic”，单击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服务编
排”。

2. 在“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中配置“标签”为“CreateRespirator”，单击“名
称”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填充“CreateRespirator”。单击“添加”。

步骤2 参照表2-144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入参。

表 2-144 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RespiratorIn
fo

Respirator对象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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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RespiratorIn
fos

Respirator对象数
组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图 2-634 添加对象变量

2. 设置对象变量名称为“RespiratorInfo” ，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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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5 配置对象变量

说明

服务编排中只允许引用当前应用工程下的资源（例如对象、脚本），上图中的对象需要和
服务编排在同一应用中。

3.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号。新建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
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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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6 配置数组类型对象变量

4.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拖拽到“入
参”中。

图 2-637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拖拽快捷目录中的“循环”图元以及“基本”目录中的“记录创建”图元到画布中，
并与“开始”图元进行如下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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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8 拖拽图元

步骤4 配置“循环”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循环”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和名称为
“LoopRespiratorInfos”。

图 2-639 配置“循环”图元基本信息

2. 单击 ，进入“循环”配置页面，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s到“数组”输入框中，拖拽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到“元素”输
入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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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0 配置“循环”页面

说明

如上图配置，能够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进行遍历，并将数组中的每个元素放置
到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中，进行下一步操作。

步骤5 配置“记录创建”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记录创建”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及名称为
“CreateRespirator”，并勾选“使用快速创建模式”。

图 2-641 配置“记录创建”图元基本信息

2. 单击 ，在“记录创建”页面，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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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2 配置“记录创建”页面

步骤6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进行保存，并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7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创建3条对象记录。

其中“CNAME”替换为环境中实际配置的命名空间。
{
    "RespiratorInfos": [
        {
            "name": "呼吸机1",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2",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3",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

图 2-643 输入参数创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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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检查运行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1. 运行结果如下，显示“成功”。

图 2-644 运行结果

2. 在对象Respirator“布局”页签单击“Respirator Records”后的图标 ，查看
到已成功创建对象记录。

图 2-645 查看对象数据

图 2-646 Respirator 对象数据

步骤9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启用该服务编排。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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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对象数据

本节点将介绍如何通过记录查询图元，查询Respirator对象数据中“状态”为“空闲”
的对象记录。

步骤1 参考步骤1创建“名称”和“标签”为“SelectRespirator”的服务编排。

步骤2 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出参。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2.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存”。

图 2-647 创建数组类型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

3.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拖拽到“出
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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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8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拖拽“基本”目录中的“记录查询”图元到画布中，并与“开始”图元进行如下连
线。

图 2-649 拖拽图元

步骤4 配置“记录查询”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记录查询”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及名称为
“SelectRespirator”，并勾选“使用快速查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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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0 配置“记录查询”图元基本信息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记录查询”页面中，将创建的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s由展开的“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在“条
件”中单击“新增行”新增条件语句，“排序”为可选配置。

图 2-651 配置“记录查询”页面

说明

条件的值中要用英文双引号。

“排序”为可选配置，将根据您选择的“排序字段”以及“顺序”对查询到的数据进行排
序。

步骤5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进行保存，并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6 由于该服务编排没有配置入参，直接单击“运行”，查询对象数据。

步骤7 查看是否返回所有状态为空闲的对象记录。
    {
  "interviewId": "002N0000XXXXXXx5Cy",
  "outputs": {
    "RespiratorInfos": [
      {
        "createdBy": "10gd000XXXXXX7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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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By.name": "XXX",
        "createdDate": "2021-08-10 14:25:18",
        "currencyIsoCode": "USD",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nE0000000m5Kvrl7kSe",
        "lastModifiedBy": "10gd000XXXXXXq7Pea",
        "lastModifiedBy.name": "XXX",
        "lastModifiedDate": "2021-08-10 14:25:18",
        "name": "呼吸机1",
        "owner": "10gd0000XXXXXXq7Pea",
        "owner.name": "gonCNAMEhen"
      },
      {
        "createdBy": "10gd000000bZHUAq7Pea",
        "createdBy.name": "XXX",
        "createdDate": "2021-08-10 14:25:18",
        "currencyIsoCode": "USD",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nE0000000m5KvrtM7EW",
        "lastModifiedBy": "10gd0000XXXXXXea",
        "lastModifiedBy.name": "XXX",
        "lastModifiedDate": "2021-08-10 14:25:18",
        "name": "呼吸机2",
        "owner": "10gd000000bZHUAq7Pea",
        "owner.name": "XXX"
      },
      {
        "createdBy": "10gd000XXXXXX7Pea",
        "createdBy.name": "XXX",
        "createdDate": "2021-08-10 14:25:18",
        "currencyIsoCode": "USD",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id": "cnE0000000m5KvrykUhk",
        "lastModifiedBy": "10gd0000XXXXXXPea",
        "lastModifiedBy.name": "XXX",
        "lastModifiedDate": "2021-08-10 14:25:18",
        "name": "呼吸机3",
        "owner": "10gd000000bZHUAq7Pea",
        "owner.name": "XXX"
      }
    ]
  }
}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86



图 2-652 界面输出

步骤8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进行激活。

----结束

修改对象数据

本节点将介绍如何通过记录更新图元修改Respirator对象数据。

步骤1 参考步骤1创建“名称”和“标签”为“UpdateRespirator”的服务编排。

步骤2 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入参。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2.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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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3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

3.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拖拽到“入
参”中。

图 2-654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拖拽“基本”目录中的“记录更新”图元到画布中，并与“开始”图元进行如下连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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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5 拖拽图元

步骤4 配置“记录更新”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记录更新”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及名称为
“UpdateRespirator”，并勾选“使用快速更新模式”。

图 2-656 配置“记录更新”图元基本信息

2. 单击 ，在“记录更新”页面，将创建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由展开的“全
局上下文”页面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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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7 配置“记录更新”页面

步骤5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进行保存，并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6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参数，修改Respirator对象
数据，更新状态为“使用中”。

其中“CNAME”替换为环境中实际配置的命名空间；“id”取值替换为查询对象数据
中步骤7查询出呼吸机的id。
{
    "RespiratorInfos": [
        {
            "id": "cnE0000000m5Kvrl7kSe",
            "CNAME__status__CST": "使用中"
        },
        {
            "id": "cnE0000000m5KvrtM7EW",
            "CNAME__status__CST": "使用中"
        }
    ]
}

步骤7 检查运行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1. 运行结果如下，显示“成功”。

2. 在对象Respirator“布局”页签单击“Respirator Records”后的图标 ，查看
到对象记录中状态已成功由“空闲”更新为“使用中”。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90



图 2-658 预览对象布局页

图 2-659 查看对象数据变更

步骤8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进行激活。

----结束

删除对象数据

本节点将介绍如何通过记录删除图元删除Respirator对象数据。

步骤1 参考步骤1创建“名称”和“标签”为“DeleteRespirator”的服务编排。

步骤2 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出参。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2.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
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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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0 新建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

3.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数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拖拽到“入
参”中。

图 2-661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拖拽“基本”目录中的“记录删除”图元到画布中，并连接“开始”和“记录删除”
图元。

步骤4 配置“记录删除”图元。

1. 单击画布中的“记录删除”图元，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及名称为
“DeleteRespirator”，并勾选“使用快速删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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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在“记录删除”页面将创建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由展开的“全局
上下文”页面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

图 2-662 配置“记录删除”页面

步骤5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进行保存，并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6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删除2条对象记录。

其中“id”取值替换为查询对象数据中步骤7查询出呼吸机的id。单击“运行”。
{
    "RespiratorInfos": [
        {
            "id": "cnE0000000m5Kvrl7kSe"
        },
        {
            "id": "cnE0000000m5KvrtM7EW"
        }
    ]
}

步骤7 运行后在对象Respirator“布局”页签单击“Respirator Records”后的图标 ，查
看到已成功删除2条对象记录，还剩1条。

图 2-663 预览布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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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4 对象记录

步骤8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2.6.5 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实现呼吸机申请服务

场景描述

实现场景：由于呼吸机资源缺乏，为了有效利用剩余的呼吸机，需要提供呼吸机申请
服务进行资源调度。申请人调用服务接口提供医院信息和申请呼吸机资源数量，服务
根据系统中处于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判断资源是否充足，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返
回被申请的呼吸机信息并修改系统中相应呼吸机的医院信息和状态。

实现方案：使用服务编排实现上述功能，实现逻辑如下：

1. 通过调用查询对象数据中创建的服务编排，获取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信
息。

2. 通过调用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中创建的服务编排，进行资源是
否充足的判断，返回被申请的呼吸机信息。

3. 通过决策图元判断上一步骤返回的申请呼吸机信息，做出下一步操作。

– 走“ResourceEnough”分支：在资源满足的情况下调用修改对象数据中创建
的服务编排，修改系统中被申请的呼吸机的医院信息和状态。

– 走“ResourceNotEnough”分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返回错误信息。

图 2-665 呼吸机申请服务总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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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已参考前提条件创建呼吸机资源对象Respirator，作为呼吸机申请服务处理的对

象。

● 已参考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开发服务编排，实现对Respirator对
象数据进行逻辑处理。

● 已参考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数据的增删改查开发服务编排，实现对Respirator对
象数据进行增删改查。

如何开发呼吸机申请服务

步骤1 创建“名称”和“标签”为“RespiratorApply”的服务编排。

1. 在一个应用目录上，例如“Logic”，单击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服务编
排”。

2. 在“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中配置“标签”为“RespiratorApply”，单击“名
称”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填充“RespiratorApply”。单击“添加”。

步骤2 参照表2-145定义服务编排用到的变量，并设置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表 2-145 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num 数字 申请的呼吸机数量。

hospital 文本 申请呼吸机的医院。

msg 文本 申请结果。

RespiratorI
nfos

Respirator对
象数组

系统中空闲状态下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后用于存放信
息修改后的资源数组）。

Respirator
Recs

Respirator对
象数组

此次申请的原始呼吸机资源数组。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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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6 创建变量

2.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图 2-667 设置变量

3. 配置数字类型的变量“num”，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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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8 配置变量

表 2-146 普通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变量名称。

直接输入“num”。

数据类型 变量的数据类型。

– 文本

– 数字

– 货币

– 日期

– 日期/时间

– 复选框

从下拉列表选择“数字”。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不用配置。

描述 该变量的描述说明。

选填项，建议填写该变量的作用。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不勾选。

 
4. 参考步骤2.1~步骤2.3步骤配置步骤2.3创建文本类型的变量“hospital”、

“msg”。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97



创建后如下图所示。

图 2-669 成功创建变量

5.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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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0 创建对象变量

6.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号。新建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s”，对象中选择前提条件中创建的对象Respirator，设置字段描
述信息（可选），选中“是否为数组”，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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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1 创建数组类型对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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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2 配置数组类型对象变量

7. 参考步骤2.6创建数组类型的对象变量“RespiratorRecs”。注意要选中“是否为
数组”。

8. 单击画布中的“开始”图元 ，在右侧菜单选择 ，单击右上角“全局上下
文”展开“全局上下文”页面，将变量num、变量hospital拖拽到“入参”中，将
变量msg、对象变量RespiratorRecs拖拽到“出参”中。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01



图 2-673 配置开始图元

步骤3 编排该服务主要使用了三种图元，分别是“子服务编排”“赋值”、“决策”图元。
按照下图将相关图元拖拽到画布中对应位置。

图 2-674 拖拽图元

步骤4 在画布上，把鼠标放在起点图元 图元上，从“+”拖动鼠标，在起点图元和“子服
务编排”图元Flow0间增加连线。

步骤5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0。

1. 单击画布中的“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查询呼吸机资源”，名称为“SelectRespi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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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5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基本信息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子服务编排”页面“服务编排实例”中选择查询对象
数据创建的服务编排“SelectRespirator”。配置输出参数，从“全局上下文”页
面拖拽变量到“目标”中。

图 2-676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 Flow0

说明

如上图配置，将调用查询对象数据中开发的查询对象记录服务编排，并将查询结果存放到
对象变量RespiratorInfos中。

步骤6 从“子服务编排”图元“SelectRespirator”连向“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1。

步骤7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1。

1. 单击画布中的“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1，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处理呼吸机资源”，名称为“ProcessRespiratorResouce”。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子服务编排”页面“服务编排实例”中选择如何使用
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创建的服务编排“ProcessRespiratorResource”。
配置入参和出参，其中变量是由展开的“全局上下文”页面拖拽来的。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03



图 2-677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 Flow1

说明

如上图配置，将调用如何使用服务编排开发业务的基本逻辑中开发的资源处理服务编排，
并将查询对象记录服务编排中返回的空闲状态下呼吸机资源以及申请医院、资源数量作为
入参传入，返回申请结果、被申请的呼吸机资源以及修改信息后的呼吸机资源数组存入相
应对象变量。

3. 从“子服务编排”图元“ProcessRespiratorResouce”连向“决策”图元
Decision0。

步骤8 配置“决策”图元Decision0。

1. 单击画布中的“决策”图元Decision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判断资源是否充足”，名称为“judgeResource”。

2. 在“决策”页面中，单击“默认”结果，将名称设置为“ResourceEnough”，单
击“新增”，新增一个名为“ResourceNotEnough”的结果，并如下图所示进行
配置。

图 2-678 配置默认结果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04



图 2-679 新增“ResourceNotEnough”

说明

“ResourceNotEnough”结果表示当返回的资源数组为空时，代表资源不足，走向赋值图
元设置错误信息；默认的“ResourceEnough”结果代表资源充足，将进行系统中数据的修
改。

3. 从“决策”图元“judgeResource”连向“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2，连线类型为
“ResourceEnough”，从“决策”图元Decision0连向“赋值”图元
Assignment0，连线类型为“ResourceNotEnough”。

步骤9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2。

1. 单击画布中的“子服务编排”图元Flow2，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为
“修改呼吸机资源状态”，名称为“UpdateRespiratorResource”。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子服务编排”页面“服务编排实例”中选择修改对象
数据中创建的服务编排“UpdateRespirator”，并配置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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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0 配置子服务编排图元 Flow2

说明

如上图配置，将调用修改对象数据中开发的修改对象记录服务编排，根据传入的对象变量
RespiratorInfos对系统中的对象数据进行修改。

步骤10 配置“赋值”图元Assignment0。

1. 单击画布中的“赋值”图元Assignment0，在“基本信息”页面中配置图元标签
为“设置错误信息”，名称为“setError1”。

2. 如下图所示，单击 ，在“赋值”页面进行配置赋值语句，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设置相应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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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1 配置赋值图元 Assignment0

步骤11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进行保存，并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2 进行测试。

● 当资源不足时，测试服务是否报错并返回相应错误信息。

a.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人民第66医院需要申请5台呼吸机。
{
    "hospital": "人民第66医院",
    "num":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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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2 输入参数

b.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返回如下信息，表示资源不足，申请失败。

图 2-683 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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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当资源充足时，返回信息“资源充足，呼吸机申请成功！”，以及申请的呼
吸机资源信息，并修改系统中对象数据。

a. 打开创建对象数据中创建的服务编排“CreateRespirator”，单击上方 运行
服务编排。

b.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创建5台某医院空闲的呼吸机。

其中，“CNAME”为命名空间名称，请替换为环境中实际配置的命名空间。
{
    "RespiratorInfos": [
        {
            "name": "呼吸机1",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2",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3",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4",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name": "呼吸机5",
            "CNAME__hospital__CST": "第1人民医院",
            "CNAME__status__CST": "空闲"
        }
    ]
}

c. 打开本节开发的服务编排“RespiratorApply”，单击上方 运行服务编排。

d. 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人民第66医院需要申请5台呼吸机。
{
    "hospital": "人民第66医院",
    "num": 5
}

e.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资源充足时，如下图所示返回信息“资源充足，呼吸机申请成功！”，以及
申请的呼吸机资源信息。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09



图 2-684 输出界面

f. 在对象Respirator“布局”页签单击“Respirator Records”后的图标 ，
查看到对象记录中状态已成功由“空闲”更新为“使用中”，且修改呼吸机
资源所在的医院信息。

图 2-685 查看布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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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6 查看对象记录

步骤13 单击上方按钮区域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2.6.6 变量及输入输出参数配置
变量是可以变化的量，即可以被赋值所改变的参数。某个具体的服务编排中一般都会
涉及输入输出变量，本节介绍在服务编排中如何创建普通变量、集合变量、结构体变
量、配置输入输出参数等内容。

创建普通变量或者集合变量

步骤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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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7 创建变量

步骤2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步骤3 设置页面参数，单击“保存”。

图 2-688 配置变量

表 2-147 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名称 变量名称，必填。 直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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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数据类型 变量的数据类型，必填。

● 文本

● 数字

● 货币

● 日期

● 日期/时间

● 复选框

● 任意

在下拉框里选择需要的类型。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若需要配置默认值，请直接填写。

描述 该变量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一般建议填写变量的作用。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
量。

勾选表示为数组。

 

----结束

创建常量

步骤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常量”后的加号。

步骤2 单击新增常量后的“...”，选择“设置”。

步骤3 设置页面参数，单击“保存”。

图 2-689 配置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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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8 常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名称 常量名称，必填。 直接填写。

数据类
型

常量的数据类型，
必填。

● 文本

● 数字

● 货币

● 日期

● 日期/时间

● 复选框

在下拉框里选择需要的类型。

值 常量取值，必填。 手动输入值作为常量值。

描述 该常量的描述信
息。

选填项，一般建议填写常量的作用。

 

----结束

创建公式变量

公式变量主要用于变量赋值，表达式计算，参数传递等。

步骤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公式”后的加号。

步骤2 设置页面参数，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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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0 配置公式变量

表 2-149 公式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名称 公式变量名称，必
填。

直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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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数据类
型

公式变量的数据类
型。

● 文本

● 数字

● 货币

● 日期

● 日期/时间

● 复选框

● 结构体

在下拉框里选择需要的类型。

描述 该公式变量的描述
信息。

选填项，一般建议填写公式变量的作用。

表达式 表达式。 若表达式中需要运用公式，您可根据需要双击“公
式”区域中系统预置的公式，该公式会显示在右侧
“表达式”区域中。当表达式中需要有变量参数
时，您可从变量区域中直接选择变量拖入到表达式
中。

 

----结束

创建私有结构体

服务编排中如果涉及复杂结构体参数，则可以先创建全局或者私有结构体，并用作参
数类型。

全局结构体是通过全局视图进行创建的，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逻
辑> 全局结构体”，单击“新建”进行创建；私有结构体创建方式可参见如下步骤。

创建全局结构体和私有结构体后，再参考创建对象变量/结构体变量/事件变量创建全
局结构体变量和私有结构体变量，作为服务编排的参数类型。

步骤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私有结构体页面单击“新增”。

该“私有结构体”页面有两个“新增”按钮，单击上面的“新增”按钮，是通过设置
页面参数新建私有结构体；单击下面的“新增”按钮是通过输入JSON Schema类型的
数据源码定义私有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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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1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步骤2 （若上一步单击“私有结构体”页面上方的“新增”按钮，请执行该步骤）设置页面
参数。

● 在“基本信息”中输入结构体名字、描述信息。

● 在“结构体成员”中设置自定义成员变量，包括设置成员变量的名称、数据类
型、是否必填、是否是集合、描述信息等。单击“新增”可增加成员变量。您可
设置全局结构体或者私有结构体成员变量。当私有结构体的成员变量包含结构体
类型时，您需要提前定义成员结构体。例如下图中成员变量“hobby”为私有结
构体类型，您需要提前创建“create”私有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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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2 配置私有结构体

步骤3 （若上一步单击“私有结构体”页面下方的“新增”按钮，请执行该步骤）在“创建
JSON Schema”页面中定义结构体名称，在“JSON源码”中输入数据源码，单击

，系统会进行校验，转换成Flow中的结构体类型，单击“保存”。

图 2-693 创建 JSON Schema

数据源码示例如下：

{
    "name": "xiaoming",
    "age": 18,
    "father": {
        "name": "daliu",
        "gender":"male"
    },
        "brother": {
        "name": "xiao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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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der":"male"
    }
}

创建成功后，页面显示如下。

图 2-694 创建成功

您可单击操作列的按钮对该结构体进行预览、编辑和删除。该方式创建的结构体中包
含成员结构体时，成员结构体具体定义不会在界面显示，且其他结构体不可引用。

JSON结构体支持嵌套，例如刚已创建“family”结构体，在“JSON Schema结构体”
区域再次单击“新增”，新增“company”结构体，里面“ceo”嵌套引用“family”
结构体，如下图所示，在定义结构体输入值时，您可以输入“$”符号选择当前服务编
排中的其它结构体进行嵌套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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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创建对象变量/结构体变量/事件变量

步骤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步骤2 设置页面参数。

图 2-695 配置对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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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0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记录 变量的类型为对象变量。 选中单选按钮。

当选择“事件”类型时，成员变量为事
件的自定义字段，并不包括系统预置的
标准字段。

全局结构
体

变量的类型为全局结构体。

私有结构
体

变量的类型为私有结构体

事件 变量的类型为事件变量。

名称 变量名称，必填。 直接填写。

对象 请选择具体的对象。

当选中“记录”类型时，该
参数才会显示。

在下拉框里选择。

全局结构
体

请选择具体的全局结构体。

当选中“全局结构体”类型
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在下拉框里选择。

全局结构体是通过全局视图进行创建

的，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
选择“逻辑> 全局结构体”，单击“新
建”进行创建。

私有结构
体

请选择具体的私有结构体。

当选中“私有结构体”类型
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在下拉框里选择。

事件 请选择具体的事件。

当选中“事件”类型时，该
参数才会显示。

在下拉框里选择。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直接填写

描述 该变量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一般建议填写变量的作用。

是否为数
组

是否为数组变量即集合变
量。

勾选表示为数组变量。

 

----结束

配置服务编排的输入输出参数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单击起始图元，右侧菜单选择 ，从全局上下文页面中拖拽已
定义的参数到相应的入参和出参区域，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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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6 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2.6.7 图元配置

2.6.7.1 子服务编排图元

子服务编排图元的作用

当需要在服务编排中嵌套使用系统中已存在并启用的其他服务编排时，可使用子服务
编排图元。或者当业务场景比较复杂，您可先将整体流程拆分成子流程，先定义好子
服务编排并启用，在总体的服务编排中调用子服务编排实现完整功能。

如何使用子服务编排图元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将子服务编排图元添加到画布中。

● 拖拽“基本”目录下的“子服务编排”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 拖拽右侧图元菜单栏中的“子服务编排”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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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7 子服务编排图元

子服务编排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单击拖拽到画布中的子服务编排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51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Flow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
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
一。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
的作用。

 

步骤2 单击 ，在“子服务编排”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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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8 配置子服务编排

表 2-152 子服务编排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服务编排实
例

子服务编排名称。

只有在启用状态下的服务编排才能作为子
服务编排被其他服务编排调用。

在下拉框中选择具体的服
务编排。

输入参数/
目标

子服务编排的输入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
加。

在下拉框中选择子服务编
排输入参数的名称。

输入参数/
源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为目标赋值。 可直接填写，或者拖入全
局上下文变量，将服务编
排中的变量赋值给子服务
编排中的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源

子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
加。

在下拉框中选择子服务编
排输出参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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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输出参数/
目标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子服务编排中的输出
参数赋值给服务编排中的变量。

拖入全局上下文变量，将
子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赋
值给服务编排中的变量。

 

说明

单击 可自动在入参出参区域填入“全局上下文”中与入参出参命名同名的参数。

----结束

2.6.7.2 脚本图元

脚本图元的作用

当需要在服务编排中嵌套使用系统中已存在并启用的脚本时，可使用脚本图元。或者
当业务场景比较复杂，您可先将整体服务编排进行拆分，先定义好脚本实现子功能，
并启用，在总体的服务编排中调用脚本实现完整功能。

如何使用脚本图元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将脚本图元添加到画布中。

● 拖拽“基本”目录下的“脚本”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 拖拽右侧图元菜单栏中的“脚本”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图 2-699 脚本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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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单击拖拽到画布中的脚本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53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Script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
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
一。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的
作用。

 

步骤2 单击 ，在“脚本”页面进行配置。

图 2-700 配置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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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4 脚本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脚本 调用的脚本名称。

只有在启用状态下的脚本才能被服务编排
调用。

在下拉框中选择具体的脚
本。

输入参数/
目标

脚本的输入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
加。

在下拉框中选择脚本输入
参数的名称。

输入参数/
源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为目标赋值。 可直接填写，或者拖入全
局上下文变量，将服务编
排中的变量赋值给脚本中
的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源

脚本的输出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
加。

在下拉框中选择脚本输出
参数的名称。

输出参数/
目标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脚本中的输出参数赋
值给服务编排中的变量。

拖入全局上下文变量，将
脚本的输出参数赋值给服
务编排中的变量。

 

说明

单击 可自动在入参出参区域填入“全局上下文”中与入参出参命名同名的参数。

----结束

2.6.7.3 记录创建图元

记录创建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新增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INSERT INTO命令。

如何使用记录创建图元

您可以将“基本”目录下“记录创建”图标拖拽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完成记录
创建图元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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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01 记录创建图元

记录创建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单击拖拽到画布中的记录创建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55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RecordCreate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
同类型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
一。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
的作用。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28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使用快速
创建模式

是否启用快速创建模式。

● 若勾选该参数，表示为快速模式。该模式
可以创建一条或者多条记录，仅需要配置
对象的对象变量（与对象关联的变量）或
者对象变量数组。该图元负责将对象变量
或者对象变量数组的值写入数据库。当对
象变量为数组时，则实现创建多条记录。
创建成功后，返回的记录ID自动保存在对
象变量中。创建记录的各个字段的值为对
象变量中的值，因此一般需要在创建记录
之前先给对象变量进行赋值。

● 不勾选，表示为普通模式。该模式下每次
执行到该图元仅创建一条记录，需要配置
要创建记录的对象名，对象中字段的值，
返回的记录ID保存到变量名中。

默认不勾选。

选中单选按钮。

 

步骤2 单击 ，在“记录创建”页面进行配置。

● 若上一步勾选“使用快速创建模式”，则需要指定一个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
对象变量数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使用
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的值创建新记录。例如，如下图所示，使用
“accountCreate”对象变量的值创建新记录。

图 2-702 快速创建模式

表 2-156 快速创建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变量 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使用该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组
的值创建新记录。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者
直接输入对象变量或对
象变量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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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当前服务
编排出现
错误时回
滚

勾选表示在服务编排中，当后续图元失
败的情况下，就可以回滚到上一流程；
若不勾选，则在服务编排中，当出现后
边图元失败的情况下，对象记录操作的
图元就不回滚。

默认为勾选。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改
设置。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 若上一步未勾选“使用快速创建模式”，则需要指定对象并为对象的字段赋值来
创建记录。例如，如下图所示，为“Account”对象新增“name”为“Lily”的
数据记录，在变量“var_record_id”中保存新建的记录ID。

图 2-703 普通创建模式

表 2-157 普通创建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对象 指定的具体对象。 从下拉框中选择。

当前服务
编排出现
错误时回
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一
流程。

默认为勾选。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
改设置。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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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赋值 选中对象后，该赋值区域“目标”列
会出现该对象的字段。如果需要给多
个字段赋值，则单击“新增行”，定
义其他字段的值。

在“目标”中选择需要赋
值的对象字段，“源”则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
或者直接输入“{!变量
名}”。

变量 将创建的记录ID分配到该变量中，以
便在您的服务编排中引用它。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者直
接输入文本类型变量。

 

----结束

2.6.7.4 记录删除图元

记录删除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删除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DELETE命令。

如何使用记录删除图元

您可以将“基本”目录下“记录删除”图标拖拽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完成记录
删除图元的添加。

图 2-704 记录删除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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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删除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单击拖拽到画布中的记录删除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58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RecordDelete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
同类型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
一。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
的作用。

使用快速
删除模式

是否启用快速删除模式。

● 若勾选该参数，表示为快速模式。根据对
象变量中的记录ID删除对应的记录。当配
置的对象变量为数组时，则从数据库中删
除对象变量数组中的包含的所有记录（按
照记录ID进行删除）。

● 不勾选，表示为普通模式。按照条件删除
指定对象中的记录，需要配置要删除记录
对应的对象名，删除条件。

默认不勾选。

选中单选按钮。

 

步骤2 单击 ，在“记录删除”页面进行配置。

● 若上一步勾选“使用快速删除模式”，则需要指定一个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
对象变量数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使用
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的记录ID删除对应的对象记录。例如，如下图所示，
使用“accountDelete”对象变量的记录ID删除对象记录。

图 2-705 快速删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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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9 快速删除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变量 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使用该对象变量
或对象变量数组中的记录ID删除对象记
录。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者
直接输入对象变量或对
象变量数组。

当前服务
编排出现
错误时回
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一流
程。

默认为勾选。若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
改设置。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 若上一步未勾选“使用快速删除模式”，则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

象部分字段的值，根据条件删除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例如，如下图所示，删除
“Account”对象“name”为“Lily”的记录。

图 2-706 普通删除模式

表 2-160 普通删除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对象 指定的具体对象。 从下拉框中选择。

当前服务
编排出现
错误时回
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一
流程。

默认为勾选。若无特殊要求，请不要
更改设置。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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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条件 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列
会出现该对象的字段。单击“新增
行”，可设置删除数据的条件。

在“字段”中选择要进行
判断的对象字段，在“比
较符”中选择相应的比较
符，“值”则可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
入“{!变量名}”。

 

----结束

2.6.7.5 记录查询图元

记录查询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根据条件查询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SELECT命令。

如何使用记录查询图元

您可以将“基本”目录下“记录查询”图标拖拽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完成记录
查询图元的添加。

图 2-707 记录查询图元

记录查询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单击拖拽到画布中的记录查询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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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1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RecordSelect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
同类型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
一。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
的作用。

使用快速
查询模式

是否启用快速查询模式。

● 若勾选该参数，表示为快速模式。仅配置
查询条件即可，查询结果自动保存在对象
变量中，如果对象变量不是数组，则仅保
存第一条符合条件的记录；如果对象变量
为数组，则保存所有返回的记录。

● 不勾选，表示为普通模式。根据条件查询
对象记录，需要指明要查询的对象名，查
询条件，需要查询的字段列表，查询结果
需要保存到设置的变量中。

默认不勾选。

选中单选按钮。

 

步骤2 单击 ，在“记录查询”页面进行配置。

● 若上一步勾选“使用快速查询模式”，则需要指定一个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
对象变量数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并设
置条件以及选择排序方式，即可实现根据条件和排序方式将查询结果保存在对象
变量中。例如，如下图所示，根据条件查询对象数据，并将查询结果保存在对象
变量“Accoun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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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08 快速查询模式

表 2-162 快速查询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变量 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

查询结果自动保存在对象变量或者对象
变量数组。如果对象变量不是数组，则
仅保存第一条符合条件的记录；如果对
象变量为数组，则保存所有返回的记
录。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
者直接输入对象变量
或对象变量数组。

无记录时配
置空值

当根据条件查询无记录时，则变量为空
值。

默认为勾选。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条件 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列会
出现该对象的字段。单击“新增行”，
可设置查询数据的条件。

在“字段”中选择要
进行判断的对象字
段，在“比较符”中
选择相应的比较符，
“值”则可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
接输入“{!变量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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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排序）排
序字段/顺序

使查询结果根据某个字段进行升序或者
降序排序。

从下拉框选择。

 
● 若上一步未勾选“使用快速查询模式”，则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

象部分字段的值，根据条件查询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并赋值到设置的变量上。
例如，如下图所示，查询“Account”对象“name”为“Lily”的记录，并将查
询得到的对象id赋值到"var_record_id"变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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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09 普通查询模式

表 2-163 普通查询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对象 查询的具体对象名。 从下拉框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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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剔重 若查询记录有重复值，是否需要删
掉重复记录只保留一条记录。

默认不勾选，表示不删掉重复记
录。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条件 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
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段。单击“新
增行”，可设置查询数据的条件。

在“字段”中选择要进行
判断的对象字段，在“比
较符”中选择相应的比较
符，“值”则可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
入“{!变量名}”。

（排序）排
序字段/顺序

使查询结果根据某个字段进行升序
或者降序排序。

从下拉框选择。

记录行的偏
移量

分页，跳过前n条记录，从第n+1条
记录开始。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
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
量。

记录行的
大数目

分页，每页 多显示的记录数。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
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
量。

记录的总行
数存入变量

查询出来的总记录数存入变量中。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
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
变量名}”。

（输出）源/
目标

输出结果。单击“新增行”进行添
加。

“源”为需要查询的字段，查询结
果需要保存到设置的变量中，“目
标”为设置的变量。

“源”为需要查询的字
段，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目标”可从全局上下文
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
量名。

无记录时配
置空值

当根据条件查询无记录时，则变量
为空值。

默认为勾选。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结束

如何查多条数据

可通过配置记录查询图元，输出对象的多行数据列表。

例如，应用中已创建设备对象“CNAME1__Equipment__CST”，且已有如下两条数据
记录，通过在服务编排中配置记录查询图元，查询出该对象数据记录中所有的设备名
称。实现步骤如下：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39



步骤1 先创建服务编排。

1.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将光标放在“Logic”目录上，目录右侧显示操作图标，单击
“+”，在弹窗菜单中，选择“服务编排”，弹出创建服务编排对话框。

2. 在对话框中，输入服务编排的“标签”为“queryEquipment”，单击“标签”的
输入框后，系统将自动生成名称为“queryEquipment”，再单击“添加”。

图 2-710 添加服务编排

表 2-164 服务编排基本信息

参数名 参数说明 本示例需要填写的值

创建一个
新的服务
编排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流
程。

保持默认，选中“创建一个新的服
务编排”。

使用已有
的服务编
排

基于已有的服务编排创建。
方便用户快速继承已有服务
编排的配置，增加效率。

不设置。

标签 服务编排用于展示的名称。 queryEquipment

名称 服务编排在系统内的唯一标
识。

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
命名空间__。当其他功能调
用服务编排时，调用的是服
务编排的“名称”，而不是
标签。

创建之后不支持修改。

queryEquipment
说明

实际创建的服务编排名为：
CNAME1__query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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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本示例需要填写的值

类型 服务编排的类型。

– Autolaunched Flow：自
启动Flow，在接口调用
后会立即执行服务编排
模型定义的逻辑。

– Event Trigger：事件触
发的服务编排，则会在
事件触发时才会开始执
行服务编排模型定义的
逻辑。当选择该类型
时，您需要配置具体的
事件以及条件规则。

保持默认类型：Autolaunched Flow

 

步骤2 定义服务编排的变量。由于本任务需要查询出对象的多行数据列表，您需要先创建对
象类型的数组型变量，用于进行输出。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2. 设置对象变量，保持默认“记录”类型，设置参数名称为“Equipment”（您也
可自定义为其他名称），对象中选择要查询的具体对象
“CNAME1__Equipment__CST”，勾选“数组”表示该变量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
变量，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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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新增并配置记录查询图元。

1. 从左侧图元列表中，拖拽“基本”下“记录查询”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
键。

该图元用于根据条件查询对象记录。

2. 选中记录查询图元，单击 ，如下图所示配置该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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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5 普通类型记录查询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对象 查询的具体对象名。 从下拉框中选择对象
“CNAME1__Equipment_
_CST”。

剔重 若查询记录有重复值，是否需
要删掉重复记录只保留一条记
录。

默认不勾选，表示不删掉重复
记录。

保持默认。

条件 单击“新增行”，可设置查询
数据的条件。

保持默认。

（排序）排序字
段/顺序

将查询结果根据某个字段可进
行升序或者降序排序。

保持默认。

记录行的偏移量 分页，跳过前n条记录，从第n
+1条记录开始。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量或
者直接输入“{!数值变量
名}”，也可以是常量。

保持默认。

记录行的 大数
目

分页，每页 多显示的记录
数。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量或
者直接输入“{!数值变量
名}”，也可以是常量。

保持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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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记录行的总数 限定查询出来的总记录数。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量或
者直接输入“{!数值变量
名}”，也可以是常量。

保持默认。

（输出）源/目
标

输出结果。单击“新增行”进
行添加。

“源”为需要查询的字段，查
询结果需要保存到设置的变量
中，“目标”为设置的变量。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
加。“源”配置为需要查
询的设备名称字段
“name”，可从下拉框中
选择，“目标”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对象变量的
“name”字段，拖拽后，
“目标”取值为
“Equipment[0].name”
。

无记录时配置空
值

当根据条件查询无记录时，则
变量为空值。

默认为勾选。

保持默认。

 
3. 将目标“Equipment[0].name”中的“0”修改为通配符“*”。

注意

如果不改为通配符，只能查询出一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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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画布上，把鼠标放在起点图元 上，从“+”拖动鼠标，在起点图元和记录查询图
元间增加连线。连接开始和记录查询图元。

步骤5 鼠标在画布空白处点一下，单击右侧 ，设置服务编排的出参，从全局上下文里的对
象变量中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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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单击服务编排界面上部的 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测试服务编排能否正常执行。

1.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不用输入测试数据，直接单击“运行”。

执行成功，界面上会返回设备对象中的全部设备名称数据，样例如下：

图 2-711 返回样例

步骤8 启用服务编排：测试成功，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上方 启用图标，启用服务编排。

注意

如果服务编排创建完成后，未启用默认是属于编辑状态，不能被页面或者其他服务调
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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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6 记录更新图元

记录更新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更新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UPDATE命令。

如何使用记录更新图元

您可以将“基本”目录下“记录更新”图标拖拽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完成记录
更新图元的添加。

图 2-712 记录更新图元

记录更新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单击拖拽到画布中的记录更新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66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RecordUpdate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
示同类型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
一。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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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使用快速
更新模式

是否启用快速更新模式。

● 若勾选该参数，表示为快速模式。根据对
象变量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更新到数据
库中。更新的值来源于对象变量中的值。
如果对象变量为数组，则根据对象变量中
的记录ID批量将对象变量数组更新到数据
库中。

● 不勾选，表示为普通模式。根据条件更新
对象记录，需要配置修改记录对应的对象
名，更新条件，更新的各个字段的值。

默认不勾选。

选中单选按钮。

 

步骤2 单击 ，在“记录更新”页面进行配置。

● 若上一步勾选“使用快速更新模式”，则需要指定一个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
对象变量数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即可
根据对象变量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更新到数据库中，更新的值来源于对象变量
中的值。如下图所示，根据对象变量“Accountupdate”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
中的值更新到数据库中。

图 2-713 快速更新模式

表 2-167 快速更新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变量 预先定义的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

根据对象变量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更
新到数据库中。更新的值来源于对象变
量中的值；如果变量为对象数组，则根
据对象变量中的记录ID批量将对象变量
数组更新到数据库中。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
者直接输入对象变量
或对象变量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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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当前服务编
排出现错误
时回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一流
程。

默认为勾选。若无特殊要求，请不要更
改设置。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 若上一步未勾选“使用快速更新模式”，则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
象部分字段的值，在赋值中设置需要更新的目标字段及更新值， 后根据条件查
找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并将赋值中的值更新到数据库中。例如，如下图所示，更
新“Account”对象“name”为“Lily”的记录，将变量“var_record_id”值更
新到“id”字段。

图 2-714 普通更新模式

表 2-168 普通更新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对象 更新的具体对象名。 从下拉框中选择。

当前服务编
排出现错误
时回滚

当前服务编排出现错误时回滚到上
一流程。

默认为勾选。若无特殊要求，请不
要更改设置。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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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条件 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
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段。单击“新
增行”，可设置更新数据的条件。

在“字段”中选择要进行
判断的对象字段，在“比
较符”中选择相应的比较
符，“值”则可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
入“{!变量名}”。

赋值 选中对象后，该赋值区域“目标”
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段。如果需要
给多个字段赋值，则单击“新增
行”，定义其他字段的值。

在“目标”中选择需要赋
值的对象字段，“源”则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
或者直接输入“{!变量
名}”。

 

----结束

2.6.7.7 发送邮件图元

发送邮件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使用系统预置的接口发送邮件。您可以直接在该图元定义邮件内容或
先创建好邮件模板然后在服务编排中使用。

如何使用发送邮件图元

您可以将“基本”目录下“发送邮件”图标拖拽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完成发送
邮件图元的添加。

图 2-715 发送邮件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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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需要提前配置租户的默认邮件服务器，具体操作请参考服务编排、BPM、脚本中发送
邮件功能不可用。

发送邮件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选中拖拽到画布中的发送邮件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69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Email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
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
一。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
的作用。

 

步骤2 单击 ，在“发送邮件”页面进行配置。

图 2-716 配置直接编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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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7 配置基于模板邮件

表 2-170 发送邮件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直接编
辑

手动设置邮件信息。 选中单选按钮，“直接编
辑”和“基于模板”两者
择一。

默认选中“直接编辑”。
基于模
板

基于同一租户或基线里已有的邮件模板设
置邮件主题和内容。

方便用户增加效率。

模板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您需要选择邮件
模板。

在下拉框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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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主题 邮件标题。

● 当选中“直接编辑”时，您需要配置邮
件标题。

●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该参数配置区
域置灰。

● 当选中“直接编辑”
时，您需要直接输入邮
件标题。

● 当选中“基于模板”
时，不用配置。

内容 邮件内容。

● 当选中“直接编辑”时，您需要配置邮
件内容。

●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该参数配置区
域置灰。

● 当选中“直接编辑”
时，您需要直接输入邮
件内容。

● 当选中“基于模板”
时，不用配置。

自定义
变量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您需要配置模板
中的参数，在“值”中进行赋值。

在“值”中直接输入参数
取值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
拽变量。

地址 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字符串：直接输入邮箱
地址，多个地址请用分
号分隔，或者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变量代表一个
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集合：表示可以从全局
上下文拖拽集合变量，
集合变量即数组型变
量，表示多个接收人的
邮箱地址。在定义变量
时勾选“是否为数
组”，则该变量被定义
为集合变量。

抄送 抄送人员的邮箱地址。 直接输入分号分隔的字符
串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拽
变量。

密送 秘密发送人员的邮箱地址。 直接输入分号分隔的字符
串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拽
变量。

 

----结束

2.6.7.8 发送事件图元

发送事件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使用系统预置的接口发送事件。事件可以被其他服务编排、BPM、状
态机和触发器等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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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发送事件图元

您可以将“基本”目录下“发送事件”图标拖拽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完成发送
事件图元的添加。

图 2-718 发送事件图元

发送事件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选中拖拽到画布中的发送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71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Event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
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
一。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
的作用。

 

步骤2 单击 ，在“发送事件”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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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9 配置发送事件图元

表 2-172 发送事件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事件 请选择待发送的事件。 从下拉框选择。

分区字
段

可选配置。从事件中选择一个自定义参数用
作Kafka的分区字段，则根据该字段值进行
路由，相同的值将路由到同一个Kafka分
区；如果不指定，则默认随机路由到不同
Kafka分区，从而提升并发处理性能。

从下拉框选择。

建议选择有区分度的关键
字段，该字段必须是事件
的自定义字段。

发送到
外部

系统内部有配置与AppCube相连Kafka的固
定Topic“__BINGO_SYS_TOPIC”。

● 若不勾选“发送到外部”，表示将事件数
据发到默认的Topic上。

● 若勾选“发送到外部”，则表示将事件数
据发送到与AppCube相连Kafka的其他
Topic上，您需要配置其他的Topic。

默认不勾选。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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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延迟到
事务结
束（提
交或回
滚）后
才发送

是否延迟到该服务编排事务结束后才发送事
件。

默认不勾选。表示流程执行到该图元时立即
发送事件。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主题 当勾选“发送到外部”时，该参数才会显
示，表示非系统配置的默认Topic。

需要从与AppCube相连
Kafka处获取其他主题
Topic。

目标/源 配置事件数据。为该事件自定义参数赋值，
将“源”取值赋值到“目标”中。

请单击“新增行”添加并进行赋值。

“目标”请从下拉框中选
择事件的自定义参数，在
“源”中可从全局上下文
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
“{!变量名}”给目标赋
值。

 

----结束

2.6.7.9 赋值图元

赋值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给变量进行赋值，变量可以是服务编排中创建的普通变量、对象变
量。

如何使用赋值图元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将赋值图元添加到画布中。

● 拖拽“逻辑”目录下的“赋值”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 拖拽右侧图元菜单栏中的“赋值”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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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0 赋值图元

赋值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选中拖拽到画布中的赋值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73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值，格式为
Assignment序号。序号从“0”开始，表示
同类型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务编排中唯
一。

系统自动填充，可自定
义。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
的作用。

 

步骤2 单击 ，在“赋值”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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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1 配置赋值图元

表 2-174 赋值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变量 可以是任意变量，例如普通变
量、结构体变量、系统变量等。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者直接输入变
量。

操作符 操作符，目前支持普通赋值
（=），变量追加（+=）与变量
相减（-=）。

从下拉框中选择。

值 值，可以是普通变量、结构体变
量、系统变量。也可以新建变量
获取值。或者根据类型填写常
量。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
入{!变量名}，再或者根据类型填写
常量。

常量填写提示：

● 文本类型需要用双引号括起来。
例如: "abc"、"He said Hi."。

● 数字和货币类型支持带符号、小
数点的合法数字表达形式。例如:
123.5、 -12、12.3。

● 日期类型格式为YYYY-MM-DD。
例如：2020-10-01。

● 日期时间类型格式为YYYY-MM-
DD hh:mm:ss。例如2020-10-01
12:00:00。

● 布尔类型只能是true或false。

● 任意类型支持所有基本类型的格
式。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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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10 循环图元

循环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对数组里的元素逐个取出做循环操作，类似于for each循环。循环的对
象可以是字符串、数字，也可以是结构体等。

如何使用循环图元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将循环图元添加到画布中。

● 拖拽“逻辑”目录下的“循环”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 拖拽右侧图元菜单栏中的“循环”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图 2-722 循环图元

循环图元参数配置

例如，当前有数组变量“TestList1”，“TestList2”，要求把“TestList1”中的元素逐
个加到数组“TestList2”的后面。

操作步骤

步骤1 创建数组变量“TestList1”、“TestList2”和普通变量“test_var”。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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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3. 设置数组变量“TestList1”，数据类型为文本。

图 2-723 数组变量“TestList1”

4. 参考上述步骤设置数组变量“TestList2”和普通变量“test_var”，普通变量不用
勾选“是否为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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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4 数组变量“TestList2”

图 2-725 普通变量“test_var”

步骤2 单击拖拽到画布中的循环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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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5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Loop序号。序号从
“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
号。

系统自动填充。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
务编排中唯一。

系统自动填充。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的作
用。

 

步骤3 单击 ，在“循环”页面进行配置。

图 2-726 配置循环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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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6 循环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循环数组 表示进行循环的具体数组。 从全局上下文中拖拽或者
输入集合变量。

该场景请从全局上下文拖
拽数组变量
“TestList1”，表示对数
组“TestList1”进行循
环。

循环变量 表示将每次循环取出来的元素赋值给该变
量。

从全局上下文中拖拽或者
输入变量。

该场景请从全局上下文拖
拽普通变量“test_var”，
表示将每次循环取出来的
元素赋值给变量
“test_var”。

排序 循环取出的顺序，可选择升序或者降序从
数组中依次取出。

从下拉框选择“升序”或
者“降序”。

 

步骤4 进行赋值操作，将“test_var”的值加到数组“TestList2”后面。

1. 拖拽“逻辑”下“赋值”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2. 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标签”和“名称”配置为
“AddToList2”。

3. 如下图所示，设置页面参数，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组变量“TestList2”到变量
中，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普通变量“test_var”到值中。将“test_var”的值加到数
组“TestList2”后面。

图 2-727 添加 Assignment 定义

步骤5 将循环和赋值连线，在连线类型选择“下一个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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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8 添加连线

步骤6 清空“test_var”并闭环。

1. 拖拽“逻辑”下“赋值”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2. 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标签”和“名称”配置为
“testvar_Tonull”。

3. 单击 ，设置页面参数。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普通变量“test_var”到变量中，从
全局上下文拖拽全局常量“$GlobalConstant.Null”到值中。清空“test_var”。

图 2-729 清空 test_var 页面

步骤7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按照下图从全局上下文页面中拖拽参数到相应的
入参和出参区域，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步骤8 连线并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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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单击 ，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参数后运行服务编排。

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参数：
{
    "TestList1": [
        "1",
        "2",
        "3"
    ]
}

步骤10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
  "interviewId": "002N000000YfbbgBStmq",
  "outputs": {
    "TestList2": [
      "1",
      "2",
      "3"
    ]
  }
}

----结束

2.6.7.11 跳出循环图元

跳出循环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中断已存在的循环，必须与循环图元搭配使用，类似break的功能。

如何使用跳出循环图元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将跳出循环图元添加到画布中。

● 拖拽“逻辑”目录下的“跳出循环”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 拖拽右侧图元菜单栏中的“跳出循环”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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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0 跳出循环图元

跳出循环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选中拖拽到画布中的跳出循环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77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Flow序号。序号从
“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
号。

系统自动填充。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
务编排中唯一。

系统自动填充。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的作
用。

 

步骤2 单击 ，在“跳出循环”页面的“循环”下拉框中选择当前服务编排中需要中断的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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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1 配置跳出循环图元

----结束

2.6.7.12 决策图元

决策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在服务编排中创建判断条件，根据判断结果连线其他图元，决定后续
执行何种操作，类似if语句。

如何使用决策图元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将决策图元添加到画布中。

● 拖拽“逻辑”目录下的“决策”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 拖拽右侧图元菜单栏中的“决策”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图 2-732 决策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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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选中拖拽到画布中的决策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78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Decision序号。序号
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
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
务编排中唯一。

系统自动填充。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的作
用。

 

步骤2 单击 ，在“决策”页面进行配置。

图 2-733 配置决策图元

表 2-179 决策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可编辑的
结果

所有的判断条件。

● 可通过单击“新增”新增判断条件分
支，界面右侧区域配置分支条件。

● 默认：默认输出，当其他所有条件均不
满足情况下，进入该分支。

新增的分支名为decision序
号，序号从“0”开始，可
直接修改分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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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可视 当选择“可视”时，可配置分支的判断条
件。单击“新增”，可新增判断条件。条
件显示为“资源”、“比较符”、
“值”。

默认选择“可视”。

资源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
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
名}”，比较符可从下拉框
中选择，值可从全局上下文
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
量。

公式 可采用公式设置该分支条件。 公式中的变量可从全局上下
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
量。

选择连接
条件

当选择“可视”并设置多条判断条件时，
需要设置选择连接条件“或”或者
“且”。

● 或：表示满足多条判断条件的其中一
条，便可进入该分支。

● 且：表示必须同时满足多条判断条件，
才可进入该分支。

从下拉框选择“或”或者
“且”。

 

----结束

2.6.7.13 等待图元

等待图元的作用

配置该图元能够等待已存在的事件或时间，根据条件决定后续执行何种操作。

如何使用等待图元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将等待图元添加到画布中。

● 拖拽“逻辑”目录下的“等待”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 拖拽右侧图元菜单栏中的“等待”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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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4 等待图元

等待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选中拖拽到画布中的等待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80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Wait序号。序号从
“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
号。

系统自动填充。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
务编排中唯一。

系统自动填充。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的作
用。

 

步骤2 单击 ，在“等待”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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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5 Wait 配置及 Pass 分支条件配置

图 2-736 Unpass 分支条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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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7 Timeout 分支条件配置

表 2-181 条件分支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可编辑的
事件

所有的判断条件。

● 可通过单击“新增”来增加判断条件分
支。

● 默认：默认输出，当其他所有条件均不
满足情况下，进入该分支。

例如需要新增如下三个判断条件：

● Pass：应聘者被录用。应聘通过时
Boolean类型参数“result”赋值为全
局常量“{!$GlobalConstant.True}”，
表示结果为真，即应聘通过。

● Unpass：应聘者没有被录用。应聘失
败时Boolean类型参数“result”赋值
为全局常量“{!
$GlobalConstant.False}”，表示结果
为假，即应聘拒绝。

● Timeout：超时事件。基于该服务编排
执行时间超时30分钟未返回是否录用。

新增的分支名为event序
号，序号从“0”开始，
可直接修改分支名。

事件/时间 当订阅的是自定义事件时，您需要选择
“事件”；当订阅的是系统预置的标准事
件“Absolute Time Alert”，即定时器发
送的系统事件时，您需要选择“时间”。

本示例中需要配置如下：

● Pass：请选择“事件”。

● Unpass：请选择“事件”。

● Timeout：请选择“时间”。

选中单选按钮。

“事件”和“时间”两者
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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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事件 请选择需要订阅的事件。当订阅的是自定
义事件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从下拉框选择。

事件条件 该分支的条件。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
加。当订阅的是自定义事件时，该参数才
会显示。

分支条件中的字段为创建该事件时设置的
自定义参数，值可从右侧全局上下文中选
择拖入。

分支条件中的字段从下拉
框选择该事件的自定义参
数，值可从全局上下文拖
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
量。

定义需要
满足的其
他条件

勾选“定义需要满足的其他条件”后，您
可根据事件变量外的其他变量设置追加条
件。

勾选或者不勾选。

可视 勾选“定义需要满足的其他条件”后，该
参数才会显示。当选择“可视”时，可配
置追加条件的判断条件。单击“新增”，
可新增判断条件。条件显示为“资源”、
“比较符”、“值”。

默认选择“可视”。

资源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
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
量名}”，比较符可从下拉
框中选择，值可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
入“{!变量名}”，也可以
是常量。

公式 勾选“定义需要满足的其他条件”后，该
参数才会显示。可采用公式设置追加条
件。

公式中的变量可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
入变量。

选择连接
条件

当选择“可视”并设置多条判断条件时，
需要设置选择连接条件“或”或者
“且”。

● 或：表示满足多条判断条件的其中一
条，便可进入该分支。

● 且：表示必须同时满足多条判断条件，
才可进入该分支。

从下拉框选择“或”或者
“且”。

输出 如果您需要在服务编排中使用事件的参
数，将其参数赋值到事件变量中方便服务
编排引用。

当订阅的是自定义事件时，该参数才会显
示。

默认不需要。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者输
入事件变量，事件变量必
须和所选的事件相同。

基准 基准时间。

当订阅的是系统预置的定时器发送事件
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日期/
时间类型变量，也可设置
为某个具体时间，或者设
置为本服务编排执行时
间。

例如，在本节中设置为本
服务编排执行时间，即{!
$Flow.CurrentDate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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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偏移时间 偏移时间，例如“30”。当订阅的是系统
预置的定时器发送事件时，该参数才会显
示。

直接输入整数。

偏移单位 偏移时间的单位。当订阅的是系统预置的
定时器发送事件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可从下拉框选择“天”、
“小时”或“分钟”。

例如，设置基于该服务编
排执行时间超时30分钟未
返回是否录用。

 

----结束

2.6.7.14 BO 图元

BO 图元的作用

BO（商业对象）图元，即将封装好的BO能力作为服务编排中的一个节点，实现特定的
业务功能图元。需要在BO中自定义封装好API，才能在Flow中进行调用。

前提条件

1. 已在BO中自定义封装好API，具体操作请参考如何开放API接口。

2. 打开需要调用BO服务的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Internal dependencies”或
“External dependencies”旁的“+”，选择“BO服务”，添加要调用的BO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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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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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8 应用中添加 BO 服务

如何使用 BO 图元

拖拽“BO”目录中的某个具体BO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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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9 BO 图元

BO 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选中拖拽到画布中的BO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82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BO名+序号。序号从
“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
号。

系统自动填充。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
务编排中唯一。

系统自动填充。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的作
用。

 

步骤2 单击 ，在“BO”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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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0 配置 BO 图元

表 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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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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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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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选择“REST”或者
“SDK”。

操作方
法

BO中已自定义好的API接口，该API接口类型
必须是“服务编排”，才可在Flow中调用。

从下拉框选择。

在BO开发页面，单击左下
角的“服务”，在“公共
接口”页签可查看该BO对
外提供的API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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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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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2.6.7.15 Native 服务图元

Native 服务图元的作用

原生服务图元，用于调用原生服务提供的接口。当原生服务部署成功后，系统会把在
原生服务中自定义的API接口生成相应的restaction，供Flow调用。

前提条件

1. 已在原生服务中配置好API，具体操作请参考配置API。
2. 已接入服务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考注册Native Service。

3. 打开需要调用原生服务的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Internal dependencies”或
“External dependencies”旁的“+”，选择“Native服务”，在“添加Native服
务”页面添加要调用的原生服务。

添加后在该应用的服务编排中才可以调用Na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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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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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1 应用中添加原生服务

如何使用 Native 服务图元

拖拽“Native服务”目录中的某个具体Native服务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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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2 Native 服务图元

Native 服务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选中拖拽到画布中的Native服务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表 2-184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原生服务名+序号。
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
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
务编排中唯一。

系统自动填充。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的作
用。

 

步骤2 单击 ，在“Native服务”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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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3 配置 Native 服务图元

表 2-185 Native 服务图元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操作方
法

原生服务中已自定义好的API接
口。

从下拉框选择。列表中方法是之前在
Service中配置的方法。

进入原生服务，在原生服务配置界面
选择“导航”。

在“API设计”页签查看该原生服务
对外提供的API接口。API要处于已发
布状态。

发布原生服务后如果需要修改API，

需要在API配置界面单击 取消发布
后进行修改，修改后再保存并发布。

已经发布的API可能在服务编排中已
经使用，如果修改API导致不兼容，
请同步修改引用该API的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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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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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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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编排中使用。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者直接输入变
量。

 

----结束

2.6.7.16 连接器图元

连接器图元的作用

该图元实现与第三方系统对接。根据业务场景需要与第三方系统对接时，选择对应类
型的连接器图元进行配置。例如调用OBS连接器图元实现与OBS的对接。

前提条件

本节介绍调用OBS连接器图元实现与OBS的对接。您需要提前配置好连接器，具体操
作请参考对接OBS云对象存储实例。

如何使用连接器图元

拖拽“连接器 > 存储”下OBS图元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OBS”是系统预置的
与OBS对接的存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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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4 连接器图元（OBS 图元）

连接器图元参数配置

步骤1 单击拖拽到画布中的OBS图元，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参数说明如下。

表 2-186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obs+序号。序号从
“0”开始，表示同类型图元序
号。

系统自动填充。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
务编排中唯一。

系统自动填充。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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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连接器 该Flow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 从下拉框选择系统中已创建好
的连接器。

在AppCube首页单击“管
理”，进入管理页面。选择
“应用管理 > 连接器”，可查
看到当前AppCube的连接器类
型，进入具体连接器类型可查
看具体类型的连接器。

 

步骤2 单击 （不同类型的连接器图元图标有所不同），设置调用“OBS”参数。

图 2-745 配置“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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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7 “OBS”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如何配置

动作 系统预置如下三个动作。

● view_object_obs：系统预置的查
看存储对象接口。

● put_object_obs：是系统预置的存
储对象接口，用于将系统的对象
存储到OBS的存储桶中。

● get_endpoint_obs：用于获取对
象存储地址的前 。该前 加上
传对象的路径，是实际访问对象
的全路径。

从下拉框中选择。

输入参
数

调用的第三方系统接口的输入参数。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不同的预置动作（接口），入参
有所不同。该章节示例动作的入
参配置说明如下：

● “目标”取值为“object”
时：请在“源”里配置对象名
称。

● “目标”取值为“data”时：
请在“源”里配置对象具体数
据。

● “目标”取值为“bucket”
时：请在“源”里配置桶。

● “目标”取值为“acl”时：
可选参数，请在“源”里配置
对象文件的访问控制权限。取
值为“private”（私有）、
“public-read”（公共读）、
“public-read-write”（公共
读写）和“default”（和桶
权限一致）。

输出参
数

调用的第三方系统接口的输出参数。 不同的预置动作（接口），出参
有所不同。该章节示例动作的出
参配置说明如下：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
“result”，“目标”用于接收
结果，必须定义一个空实例的结
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结束

开天集成工作台连接器图元介绍

连接器图元中有一种特殊的图元，用于对接开天集成工作台，调用开天集成工作台上
已有的API。该能力为白名单特性，需要联系后台管理人员开通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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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集成工作台是面向应用开发者和API开发者，提供基于元数据的可扩展的集成框
架，打造开放、共生、智能、协同的技术标准体系，从而降低应用间的集成工作量，
并沉淀多种集成资产，如连接器、领域信息模型资产等的平台。更多相关介绍请参考
开天集成工作台产品文档。

如图2-746所示，拖拽 图元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该图元是系统预置的与开
天集成工作台对接的接口。在右侧配置图元属性，配置说明请参考表2-188。

图 2-746 拖拽并配置图元

表 2-188 图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应用 从下拉框中选择需要调用的开天集成工作台上已有的API，支
持调用以下两种类型API：
● “mssi”前 开头的API：表示该API为用户在开天集成工

作台上自定义的连接器，位于开天集成工作台上左侧导航
栏“连接器 > 我的连接器”下。

● “apig”前 开头的API：表示该API归属于在开天集成工
作台左侧导航栏“API生命周期”下的API。

该API需要提前在开天集成工作台上开发好，相关开发说明请
参考开天集成工作台产品文档。

接口 具体的接口名称。

输入参数 调用的第三方系统接口的输入参数。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输出参数 调用的第三方系统接口的输出参数。

 

2.6.8 如何运行/调试服务编排

保存服务编排后，才可以进行运行，查看服务编排的执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如果不
符合预期，可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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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运行服务编排时，要确定用户的权限配置中已勾选“执行服务编排”权限或“管理服
务编排”权限。

说明

“管理服务编排”高于且包含“执行服务编排”权限，说明如下：

● 勾选“管理服务编排”权限，取消“执行服务编排”权限，仍可执行服务编排。

● 勾选“管理服务编排”，会自动同时勾选“执行服务编排”。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上方的 ，保存服务编排。

保存后，系统会对服务编排进行编译。如果有报错或者警告，请单击“确定”，在服
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修改服务编排。修改后再次保存，直至无报错和警告。

步骤2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上方的 ，执行服务编排。

步骤3 在弹出的输入参数页面进行配置，如果有输入参数，请输入入参，单击“运行”；如
果该服务编排没有输入参数，直接单击“运行”。

表 2-189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请求头参数 请求消息头的参数配置，“键”
为参数名，“值”为参数取值。

单击“请求头参数”前的展开按
钮，显示映射区域“键”和
“值”。若需要多个请求头参
数，请单击“添加行”；没有话
不需要配置。

直接输入。

例如若需要用其他用户测
试，请配置键“access-
token”，在值中输入其他
用户的access-token鉴权
值。

responseType('a
rraybuffer')

表示返回响应的类型。勾选时，
表示返回响应是一个包含二进制
数据的JavaScript ArrayBuffer。
单击“请求头参数”前的展开按
钮，该参数才会显示。

默认不勾选。

勾选或者不勾选。

输入参数 填写该Flow运行实例的输入参数
以及取值。

手动填入。

必选参数必须输入，可选参
数可根据需要添加。多行之
间用“,”分隔。

例如在“输入参数”中输入
如下参数：
{ 
    "equipmentSn": "001",
    "fullAddress": "BeiJing 
DongchenQ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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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检查输出页签的调试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表 2-190 输出页签

调试结果 取值 处理建议

查看日志 单击该按钮，可弹出“日志
跟踪器”，显示该Flow实例
的运行日志。

单击该按钮，查看Flow执行的每一步
的详细信息。

结果 调试结果。

● 成功

● '参数名'的值'%!
v(BADINDEX)'无效或格式
非法

检查输入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

输出 该Flow的输出内容。检查输
出是否和预期一致。

如果结果为成功，则显示输
出。

不涉及

 

● 若输出结果符合预期，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服务编排。

● 若发现输出结果不符合预期，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上方“跟踪”，打开
“跟踪器”页面，查看详细信息。

可在“跟踪器”页面查看Flow执行的每一步的详细信息。检查哪一步的输出不符
合预期，按照调试服务编排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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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调试服务编排

步骤1 在服务编排编辑页面，选中需要设置断点的图元，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设置断点”。

设置断点后，选中图元，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禁用断点”或者“移除断点”可禁用或
者移除断点。

说明

目前不支持在等待Wait图元以及等待图元之后的所有图元设置断点。

图 2-747 设置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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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上方的 ，开始调试服务编排。

步骤3 在弹出的输入参数页面进行配置，如果有输入参数，请输入入参，单击“运行”；如
果该服务编排没有输入参数，直接单击“运行”。

步骤4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左侧，可看到调试页面，单击 可执行到下一断点，单击 可停止调
试，查看执行到某一断点的参数变化是否符合预期。

图 2-748 调试页面

左侧调试页面说明如下：

● 变量：展示执行到当前断点，服务编排中的变量取值情况，包括全局变量、某图
元的输入输出变量等。

● 调用堆栈：执行到当前断点时出现的调用堆栈。

● 正在调试：正在调试的服务编排名。当执行到子服务编排时，该处显示当前子服
务编排名。

● 断点：展示设置的所有断点，选中某一断点，单击鼠标右键可出现“移除断
点”、“移除所有断点”、“启用所有断点”、“禁用所有断点”选项。可单击
该区域某一断点，进行启用或者禁用该断点操作。

步骤5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上方“跟踪”，打开“跟踪器”页面。

可在弹出的页面查看Flow执行的每一步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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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关闭跟踪器页签。单击 ，至执行完 后一个断点，调试结束。

步骤7 重新设计问题图元以及前后逻辑。再次运行服务编排，直至结果符合预期。

步骤8 调试服务编排符合预期后，您需要启用服务编排，使得服务编排在系统中可用。单击

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服务编排。

只有保存服务编排后编译结果没有错误的服务编排才可以被启用。

----结束

2.6.9 如何管理服务编排
介绍如何管理服务编排，包括服务编排的查看/修改详情、删除等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逻辑 > 服务编排”。

右侧出现“服务编排管理”界面，可查看该应用拥有或依赖的所有服务编排。单击表
头后的 ，可对服务编排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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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1 “服务编排”页签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名称 服务编排的名称。

在创建服务编排时配置的名称。

状态 服务编排的编译状态。

● Pass：通过，即保存服务编排后，编译没有报错和警告。

● Warning：表示保存服务编排后，编译存在警告。

是否启用 服务编排是否已启用。

类型 服务编排的类型。

● 全局：表示是系统预置服务编排。

● 定制：表示用户自定义的服务编排。

后修改人 近一次修改服务编排的用户名。

后修改时
间

近一次修改服务编排的时间。

操作 顺序单击不同的操作列图标，可在该页面对服务编排进行如下操
作。

● 可进入服务编排的编辑器页签。如果服务编排有多个版本，则进
入处于启用状态的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
用，则进入 近版本的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

● 使服务编排被禁用或者启用服务编排。

● 删除服务编排。当该按钮置灰时，表示不可删除，例如不可删除
系统预置服务编排。

 

步骤2 在服务编排管理的“服务编排”页签下，单击具体的服务编排名称，可查看该服务编
排的详细信息。

表 2-192 “服务编排详情”页面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单击该按钮，可进入服务编排的编辑器页签。如果服务编排有多个版本，
则进入处于启用状态的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
进入 近版本的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

单击该按钮，可执行该服务编排。如果服务编排有多个版本，则执行处于
启用状态的服务编排；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执行 近版本的服务编
排。

名称 服务编排的名称。

在创建服务编排时配置的名称。

标签 服务编排的标签。

在创建服务编排时配置的标签。可单击编辑按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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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归属
APP/BO

服务编排所归属的App或者BO。

类型 服务编排的类型。

在创建服务编排时配置的类型。

● Autolaunched Flow：自启动Flow，在接口调用后会立即执行Flow模
型定义的逻辑。

● Event Trigger：事件触发的Flow，则会在满足条件规则的事件触发时
才会开始执行Flow模型定义的逻辑。

是否启
用

该服务编排是否处于已启用状态。

版本 服务编排的版本。如果服务编排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的服务
编排版本；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

URL 服务编排的部分URL，由“run/FlowName”组成，“FlowName”为
服务编排的名称。

可通过下面的REST接口，执行服务编排。

https://AppCube域名/u-route/baas/flow/v1.0/URL取值，

其中

● 请根据实际域名替换AppCube域名。

● URL取值：即该参数“URL”的显示值，由“run/FlowName”组
成。

是否私
有

私有的服务编排不能通过Rest API或者自定义API（公共接口）进行调
用。

可单击编辑按钮进行修改。只有未启用的服务编排才可以设置该选项。

可见性 该服务编排是否可见。

允许覆
盖

控制该资源是否可以被定制为新版本，或者是否可以被Addon应用导入，
若已存在于Addon应用中，是否允许被另存为新版本。

默认允许，当配置为不允许时，说明如下：

● 在该应用中基于该资源定制新版本时，会报错：XXX不允许定制新版
本, 请检查基本属性并确认该资产是否允许覆盖。

● Addon应用里不允许导入该资源。

● 如果已导入到Addon应用中，无法定制新版本。

描述 服务编排的描述信息。

可单击编辑按钮进行修改。建议填写服务编排的作用。

输入参
数

该区域显示服务编排的输入参数，包括参数名、参数类型、是否为集合和
描述信息。

如果服务编排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服务编排的参数；如果多
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服务编排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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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输出参
数

该区域显示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包括参数名、参数类型、是否为集合和
描述信息。

如果服务编排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服务编排的参数；如果多
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服务编排的参数。

版本 该区域显示服务编排的所有版本。列表中表头比“服务编排”页签多个版
本列，其他表头含义相同。

 

步骤3 切换到“服务编排管理”页面，选择“服务编排运行实例”页签，该页签显示该租户
下系统中正在运行的服务编排，即服务编排实例。

表 2-193 “服务编排详情”页面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名称 服务编排的名称。

在创建服务编排时配置的名称。

标签 服务编排实例的标签。

默认为“服务编排的标签值{!$Flow.CurrentDateTime}”。在定制服务编
排为新版本时配置的“展示标签”取值。

版本 运行的服务编排的版本。

当前元
素

服务编排实例目前运行到的图元。

实例ID 每当服务编排运行时，系统会给该运行实例分配一个实例ID，用于标记该
运行中的服务编排实例。

创建人 运行该服务编排实例的用户名。

创建时
间

开始运行服务编排时的时间。

操作 顺序单击操作列图标，可对服务编排实例进行如下操作。

● 打开“服务编排跟踪器”页面，查看服务编排实例运行的详细信息。

● 删除服务编排实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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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 如何定制服务编排
API接口是通过开发服务编排来实现的，定制API其实是定制服务编排。

当前服务编排定制有两种方式：

● 将基线服务编排另存为一个新的定制版本，在这个定制版本上修改。

● 基于基线服务编排中预留的扩展点，在扩展点中增加业务逻辑。

另存版本后进行定制

此处以“testFlow”服务编排为例进行说明，基于基线“1.0.1”版本另存一个
“1.0.2”的定制版本。

步骤1 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下单击“testFlow”服务编排。

步骤2 单击 进行禁用操作。

步骤3 单击编辑器上方 按钮。“另存为”页面“类型”中选择“新版本”，另存为新版
本，服务编排名称与之前版本相同。单击“保存”。

系统默认当前页面为新版本“1.0.2”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

图 2-749 另存为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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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 直接填写。

名称 系统自动显示具体名称。不可变动，和
基础版本的服务编排名称保持一致。

不可变动，和基础版本的服
务编排名称保持一致。

类型 另存为的类型。

● 新版本：另存为新版本。适用于新建
的服务编排，基础服务编排仍可使
用。

● 新服务编排：是将原服务编排重新另
存并命名，新保存后为另一服务编
排，与选择“新版本”场景不同，适
用于新建的服务编排，基础服务编排
仍可使用。

在下拉框里选择“新版
本”。

服务编排
类型

服务编排的类型。系统自动显示类型。
在创建基础服务编排时配置的类型。不
可更改。

● Autolaunched Flow：自启动Flow，
在接口调用后会立即执行Flow模型定
义的逻辑。

● Event Trigger：事件触发的Flow，则
会在事件触发时才会开始执行Flow模
型定义的逻辑。

不可变动，和基础版本的服
务编排类型保持一致。

展示标签 服务编排实例的展示标签。系统自动填
充为“标签值{!
$Flow.CurrentDateTime}”。

当环境中有该服务编排实例正在运行
时，该参数值将会在服务编排管理页面
的“服务编排运行实例”页签下“标
签”列进行显示。

系统会自动填充。

描述 服务编排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服务编排
的作用。

是否私有 私有的服务编排不能通过Rest API或者自
定义API（公共接口）进行调用。

勾选表示私有；不勾选表示
不是私有。

 

步骤4 在“1.0.2”版本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进行定制修改。修改后单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

例如在新版本中新增一个定制的script图元，通过script实现新的业务逻辑。

其他图元依然沿用基线服务编排，不做任何改造。

步骤5 单击 图标，运行服务编排，保证服务编排运行结果符合预期。

步骤6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新版本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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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在此方式下，当基线版本升级时，系统默认启用和使用服务编排的定制版本。升级造
成的基线服务编排原有图元变化，定制服务编排可继承。升级造成的基线服务编排新
增图元，定制服务编排无法继承。

----结束

基于预留扩展点进行定制

此处以“createOrder”接口为例来说明，基线“createOrder”接口中预留了一个扩
展点。

这个扩展点是一个空的子服务编排“AfterSaveOrder”，将这个子服务编排另存一个
定制版本“AfterSaveOrder_0419”，实现新的业务逻辑。子服务编排另存为定制版本
的操作方法请参考另存版本后进行定制。

须知

在此方式下，定制内容在基线接口预留节点中，该接口还是属于基线接口，可以随版
本升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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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0 定制示例

2.6.11 如何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脚本
本节中介绍如何创建名为“GetResourceListFlow”的服务编排，由Script封装而来，
用于生成资源列表中的数据，模拟用户可下载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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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设计

设计点 结合业务场景设计

服务编排类型 选择自动启Flow“Autolaunched Flow”。

基本图元_脚本 脚本图元配置界面选中具体的脚本，配置入参、
出参。

指定图元的逻辑关系 连接起始和脚本图元。

 

前提条件
● 已创建名为“Approved Resource”的Object，用于存储资源数据。

该对象中需要包含如下字段。

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系统自动
生成）

字段
类型

取值 读写
权限

是否加入
界面布局

含义

ownerId ownerId__C
ST

文本 长度：
255

全选 不勾选 资源拥有者
ID

Resource
Name

ResourceNa
me__CST

文本 长度：
255

全选 不勾选 资源名称

Type Type__CST 选项
列表

枚举值如
下：

● File
● Folde

r

全选 不勾选 资源类型

SubmitD
ate

SubmitDate
__CST

日期/
时间

不涉及 全选 不勾选 资源提交时
间

Approve
Date

ApproveDat
e__CST

日期/
时间

不涉及 全选 不勾选 资源审批时
间

Status Status__CST 选项
列表

枚举值如
下：

● Waiti
ng

● Subm
itted

● Appro
ved

全选 不勾选 审批状态

 
● 已创建场景描述中的脚本。该脚本根据对象的数据生成资源列表数据，用于前台

数据呈现。示例脚本为“ResourceListScript.zip”，单击下载链接可获取该脚本
包。

该脚本中定义的入参和出参说明如表2-194和表2-19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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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4 入参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ownerId string 资源拥有者ID。

limit number 每页展示的资源条数。

offset number 每页展示第一条资源的偏移量，即从offset+1条资
源开始展示。

 

表 2-195 出参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resource struct 返回资源数组集合。

● approveDate：审批时间，若该记录已审批则
返回审批时间。

● ownerId：资源拥有者Id。

● resourceName：资源名称。

● status：资源状态。若该记录未提交则为
Waiting；若该记录已提交未审批则为
Submitted；若该记录已审批则为Approved。

● submitDate：资源提交时间。

● type：资源类型。

totalCount number 资源总数（固定100）。

 

操作步骤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请参见表2-196配置参数。然后单击“添加”。

图 2-751 创建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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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6 创建服务编排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创建一个新的
服务编排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流程。 选中单选按钮选择“创建一个
新的服务编排”。

使用已有的服
务编排

基于同一租户或基线里已有的服
务编排创建。

方便用户快速继承已有服务编排
的配置，增加效率。

类型 服务编排的类型。

● Autolaunched Flow：自启
动Flow，在接口调用后会立
即执行Flow模型定义的逻
辑。

● Event Trigger：事件触发的
Flow，则会在事件触发时才
会开始执行Flow模型定义的
逻辑。

在下拉框里选择
“Autolaunched Flow”。

标签 仅用于展示。 直接填写
“GetResourveListFlow”。

名称 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名
空间__。当其他功能调用服务编
排时，调用的是服务编排的名
称，而不是标签。

填完“标签”值后，单击该参
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填
充。

描述 服务编排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服务编排的
作用。

 

说明

当编辑已有服务编排时，为防止编辑时多人篡改，编辑前请单击 锁定服务编排。

步骤3 创建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变量。由于该服务编排封装的是“ResourceListScript”
脚本，则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的字段类型和字段名与“ResourceListScript”脚本
保持一致。

此步骤需要创建如下变量。

表 2-197 服务编排变量

变量类型 参数名 Data Type Input/Output Type

普通变量
Variable

ownerId text Input Only

limit number Input Only

offset number Input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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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类型 参数名 Data Type Input/Output Type

totalCount number Output Only

结构体变量
Struct

resource struct Output Only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私有结构体页面单击“新增”。

创建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变量“resource”前，首先需要创建私有结构体类型。

图 2-752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2. 设置页面参数。

– 在“基本信息”中输入结构体名字、描述信息。

– 在“结构体成员”中设置自定义成员变量，包括设置成员变量的名称、数据
类型、是否必填、是否是集合、描述信息等。单击“新增”可增加成员变
量。成员变量需要和“ResourceListScript”脚本中定义的出参“resource”
成员变量（见表2-195）保持一致。

创建私有结构体后，您可创建私有结构体变量。

图 2-753 配置私有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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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4. 选择“私有结构体”，设置页面参数。

图 2-754 配置私有结构体变量

表 2-198 私有结构体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名称 该结构体变量名称，与
“ResourceListScript”脚本中定义的出参命
名保持一致。

直接输入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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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私有结构体 该结构体变量类型。 选择刚创建的结
构体类型名称
“resourcestruct
”。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不用配置。

描述 该变量的描述说明。 选填项，建议填
写该变量的作
用。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请勾选。

 

5.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6. 单击新增变量后的“...”，选择“设置”。

图 2-755 设置变量

7. 配置普通变量“own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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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6 配置变量

表 2-199 普通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名称 变量名称，必填。 直接输入
“ownerId”。

数据类型 变量的数据类型。必填。支持以下几
种。

– 文本

– 数字

– 货币

– 日期

– 日期/时间

– 复选框

从下拉列表选择“文
本”。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不用配置。

描述 该变量的描述说明。 选填项，建议填写该
变量的作用。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不勾选。

 
8. 参考步骤3.5~步骤3.7步骤配置表2-197中其他普通变量。

9.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按照表2-197从全局上下文页面中拖拽参数
到相应的入参和出参区域。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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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7 设置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

步骤4 拖拽“基本”下“脚本”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步骤5 单击 ，如图2-758所示设置页面参数。将服务编排中的变量赋值给脚本中的输入参
数，脚本中的输出参数赋值给服务编排中的变量。

图 2-758 配置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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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0 脚本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脚本 调用的脚本名称。

只有在启用状态下同一应用工程内的脚
本才能被服务编排调用。

选择“命名空间
_ResourceListScript”。

输入参数/目
标

脚本的输入参数名称。 在下拉框中选择输入参数
的名称。

输入参数/源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为目标赋值。 请从“全局上下文”中拖
拽之前创建的服务编排输
入变量。

输出参数/源 脚本的输出参数名称。 在下拉框中选择输出参数
的名称

输出参数/目
标

服务编排中的变量，脚本中的输出参数
赋值给服务编排中的变量。请从“全局
上下文”中拖拽之前创建的服务编排输
出变量。

请从“全局上下文”中拖
拽之前创建的服务编排输
出变量。

 

说明

若有多个输入参数或者输出参数，单击“新增行”进行添加。

步骤6 连接所有元素。

步骤7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结束

调试过程

步骤1 单击 ，输入参数后单击“运行”，运行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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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参数”中输入如下参数：
{ 
   "ownerId":"123", 
   "limit":3, 
   "offset":1
}

步骤2 检查输出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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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如下：
{
  "interviewId": "002N000000P4ApgMJOM4",
  "outputs": {
    "resource": [
      {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older01",
        "status": "Waiting",
        "type": "Folder"
      },
      {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ile02",
        "status": "Waiting",
        "type": "File"
      },
      {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older02",
        "status": "Waiting",
        "type": "Folder"
      }
    ],
    "totalCount": 100
  }
}

步骤3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上方“跟踪”，打开“服务编排跟踪器”页面。

可在“服务编排跟踪器”页面查看Flow执行的每一步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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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2.6.12 如何自定义调用服务编排的 URL
系统支持将已有的接口URL地址再包装成一个新的URL地址，使得URL地址的表达形式
更规范，方便让第三方系统进行调用。原来的URL地址也同样可以使用。

场景描述

对某个服务编排的URL进行包装，自定义为新的URL。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或者BO视图下单击“服务”。

在BO视图下单击“服务”，会分“公共接口”和“私有接口”页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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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视图下单击“服务”只有公共接口。

步骤2 单击“新建”。

步骤3 在“新建自定义接口”页面上进行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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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9 “新建自定义接口”配置页面

表 2-201 “新建自定义接口”参数配置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接口标签。 手动直接输入。

操作名称 操作名称。 手动直接输入。

版本 URL对应的版本号。 手动直接输入。

URL 新URL地址。其中“/service”是固定
值，其次是“/App名称/版本号”，
剩下部分进行自定义。

自定义的URL需要符合一
定规则，规则如下：

● 必须以单个“/”开头。

● 可以配置多级路径，两
个或者多个“/”之间必
须有内容。

内容类型 请求中的body类型。

● application/json
● multipart/form-data
● binary-data
“multipart/form-data”和“binary-
data”用于文件上传接口，选择该内
容类型，只能调用post类型的脚本。

从下拉框选择。

分类 该接口所属的分类。 选填项，直接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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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描述 关于该自定义API的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选填项，建议填写API的作
用。

类型 系统支持以下三种类型。

● 服务编排：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
接口类型是服务编排。

● 脚本：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接口
类型是脚本。

● 对象：表示该定义URL是操作对象
数据，包括对象数据的增删改查。

这里选择服务编排。

选中单选按钮，选中“服
务编排”。

自定义响应 是否需要格式化调用该URL后返回的
响应消息。如果勾选，表示对响应消
息进行格式化，删除resCode、
resMsg、result外层信息，只透传返
回的消息。

例如，不勾选“自定义响应”，返回
如下响应消息：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
}

则勾选“自定义响应”后，只返回如
下响应消息：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默认不勾选。

资源 调用的服务编排、脚本或者操作的对
象名称。

从下拉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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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对象操作 当“类型”选择为“对象”时，该参
数才会显示。表示具体的操作，有如
下几类。

● Insert Record：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or Insert Record：更新或
者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By ID：按记录ID更新对象
数据。

● Delete By ID：按记录ID删除对象
数据。

● Query By ID：按记录ID查询对象
数据。

● Update By Condition：按条件更
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Condition：按条件删除
对象数据。

● Query By Condition：按条件查询
对象数据。

从下拉框选择。

方法 映射后调用的方法名，如GET（查
询）、PUT（增加）、POST（修
改）、DELETE（删除）。

从下拉框选择。

输入参数/输
出参数

当“类型”选择为“服务编排”时，
该参数才会显示。展示服务编排的入
参、出参，同时支持修改未受保护资
源的参数描述，由于开发人员在开发
服务编排过程中可能未设置或未精确
添加参数的描述信息，导出自定义接
口的yaml描述文档时对参数的描述就
会缺失或者模糊，您可在自定义接口
二次封装服务编排时，对参数描述进
行编辑补充。

单击编辑图标可补充修改
参数描述。

 

步骤4 单击“保存”。

保存后，显示接口详情页。您可在接口详情页的“基本信息”区域单击“是否已废
弃”后的编辑按钮，可配置是否推荐使用该接口。若不推荐使用，勾选“是否已废
弃”，勾选后，在后续使用到该接口时，会显示该接口“已废弃”的提示，接口仍可
被调用。

返回接口列表页，创建的自定义接口会出现在列表页面。在列表页面单击“预览”可

以查看自定义接口中的方法、模型对象和事件，再单击页面右上 可导出该App下接
口定义yaml文件。

步骤5 （可选。当开发者需要自定义这些接口的访问权限时，您需要执行该步骤。）开发者
配置自定义接口列表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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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脚本开发开发权限脚本，新建脚本时选择“示例权限脚本”模板，在脚本中
定义权限逻辑，开发完后并启用脚本。

例如“示例权限脚本”模板是开发者需要通过脚本实现根据用户标识查询第三方
权限数据，脚本的设计逻辑流程如下。

a. 设置数据过滤，例如根据第三方系统用户名进行数据过滤，可选。

b. （根据过滤条件）向第三方获取权限数据。

c. 缓存权限数据，可选。

d. 根据当前API标识检查是否有权限。

2. 在自定义接口列表页面，即服务页面上方“自定义访问控制”区域单击“编
辑”。

3. 在“配置”页面选中“与脚本绑定”， 选择“前置处理”脚本和“后置处理”脚
本。单击“保存”。

– 前置处理脚本：一般是授权处理脚本，在访问自定义接口前，需要进行授权
处理。

– 后置处理脚本：一般是敏感错误信息或者统计日志处理脚本，后置脚本没有
返回参数，无论执行成功或失败都不影响自定义接口的请求处理流程。

图 2-760 绑定权限脚本

4. 当开发者不需要使用该权限脚本时，在页面单击禁用按钮。

步骤6 （可选。当需要配置该接口的用户访问时，您需要执行该步骤。若已经参照上一步设
置了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则该步骤设置不生效。）设置访问该自定义接口的
用户业务权限。

若没有参照上一步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也没有配置业务权限且内置系统参数
“bingo.permission.customapi.check”值为“否”，则只有业务用户（业务用户是指
访问AppCube提供的业务服务的用户。系统预置标准对象“PortalUser”，用于存放
应用的业务用户，您可在“PortalUser”表中增加业务用户。）可访问该接口，平台用
户不可访问；若没有参照上一步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也没有配置业务权限且
内置系统参数“bingo.permission.customapi.check”值为“是”，则业务用户和平台
用户都不可访问；若已经参照上一步设置了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则业务权限
配置不生效；若没有参照上一步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而配置了业务权限，则
只有拥有该业务权限的用户才可以访问该接口。

例如配置只有拥有业务权限“A”的用户才可访问该接口。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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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设置业务权限，在管理页面选择“用户管理 > 业务权限凭证”，创建业务权
限“A”。

图 2-761 创建业务权限“A”

2. 在管理页面，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编辑权限，在“业务权限凭证”页
签配置接入业务权限“A”。

图 2-762 用户权限配置

3. 返回到App或者BO视图中，单击“服务”，在自定义访问控制接口列表中，单击
操作名，进入自定义接口详情页面。

4. 单击“编辑”，配置业务权限，将左侧业务权限“A”加入到右侧“已选择业务权
限凭证列表”中，单击“保存”。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1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dmin-appcube/appcube_06_0012.html


图 2-763 配置业务权限

业务用户访问该接口URL前，您还需要创建如下的服务编排，用于获取token值。
其中赋的值“PL”是一个公式变量，表达式为“PORTALUSERLOGIN("pu1")”，
其中“pu1”为业务用户名，配置该服务编排的出参为“token”。

图 2-764 创建服务编排

执行该服务编排后，输出如下。获取token值。
{
  "interviewId": "002N000000RBLY9scgDY",
  "outputs": {
    "token": "XXXXXXXXXXXXXXXXXX"
  }
}

步骤7 （可选）创建完自定义接口后，您可进行在线测试。

1. 在自定义接口列表页面单击接口所在行的 。

单击 可查看该接口的调用关系视图。

2. 在弹出框上单击URL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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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测试一下”，如果有输入参数，请填入，单击“执行”。

返回成功响应，表示接口调用成功 。

----结束

2.6.13 是否可以多人编辑服务编排

当多人编辑已有服务编排时，为防止多人篡改，AppCube提供了一套保护机制。

假设A用户打开X服务编排，编辑前单击 锁定服务编排，A用户进行编辑，此时B用户
也打开X服务编排，B用户的服务编排编辑器将自动进入锁定模式。

● 保持A用户对X流程的编辑设计权限。A用户编辑完成后，需要单击 进行解锁或

者单击启用按钮 进行自动解锁。

● 当A用户锁定X流程后，系统会只读模式锁定B用户对X流程的操作，B用户的服务
编排编辑器页面会有提示“该资源已经由A用户锁定，点击此处强制获得编辑
权”。B用户如果按照提示强制获得编辑权，A用户的X流程编辑器画面会自动锁
定。

说明

当多人编辑已有BPM、触发器、标准页面或状态机时，AppCube提供的保护机制是相同的，后
续不再分别介绍。

2.7 脚本开发

2.7.1 什么是脚本

针对业务逻辑比较复杂的场景，AppCube平台提供了脚本（Script）能力，支持用户在
线开发TypeScript脚本，完成灵活复杂的业务逻辑。

与服务编排对比

● 脚本是代码化，使用TypeScript开发的，脚本是内聚的，相当于生产积木的，并且
脚本可以对这个积木实现批量化处理的复杂场景。

● 服务编排是图形化，组合编排业务，相当于使用积木编排业务的流程（建议不超
过20个图元）。

● 参见使用SQL查询数据操作一条SQL查询语句，可以看出脚本更直观代码化，服务
编排更流程图形化。

说明

服务编排相关描述请参见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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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用什么编辑器

AppCube提供一个方便简洁的在线开发IDE，即脚本编辑界面，脚本编辑界面开发体验
接近离线的开发工具，具有如下优势：

● 现代化的编辑界面，语法高亮显示。

● 智能提示，智能补全。

● 精确查看定义，代码预览，查找引用。

● 快速在线编译。

● 友好的语法错误提示。

● 可以使用console.log写日志分析复杂的问题。

脚本编辑界面如图2-765所示，您可以在线编辑、测试、发布脚本。

图 2-765 脚本编辑界面

脚本主要用什么语言和库

AppCube平台的脚本引擎采用TypeScript语言；脚本执行时，TypeScript语言会被翻译
成JavaScript语言，由JavaScript引擎执行。

在JavaScript es5的官方标准库外，AppCube还扩展了10+预置标准库（即预置API），
帮助您更高效地开发脚本，有关系统预置的标准库说明请参见脚本中预置的API。

库的使用方法举例：

import * as http from 'http';

脚本编辑界面介绍

通过在应用下的文件夹（例如Logic）旁单击加号，选择“脚本”，输入脚本名称后，

单击“添加”，或在脚本列表中单击 ，即可进入脚本编辑界面，如图2-76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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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66 脚本编辑界面

脚本编辑页面由三部分组成，介绍如下：

● 按钮区域。脚本编辑页面常用的图标按钮区，具体功能说明如表2-202所示。

表 2-202 图标说明

图标 说明

/ 获取锁、释放锁。

说明
脚本仅在获取锁后，才能进行编辑。

/ ● 单击即启用脚本，该图标高亮时，表示脚本当前已被启
用。

● 单击即禁用脚本，该图标非高亮时，表示脚本当前未启
用。

说明

脚本开发完成后，需要单击 启用，启用后脚本显示为启用状态 ，
只有启用状态的脚本才能在被其他资源（例如服务编排、标准页面）
调用时，搜索到。

保存脚本。

另存为脚本。

设置脚本的可见性、允许覆盖和描述。

执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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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说明

/ 操作回退、撤销回退。

对已开发好的脚本代码进行性能检查、兼容性检查和静态检查
配置。

说明

● 代码检查的具体操作，请参见脚本代码性能检查规则说明。

● 在静态检查配置中，进行代码检查配置，需要具备“管理系统设
置”权限。
添加权限的方法：在权限Profile的“基本信息”页签“系统权限”
中，勾选“管理系统设置”权限。

刷新当前引入的脚本到 新状态。

启用后还可单击右上角 查看该组件的调用关系图

版本对比、切换版本

 
● 代码编辑区域。

您可在该区域开发代码，实现功能。代码编辑器提供智能提示、代码补全、显示
光标的所在行和列信息等能力。将在代码编辑器进行介绍。

脚本编辑页面同样支持离线编辑器中的常规快捷键操作，例如“Ctrl+S”可以保存
当前修改，“Ctrl+H”可以调出查找替换对话框，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开发习
惯，尝试各种快捷键操作。

● 测试区。

运行代码后的显示区域。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参数后，单击测试区右侧的运

行按钮 ，运行脚本，即可在“输出参数”页签查看输出结果是否正确，还可在

“问题”和“日志”页签查看问题和日志。该区域右上方按钮 分别为
清除日志输出、运行脚本、保存输入参数按钮。

代码编辑器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会出现如图2-767所示代码导航功能，脚本
编辑器还提供智能提示、代码补全、显示光标的所在行和列信息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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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67 代码导航

● Go to Definition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Go To Definition，可以跳转到符
号的定义代码部分。

● Go to References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Go to References，可以查看符号
在脚本中的引用情况。

● Run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Run，执行脚本。

● Go to Symbol

在代码编辑区域，单击鼠标右键，选择Go To Symbol，选择任意符号，可以跳转
到该符号的定义代码部分。

● Peek Definition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Peek Definition，可以查看代码
的定义。

● Peek References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Peek References，可以查看代码
的引用。

● Rename Symbol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Rename Symbol，可重命名所选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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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 All Occurrences
在代码编辑区域，选中一个字符串，单击鼠标右键，选择Change All
Occurrences，可以批量修改代码中所有包含该字符串的内容。

● Format Document/Format Selection
在代码编辑区域，选择一块代码，单击鼠标右键，选择Format Selection；或者直
接在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右键，选择Format Document，可以对代码进行格式化排
版。

● Cut/Copy
在代码编辑区域，选择代码单击鼠标右键，选择Copy，可以剪切或者拷贝所选代
码。

● Command Palette
在代码编辑区域，在符号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Command Palette或者按F1，进
入命令面板，可以执行很多编辑功能。

图 2-768 命令面板

● Hover
把鼠标停留在符号上，可以查看符号的定义概要。再按住Ctrl键，单击符号，可以
查看符号更加详细的定义。

例如，鼠标停留在“useObject”上，显示如下图所示，可查看其定义概要。按
Ctrl键，单击“useObject”，可查看更详细的定义。

图 2-769 查看定义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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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70 查看更详细的定义

● Bracket matching
高亮显示与选择内容匹配的符号，如{}、()、[]等。

图 2-771 Bracket mathching

● Errors & Warnings
编辑代码时，如果语法错误了，会在这个语法下面显示红色波浪线，鼠标移动上
去，会显示具体错误。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23



图 2-772 Errors&Warnings

● Go to Line
按Ctrl + g，再输入行号，可以跳转到指定的代码行。

● Search and Replace

按Ctrl + f，输入关键字，可以搜索当前代码的内容。 表示搜索的内容分
别支持大小写匹配、全文匹配、正则表达式。

按Ctrl + h，输入关键字，可以查找并替换代码中的内容。

● Code Complete
– 全局符号补全

图 2-773 complete_symbol

– 对象成员补全

图 2-774 complete_member

– 参数补全

图 2-775 complete_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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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Code
在代码编辑区域，选择一块代码，输入ctrl + /组合键，可以注释或去注释选择的
代码块。

● Save File
在代码编辑区域，按Ctrl + s ，或者单击右上角的保存图标，可以保存脚本。

提供 AI 代码补全功能

代码补全引擎会从开发者历史创建脚本中学习其编码习惯，从当前代码脚本中获得代
码上下文语法知识，开发者在编写脚本代码过程中，系统根据代码上下文和历史代码
对将要编写的代码进行提示，从而自动构建智能代码补全服务，增强IDE代码补全能
力。

AI代码补全功能具体使用方法：开发者在代码编辑器中编写脚本代码过程中，敲击字
符时自动触发代码推荐，选中后按Enter补全；开发者将鼠标移动到待查看详细信息的
字段，将字段悬浮窗中的文字选中复制粘贴到代码中。

如果您想深入了解AI代码补全功能，请您继续阅读以下内容：

● 常规补全：开发者编码过程中输入任意字符均会触发的补全提示。

例如：开发者键入“@u”，如下图所示，系统根据意图在代码编辑器中给出 可
能使用的方法。

● 定制补全：AppCube脚本开发中关于库和对象的引用包括：内部预置了系统级依
赖库，供开发者调用；用户也可在前台页面配置对象数据、系统参数、错误码、
事件、工作流后，在脚本中引用这些内容。定制补全指在脚本开发中引用依赖库
和各配置项时，IDE触发的对潜在内容名称的补全提示。

– 依赖库补全：脚本代码中引入依赖的代码行时，对依赖库的名称进行推荐提
示。如下图所示，开发者键入“import * as xxx from”后，提示z开头的依赖
库名称。

– 表名（即对象名）补全：脚本代码引入对象数据的代码行中，推荐提示对象
名称。如下图所示，开发者键入“@useObject”后提示m开头的对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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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字段提示：脚本代码中引用表字段时，鼠标移动到表名上，悬浮窗会对表
名进行提示。如下图所示，开发者鼠标放在表名上展示所有字段。

– 错误码补全：脚本中引入数据表的代码行中，对表名称进行推荐提示。如下
图所示，开发者键入“setI18nError”后提示相关错误码名。

– 错误码内容提示：脚本代码中引入数据表的代码行中，对表名称进行推荐提
示。如下图所示，鼠标放在错误码名称上展示相关描述。

– 系统参数补全：脚本代码中引入系统参数的代码行中，对参数名称进行推荐
提示。如下图所示，开发者键入“sys.getParameter”后提示相关系统参
数。

脚本开发有什么限制
● 不支持以下正则表达式语法 ：

(?=)  // Lookahead (positive), currently a parsing error
(?!)  // Lookahead (backhead), currently a parsing error
\1    // Backreference (\1, \2, \3, ...), currently a parsing error

● 使用场景限制：

– 触发器目前只能使用ES5 JavaScript语法。

– 独立的脚本支持TypeScript语法。

– Script中只可使用平台封装的标准库API，不能使用Formula公式。

● console不兼容特性：

console模块目前不支持格式化参数功能，例如：
console.log('在 main 中，a.done=%j，b.done=%j', a.done, b.done);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26



● 不支持异步ES 7语法和库，如async/wait。

样例代码解读

您可以通过以下详细的脚本代码内容解读，对脚本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

一般情况下，编写脚本的大致流程为：

1. 按需引入平台标准库。

图 2-776 引入平台标准库

2. 定义出参、入参结构。

图 2-777 定义入参

图 2-778 定义出参

3. 定义方法以及使用的对象。

图 2-779 定义方法及使用对象

4. 进行数据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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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0 数据库相关操作

以下将通过解读一个脚本样例，带您了解脚本的总体结构框架及编写要求。

样例脚本：

import * as decimal from 'decimal';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ActionInpu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label: 'your name', description: 'please input your name'})
    name: string;

    @action.param({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min: 1, max: 100, message: 'age must during [1, 100]'})
    age: decimal.Decimal;

    @action.param({type: 'Date', pattern: 'yyyy-MM-dd'})
    birthday: Date;

    @action.param({type: 'String', isCollection: true})
    schools: string[];

    @action.param({type: 'Boolean'})
    married: boolean;

    @action.param({type: 'MyObject'})
    obj: MyObject;
}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MyObjec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something: string;
     @action.param({type: 'Number'})
    otherthing: decimal.Decimal;
}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ActionOutpu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isCollection: true})
    greets: string[];
}

@action.object({type: "method"})
export class ActionDemo {
    @action.method({ label: 'greeting something', description: 'greeting something.', input: 'ActionInput', 
output: 'ActionOutput' })
    public greet(inarg: ActionInput): ActionOutput {

        console.log('name = ', inarg.name);
        console.log('age = ', inar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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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birthday = ', inarg.birthday);
        console.log('schools = ', inarg.schools);
        console.log('married = ', inarg.married);
        console.log('obj = ', inarg.obj);

        let out = new ActionOutput();
        out.greets = ['hello', 'hi',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long time no see'];
        return out;
    }
}

这个脚本分为3部分：

● 导入标准库或者其他模块。

上例中第1行表示使用平台提供的decimal库。
import * as decimal from 'decimal';

除了平台预置标准库，您还可以声明对其他自定义模块的引用。例如已经提前开
发了一个脚本cirle，您可以用如下方式加载它。
import * as circle from './circle';

● 定义输入、输出变量。

脚本可以有多个输入、输出参数，也可以没有。所有的输入或输出参数必须封装
在一个class中，作为实例成员。

本例中，脚本有6个输入参数，被封装为ActionInput。每个参数都必须定义其参
数类型，同时还可以定义是否必填、标签、 大值、 小值等可选属性。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ActionInpu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label: 'your name', description: 'please input your 
name'})
    name: string;

    @action.param({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min: 1, max: 100, message: 'age must during [1, 
100]'})
    age: decimal.Decimal;

    @action.param({type: 'Date', pattern: 'yyyy-MM-dd'})
    birthday: Date;

    @action.param({type: 'String', isCollection: true})
    schools: string[];

    @action.param({type: 'Boolean'})
    married: boolean;

    @action.param({type: 'MyObject'})
    obj: MyObject;
}

因为第6个输入参数“obj”的参数类型为自定义对象，所以还需要给出
“MyObject”的定义。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MyObjec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something: string;
     @action.param({type: 'Number'})
    otherthing: decimal.Decimal;
}

脚本有1个输出参数，被封装为ActionOutput。
@action.object({type: "param"})
export class ActionOutput {
    @action.param({type: 'String', isCollection: true})
    greets: 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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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方法。

样例中，ActionDemo是外部调用的class，使用export导出。ActionDemo定义了
一个action method，使用action.method装饰，表明调用脚本时从此方法入口。
greet是class的实例方法，其输入、输出参数就是前面定义的ActionInput和
ActionOutput。
在一个脚本文件里面，action.method只能使用一次。
@action.object({type: "method"})
export class ActionDemo {
    @action.method({ label: 'greeting something', description: 'greeting something.', input: 
'ActionInput', output: 'ActionOutput' })
    public greet(inarg: ActionInput): ActionOutput {

        console.log('name = ', inarg.name);
        console.log('age = ', inarg.age);
        console.log('birthday = ', inarg.birthday);
        console.log('schools = ', inarg.schools);
        console.log('married = ', inarg.married);
        console.log('obj = ', inarg.obj);

        let out = new ActionOutput();
        out.greets = ['hello', 'hi',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long time no see'];
        return out;
    }
}

脚本编辑页面不支持单步调试，样例里的console.log可实现在日志里打印过程输
出，方便代码调试。

后续操作

脚本可对“对象”进行批量化数据的增删改查，对“字段”的细化处理和赋值，脚本
开发完成并启用后，会和服务编排，打包发布，版本管理，数据的导入导出等结合使
用，相关内容可参考相关章节。

本章还会详细介绍脚本开发实例和如何调测脚本，通过操作脚本实例，可快速认识
AppCube的脚本功能和TypeScript语言。

2.7.2 脚本开发实例

本节主要通过创建2个脚本实例为您介绍了解如何在AppCube中创建一个全新脚本，以
及如何在已有脚本的基础上定制开发脚本。

1. 创建全新脚本

– 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

– 开发一个业务场景脚本实例。

2. 定制开发脚本：如何定制已有脚本

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

本脚本实例不涉及对象，及调用接口等内容，脚本只实现请求“http://
www.huawei.com”，返回网站请求的消息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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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 将光标放在某个文件夹（例如Logic）上，单击 ，选择“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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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1 选择创建图标“+”

步骤3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添加”，进入脚本编辑页面。

其中，脚本名称为“httpTest”。

图 2-782 新增脚本

步骤4 在脚本编辑页面中，将以下脚本代码粘贴到代码编辑区。
import * as http from 'http' // 导入http库
let client = http.newClient() // 实例化
let resp = client.get("https://www.huawei.com/")// 请求网址
console.log(resp.headers) // 打印返回headers

步骤5 单击页面上方 ，保存脚本。

步骤6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在页面底部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返回消息头信息。
{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 'Content-Type' ],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 'GET,POST,PUT,DELETE,OPTIONS' ],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 ], 
     Cache-Control: [ 'no-cache, no-store' ], 
     Content-Type: [ 'text/html; charset=utf-8' ], 
     Date: [ 'Mon, 14 Dec 2020 12:09:59 GMT' ], 
     Expires: [ '-1' ], 
     Pragma: [ 'no-cache' ], 
     Processtime: [ '0.039' ], 
     Server: [ 'PAAS-WEB' ], 
     Set-Cookie: [ 'cbg1#lang=en; p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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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ct-Transport-Security: [ 'max-age=31536000' ], 
     X-Content-Type-Options: [ 'nosniff' ], 
     X-Download-Options: [ 'noopen' ], 
     X-Frame-Options: [ 'SAMEORIGIN' ], 
     X-Powered-By: [ 'ASP.NET' ], 
     X-Xss-Protection: [ '1; mode=block' ]
 }

以上步骤已经完成了一个简单脚本的编写，如果后续其他脚本、服务编排、编译打包

等需要继续使用该脚本，则必须单击页面上方的启用图标 ，启用该脚本，如果未启
用，其他组件无法查询到该脚本，查询时会报错该脚本不存在或未启用。

后续在新版本功能中如果需要更新该脚本，您可单击编辑器上方 图标，选择“新建

版本”，在新建的版本中更改脚本并保存、测试、以及启用。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
选择对比版本，可将当前版本与历史版本进行比对。

注意

TypeScript脚本如何写请深入学习JavaScript和TypeScript相关语言代码知识。相关的
库除JavaScript es5的官方标准库外，AppCube还扩展了10+内置功能库，帮助您更高
效地开发，有关系统预置的标准库说明请参见脚本中预置的API。

----结束

开发一个业务场景脚本实例

本小节创建的业务场景脚本相对于开发一个简单脚本实例，具有更为复杂的业务逻
辑。

本脚本实例实现的业务场景：根据对象的数据生成资源列表数据，用于前台数据呈
现，启用本脚本后，可实现数据导入模板使用。

创建脚本之前，需要先创建脚本中操作的对象ApprovedResource，其字段如表2-203
所示。

表 2-203 对象说明

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字段类
型

取值 读写权
限

含义

ownerId ownerId 文本 长度：255 全选 资源拥有者ID

ResourceN
ame

ResourceName 文本 长度：255 全选 资源名称

Type Type 选项列
表

枚举值如
下：

● File
● Folder

全选 资源类型

SubmitDat
e

SubmitDate 日期/时
间

不涉及 全选 资源提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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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字段类
型

取值 读写权
限

含义

ApproveDa
te

ApproveDate 日期/时
间

不涉及 全选 资源审批时间

Status Status 选项列
表

枚举值如
下：

● Waiting
● Submitt

ed
● Approve

d

全选 审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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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 创建一个脚本操作的对象ApprovedResource：

1. 将光标放在一个存放对象的应用目录（例如Model）上，单击 ，选择“对
象”。

2. 在弹窗中，输入对象的“名称”、“标识”为“ApprovedResource”，单击“添
加”。

3. 导入字段模板，创建字段模板。请单击import-fields-template.zip下载并解压获
取“import-fields-template.xlsm”，将待导入字段模板到本地。

4. 单击当前对象的“自定义字段”，然后单击“批量创建”后的，选择“批量导入
字段”，选择上一步下载的字段模板。导入完成后，刷新页面，重新进入对象的
“自定义字段”，即可查看已导入的字段。

图 2-783 导入自定义字段

步骤3 将光标放在某个文件夹（例如Logic）上，单击 ，选择“脚本”。

步骤4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脚本名称“ResourceListScript”，单击“添加”，进
入脚本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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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4 新增脚本

表 2-204 脚本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创建一个新
脚本

选择后，创建空白脚本。

使用已有脚
本

选择后，复制一个已有的脚本。

名称 ResourceListScript，脚本名称

模板 脚本模板，用于生成不同类型的脚本。这里选择“空脚本”。

目前支持以下几种类型。

● 空脚本：表示不用模板。

● 示例服务脚本：对外提供服务的脚本，可通过restful直接调用。

● 示例内部脚本：是内部库代码，只能被其它脚本import使用。

● 示例安装脚本：在安装或升级App/BO包时，在导入实例化配置
数据之前或者之后执行的脚本。一般用于预清理数据，删除、更
新数据等。

● 示例权限脚本：在开放AppCube的服务编排、脚本或者操作对象
数据接口给第三方系统调用时，通过该示例脚本可实现在第三方
系统配置这些接口的访问权限。

 

说明

当编辑已有脚本时，为防止编辑时多人篡改，编辑前请单击 锁定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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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脚本编辑页面中，将以下脚本代码粘贴到代码编辑区。

注意

请将脚本中CNAME__替换为实际的命名空间、对象名、字段名。

//导入该脚本所依赖的标准库文件。decimal、context都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
import * as db from 'db';
import * as decimal from 'decimal';
import * as context from 'context';
//声明该脚本中所应用到的ApprovedResource__CST对象
@useObject(['CNAME__ApprovedResource__CST'])
//定义入参变量ownerId、limit、offset，分别表示资源拥有者ID、每页展示的资源条数、每页展示第一条资源的
偏移量，即从offset+1条资源开始展示。
@action.object({ type: 'param' })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
    ownerId: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
    limit: number;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
    offset: number;
}
//定义出参变量resource和totalCount，分别表示资源数组集合和资源总数（固定100）。
@action.object({ type: 'param'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any', isCollection: true, label: "object" })
    resource: object[];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
    totalCount: number;
}
//定义查询SQL语句，用于查询某条资源审批详情；SQL语句中的表名和字段名要和预定义的对象名和字段名保持
一致。
class querySql {
    static queryRecord = "select CNAME__Status__CST, CNAME__SubmitDate__CST, 
CNAME__ApproveDate__CST from CNAME__ApprovedResource__CST where CNAME__ownerId__CST=? and 
CNAME__ResourceName__CST=?";
}
//定义数据源方法体，用于模拟数据源，并支持状态检查和分页功能。
@action.object({ type: 'method' })
export class getFileList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label: "getFileList" })
    getFileList(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Result = new Output()
        let resource: Array<Object> = [];
        let resourceLimit: Array<Object> = [];
        outResult.totalCount = 100;
        try {
            let sequence = "";
            for (let i = 1; i < 51; i++) {
                if (i < 10) {
                    sequence = "0" + i;
                } else {
                    sequence = "" + i;
                }
                let file = {
                    "ownerId": input.ownerId,
                    "approveDate": null,
                    "resourceName": "File" + sequence,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ile"
                }
                let folder = {
                    "ownerId": input.ownerId,
                    "approveDat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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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Name": "Folder" + sequence,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older"
                }
                resource.push(file);
                resource.push(folder);
            }
            if (resource.length > 0) {
                for (let i = 0; i < resource.length; i++) {
                    let s = db.sql()
                    let query = s.exec(querySql.queryRecord, { params: [input.ownerId, 
resource[i].resourceName] });
                    if (query.length == 1) {
                        resource[i].status = query[0]["CNAME__Status__CST"];
                        resource[i].submitDate = query[0]["CNAME__SubmitDate__CST"];
                        resource[i].approveDate = query[0]["CNAME__ApproveDate__CST"];
                    }
                }
            }
            for (let j = 0; j < decimal.toNumber(input.limit); j++) {
                console.log(decimal.toNumber(input.offset) + j);
                resourceLimit.push(resource[decimal.toNumber(input.offset) + j]);
                outResult.resource = resourceLimit;
            }
            return outResult;
        } catch (error) {
            console.log(error.name, error.message);
            context.setError(error.name, error.message);
        }

    }
}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7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报文，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 
   "ownerId":"123", 
   "limit":3, 
   "offset":1
}

说明

脚本的入参支持写入http-header参数。例如：

{
  "http-header": {
    "header1": "value1"
  }
}

3. 检查Output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
    "resource": [
        {
            "approveDate": null,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older01",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older"
        },
        {
            "approveDat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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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ile02",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ile"
        },
        {
            "approveDate": null,
            "ownerId": "123",
            "resourceName": "Folder02",
            "status": "Waiting",
            "submitDate": null,
            "type": "Folder"
        }
    ],
    "totalCount": 100
}

步骤8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脚本。

后续在新版本功能中如果需要更新该脚本，您可单击编辑器上方 图标，选择“新建

版本”，在新建的版本中更改脚本并保存、测试、以及启用。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
选择对比版本，可将当前版本与历史版本进行比对。

----结束

如何定制已有脚本

您可以全新创建一个脚本，也可以根据业务需要修改已有脚本，如使用如何通过模板
进行数据导入的BulkInsert脚本为例。

在以下两种场景下，您需要修改已有脚本：

● 场景1：在已有脚本基础上新建版本。业务需要，脚本要实现的能力变化，此时您
可以基于原有脚本修改，并保存为脚本的新版本。在此场景下，原有脚本作为老
版本自动失效。

● 场景2：在已有脚本基础上新建脚本。您需要开发的新脚本与已有的某个脚本类
似，此时您可以基于原有脚本修改，再保存为新的脚本名称。在此场景下，原有
脚本仍然有效。新脚本和老脚本也没有关联关系，各自独立。

场景1：在已有脚本基础上新建版本：

根据已有的“BulkInsert”版本1.0.1的脚本 ，开发“BulkInsert”版本1.0.2的脚本。

步骤1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Logic目录下，单击“BulkInsert”脚本。

步骤2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另存为图标 ，选择“新建版本”，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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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5 另存为“BulkInsert”脚本

图 2-786 保存新建版本

步骤3 编辑新脚本版本的内容，修改后单击页面上方 ，保存修改。

图 2-787 修改版本后保存与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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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测试脚本，确保其运行结果符合预期后，再单击 启用脚本。

----结束

场景2：在已有脚本基础上新建脚本：

根据已有的“BulkInsert”脚本 ，开发“BulkInsertOther”。

步骤1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Logic目录下，单击“BulkInsert”脚本。

步骤2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另存为图标 ，选择“新建脚本”，输入新脚本名
“BulkInsertOther”，单击“保存”。

图 2-788 新建脚本

步骤3 编辑新脚本的内容，修改后单击上方 图标，进行保存。

步骤4 测试脚本，确保其运行结果符合预期后，再单击 启用脚本。

----结束

2.7.3 脚本的模块使用限制
TypeScript执行引擎没有自带模块管理，需要嵌入引擎时，开发人员则需要手动引用。

模块管理机制类似Node.js，但因为平台是基于数据库存放脚本，没有目录与路径的概
念，所以下面的module管理只是一个简化版本的Node.js模块管理，也不支持npm的
整套机制。

脚本文件和模块是一一对应的，每个脚本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模块。

例子，假设有一个名为foo的脚本：

import * as circle from './命名空间__circle';
console.log(`半径为 4 的圆的面积是 ${circle.area(4)}`);

在第一行中，foo加载circle模块。

circle脚本的内容为：

const { PI } = Math;

exports.area = (r) => PI r *2;

exports.circumference = (r) => 2 P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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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模块导出了area() 和circumference()两个函数。 通过在特殊的exports对象上指
定额外的属性，函数和对象可以被添加到模块的根部。

模块内的本地变量是私有的，因为模块被装在一个函数中。 在这个例子中，变量PI是
circle私有的。

import 语法

Typescript模块import语法，请参考typescrip官方网站。

标准库模块

AppCube中有些模块会被编译成二进制，预先加载到内存中了。例如decimal、
context都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模块。

AppCube优先加载标准库模块， 例如：

import * as http from 'http';

始终返回内置的HTTP模块，即使有同名自定义模块。

如果需要返回自定义的模块，请使用相对路径语法：

import * as http from './http';

标准库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什么是脚本。

扩展名

因为脚本实际上是存在数据库中，脚本没有路径的概念，扩展名也没有特别的意义。

导入模块时，尽量采用不带扩展的方式。例如：

import * as circle from './circle';

平台只允许.ts扩展名文件存在，不允许包含.js后 的模块。如下方式等同上面的举
例，但不推荐。

import * as circle from './circle.ts';

注意

尽量不要使用带扩展名的导入方式。

循环依赖

当循环调用模块时，一个模块可能在未完成执行时被返回。因此，需要仔细的规划模
块间调用，以允许循环模块依赖在应用程序内正常工作。

例如以下情况：

脚本a：

console.log('a 开始');
exports.done = false;
import * as b from 'b';
console.log('在 a 中，b.done = ', b.done);
exports.done = true;
console.log('a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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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b：

console.log('b 开始');
exports.done = false;
import * as a from 'a';
console.log('在 b 中，a.done = ', a.done);
exports.done = true;
console.log('b 结束');

脚本main：

console.log('main 开始');
import * as a from 'a';
import * as b from 'b';
console.log('在 main 中，a.done = ', a.done '，b.done = ', b.done);

当main加载a时，a又加载b。 此时，b又会尝试去加载a。 为了防止无限的循环，会返
回一个a的exports对象的未完成的副本给b模块。

然后b完成加载，并将exports对象提供给a模块。

当main加载这两个模块时，它们都已经完成加载。 因此，该程序的输出会是：

main 开始
a 开始
b 开始
在 b 中，a.done = false
b 结束
在 a 中，b.done = true
a 结束
在 main 中，a.done=true，b.done=true

2.7.4 如何调测脚本
您可通过console.log打印日志执行逻辑调试和throw new Error抛出异常来调试。调试
运行一般在脚本编辑中的测试调试区域。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创建如下脚本样例。

本实例是以示例服务脚本为例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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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9 示例服务脚本

样例代码编写：
import { Decimal } from 'decimal';
import { Error } from 'error';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he operation type" })
    op: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he operation value 1" })
    value1: Decimal;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he operation value 2" })
    value2: Decimal;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quired: true })
    result: Decimal;
}
 
export class Calculator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do a operation" })
    run(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put = new Output();
        switch (input.op) {
            case "+":
                output.result = this.sum(input.value1, input.value2);
                break;
            case "-":
                output.result = this.sub(input.value1, input.value2);
                break;
            default:
                throw new Error("00001", `unsupported calculator operator ${input.op}`);
        }
 
        return out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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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a: Decimal, b: Decimal): Decimal {
        return a.Add(b)
    }
 
    sub(a: Decimal, b: Decimal): Decimal {
        return a.Sub(b)
    }
}

步骤2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3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图 2-790 脚本测试栏

2.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报文，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
    "op": "+",
    "value1": 0,
    "value2": 1
}

3. 检查Output页签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
"result":1
}

4. 脚本执行完后，在日志页签检查输出日志。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Build #AppCube Core 1.3.3 on amd64
Built on 2020-11-30 16:11:26  
Commit #fdc6fc2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node:  2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script:  CNAME__ac 1.0.1 Calculator.run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locale:  zh_CN
1224 10:40:41.373|debug|vm[170]>>> timezone: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Asia/Shanghai)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脚本。

----结束

2.7.5 如何管理脚本

介绍如何管理脚本，包括脚本的查看/修改详情、删除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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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逻辑 > 脚本”。

右侧出现“脚本管理”界面，可查看该应用拥有或依赖的所有脚本。单击表头后的
，可对脚本进行排序。

表 2-205 “脚本管理”页签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名称 脚本的名称。

在创建脚本时配置的名称。

类型 脚本的类型。

● 全局：表示是系统预置脚本。

● 自定义：表示用户自定义的脚本。

是否启用 脚本是否已启用。

● 勾选：表示已启用。

● 不勾选：表示禁用。

后修改人 近一次修改脚本的用户名。

后修改时
间

近一次修改脚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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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操作 顺序单击操作列图标，可在该页面对脚本进行如下操作。

● 可进入脚本的编辑器页签。如果脚本有多个版本，则进入处于启
用状态的脚本编辑器页面；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进入 近
版本的脚本编辑器页面。

● 使脚本被禁用或者启用脚本。

● 删除脚本。当该按钮置灰时，表示不可删除，例如不可删除系统
预置脚本。

 

步骤2 在脚本管理页签下，单击具体的脚本名称，可查看该脚本的详细信息。

表 2-206 “脚本详情”页面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单击该按钮，可进入脚本的编辑器页签。如果脚本有多个版本，则进入处
于启用状态的脚本编辑器页面；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进入 近版本
的脚本编辑器页面。

单击该按钮，可执行该脚本。如果脚本有多个版本，则执行处于启用状态
的脚本；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执行 近版本的脚本。

名称 脚本的名称。

在创建脚本时配置的名称。

是否启
用

该脚本是否处于已启用状态。

归属
APP/BO

脚本所归属的App或者BO。

版本 脚本的版本。如果脚本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的脚本版本；如
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

方法名 脚本的方法名。

可见性 该脚本是否可见。

允许覆
盖

控制该资源是否可以被定制为新版本，或者是否可以被Addon应用导入，
若已存在于Addon应用中，是否允许被另存为新版本。

默认允许，当配置为不允许时，说明如下：

● 在该应用中基于该资源定制新版本时，会报错：XXX不允许定制新版
本, 请检查基本属性并确认该资产是否允许覆盖。

● Addon应用里不允许导入该资源。

● 如果已导入到Addon应用中，无法定制新版本。

描述 脚本的描述信息。

可单击编辑按钮进行修改。建议填写脚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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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输入参
数

该区域显示脚本的输入参数，包括参数名、参数类型、是否为集合和描述
信息。

如果脚本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脚本的参数；如果多个版本都
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脚本的参数。

输出参
数

该区域显示脚本的输出参数，包括参数名、参数类型、是否为集合和描述
信息。

如果脚本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脚本的参数；如果多个版本都
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脚本的参数。

版本 该区域显示脚本的所有版本。列表中表头比“脚本管理”页签多个版本
列，其他表头含义相同。

 

----结束

2.7.6 脚本代码性能检查规则说明

AppCube支持对已开发好的脚本代码进行性能检查和兼容性检查，本节将带您了解代
码性能检查的规则。

总体介绍

在脚本编辑器上方单击 ，可弹出“代码检查报告”窗口，窗口显示该脚本代码的性
能检查结果报告和兼容性检查结果报告。

● 脚本代码性能检查

AppCube对脚本进行性能检查遵循的总体原则是：主要检查SELECT语句中
WHERE查询字段是否创建索引，另外对SELECT查询字段和WHERE限制条件进行
检查。具体检查规则如下：

– 静态检查规则：

▪ 规则1：SELECT语句需要带上where条件

▪ 规则2：SELECT语句中单次limit查询数量需要低于平台 高查询个数
5000的限制

▪ 规则3：SELECT语句中谨慎使用区间查询条件

▪ 规则4：SELECT语句中查询字段不在表的索引库中

▪ 规则5：SELECT语句中尽量避免同时从大于等于4张表中取数据

▪ 规则6：SELECT语句中聚集函数必须增加别名

▪ 规则7：SELECT语句中严禁使用“select from...”形式查询语句

▪ 规则8：SELECT语句中拼接的参数值请谨慎使用入参变量

▪ 规则9：“for”循环中请谨慎使用SELECT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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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10：SELECT语句中谨慎使用order by
– 动态检查规则：

动态检查规则以静态检查规则为基础（无法检查SQL注入以及for循环中的
SQL项）。当脚本运行时，触发动态检查。当存在脚本性能问题时，通过弹
框界面提示给用户，方便用户直观发现脚本中的问题；当不存在性能问题
时，便不展示弹框页面，以免影响用户开发。

● 兼容性检查

根据当前应用所运行的版本检查当前脚本代码中是否存在兼容性问题。

以下将对典型的性能检查规则进行介绍。

规则 1：SELECT 语句需要带上 where 条件

SELECT语句中缺少查询条件，存在由于查询结果数量过大，导致脚本性能不佳的风
险。请确认查询结果，如果查询结果数量过大，建议增加限制条件或采用分页查询，
分页查询请见下方推荐代码示例。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order by createddate desc")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 order by 
createddate desc")

● 推荐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se = db.sql()
let sqlResult = []
for(let i=0; i <1000; i++){
    let query_sql = se.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limit ${5000*i},5000")
    sqlResult.push(query_sql)
    if(query_sql.length<5000){
        break
    }
}

该规则在版本1.3.3中被引入。

规则 2：SELECT 语句中单次 limit 查询数量需要低于平台 高查询个数 5000 的限
制

SELECT语句中单次limit查询数量大于平台限制个数，存在由于查询结果数量过大，导
致脚本性能不佳的风险。如果查询结果过大，请判断是否需要增加限制条件或采用分
页查询，分页查询请见下方推荐代码示例。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type = 'HuaWei' 
limit 100000")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type = 'HuaWei' 
limit 3000")

● 推荐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se = db.sql()
let sqlResu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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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let i=0; i <1000; i++){
    let query_sql = se.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limit ${5000*i},5000`)
    sqlResult.push(query_sql)
    if(query_sql.length<5000){
        break
    }
}

该规则在版本1.3.3中被引入。

规则 3：SELECT 语句中谨慎使用区间查询条件

SELECT语句中使用区间查询（“<>”、“<”、“>”、“>=”、“<=”），存在由
于查询结果数量过大，导致脚本性能不佳的风险。如果必须采用区间查询，建议增加
limit限制条件，以免影响查询效率。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um > 50")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um > 50 limit 
3000")

该规则在版本1.3.3中被引入。

规则 4：SELECT 语句中查询字段不在表的索引库中

如果SELECT语句where条件中查询字段并未创建索引，请判断该字段是否需要创建索
引，以提高代码查询效率。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id = ?")

表“object_demo”中的“object_id”并没有创建索引。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

表“object_demo”中的“id”创建了索引。

该规则在版本1.3.3中被引入。

规则 5：SELECT 语句中尽量避免同时从大于等于 4 张表中取数据

SELECT语句中进行多表关联查询时，尽量不要同时从大于或等于4张表中取数据。如
果必须要查询大于或等于4张表的数据时，建议先通过关联少于4张表进行查询，然后
根据查询结果再做关联查询，保证每次关联查询的表数量少于4，以提高查询效率。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a.item as item1, b.item as item2, c.item as item3 ,d.item as 
item4, e.item as itmem5 from object_demo1 as a object_demo2 as b, object_demo3 as 
c ,object_demo4 as d, object_demo5 as e where a.id=b.objectid and b.name = c.objectid and c.name = 
d.objectid and d.name = e.objectid and e.name ='HuaWei'")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sqlResult1 = db.sql().exec("select c.item as item3, d.item as item4, e.item as itmem5 from 
object_demo3 as c ,object_demo4 as d, object_demo5 as e where c.name = d.objectid and d.name = 
e.objectid and e.name ='HuaWei'")
let sqlResult = []
let item3s = "'"+sqlResult1.map(item=>{item.item3}).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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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sqlResult2 = db.sql().exec('select a.item as item1, b.item as item2, c.item as item3 from 
object_demo1 as a object_demo2 as b, object_demo3 as c where a.id=b.objectid and b.name = 
c.objectid and c.item in ('+item3s+')')
for(let i in sqlResult1){
 for(let j in sqlResult2){
  if i.item3 == j.item3:
   sqlResult.append({
    "item1":j.item1,
    "item2":j.item2,
    "item3":i.item3,
    "item4":i.item4,
    "item5":i.item5
   })
 }
}

该规则在版本1.3.3中被引入。

规则 6：SELECT 语句中聚集函数必须增加别名

SELECT语句中聚合函数必须使用别名方式存储查询结果，以免因聚合函数返回的结果
不一致，导致存在兼容性问题。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count(*)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ame = 'HuaWei'")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count(*) as count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ame = 
'HuaWei'")

● 推荐代码示例：
***聚合函数示例 ****
select count(*) as count_res，
select max(*) as max_res,
select min(*) as min_res,
select avg(*) as avg_res,
select sum(*) as sum_res  

该规则在版本1.3.3中被引入。

规则 7：SELECT 语句中严禁使用“select from...”形式查询语句

严禁使用“select ...”形式查询语句，请指出select的具体字段。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ame = 'HuaWei'")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id, object_typ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name = 
'HuaWei'")    

该规则在版本1.3.3中被引入。

规则 8：SELECT 语句中拼接的参数值请谨慎使用入参变量

SELECT语句中拼接的参数值请谨慎使用入参变量，以免引起SQL注入的风险。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select id,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
errorDemo += input.parameter 
let errorDemoResult = db.sql().exec(error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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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nput.parameter”为脚本入参。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select id,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
let correctDemoResult = db.sql().exec(correctDemo, { params: [input.parameter] })

其中“input.parameter”为脚本入参。

该规则在版本1.3.5中被引入。

规则 9：“for”循环中请谨慎使用 SELECT 语句

“for”循环中请谨慎使用SELECT语句，以免后续进行结果赋值的时候由于数据过多，
导致内存溢出。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for (let i = 0; i < input.para.length; i++) {
  db.sql().exec("select id,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HuaWei'");
}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db.sql().exec("select id,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HuaWei'");

该规则在版本1.3.5中被引入。

规则 10：SELECT 语句中谨慎使用 order by

SELECT语句中请谨慎使用order by，如果需要使用order by，请为排序字段增加索
引，以提高查询效率。如果无法增加索引，需要关注是否存在查询性能低下的风险。

● 错误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error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object_id = 'HuaWei' 
Orde by createdDate") 

表“object_demo”中的“createdDate”并没有创建索引。

● 正确代码示例：
import * as db from 'db';
let correctDemo = db.sql().exec("select object_name from object_demo where id = 'HuaWei' Order by 
createdDate")

“object_demo”中的“createdDate”创建了索引。

该规则在版本1.3.5中被引入。

2.7.7 如何自定义调用脚本的 URL
系统支持将已启用的脚本封装成一个新的URL地址，方便让第三方系统进行调用。

场景描述

将某个脚本封装成一个新的URL地址，方便让第三方系统进行调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或者BO视图下，单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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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O视图下单击“服务”，会分“公共接口”和“私有接口”页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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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视图下单击“服务”只有公共接口。

步骤2 在自定义访问控制页面，单击“新建”。

步骤3 在新建公共接口页面，设置接口参数。

图 2-791 “新建自定义接口”配置页面

表 2-207 “新建自定义接口”参数配置

参数名 说明

标签 接口标签。

操作名称 操作名称。

版本 URL对应的版本号。

URL 新URL地址，其中“/service”是固定值，其次是“/App名称/版
本号”，剩下部分进行自定义。

自定义的URL需要符合一定规则，规则如下：

● 必须以单个“/”开头。

● 可以配置多级路径，两个或者多个“/”之间必须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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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内容类型 请求中的body类型。

● application/json
● multipart/form-data
● binary-data
“multipart/form-data”和“binary-data”用于文件上传接口，
选择该内容类型，只能调用post类型的脚本。

分类 该接口所属的分类。

选填项，直接输入。

描述 新建接口的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类型 系统支持以下三种类型。

● 服务编排：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服务编排。

● 脚本：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脚本。

● 对象：表示该定义URL是操作对象数据，包括对象数据的增删
改查。

这里选择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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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自定义响应 是否需要格式化调用该URL后返回的响应消息。如果勾选，表示
对响应消息进行格式化，删除resCode、resMsg、result外层信
息，只透传返回的消息。

例如，不勾选“自定义响应”，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
}

则勾选“自定义响应”后，只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资源 调用的服务编排、脚本或者操作的对象名称。

对象操作 当“类型”选择为“对象”时，该参数才会显示。表示具体的操
作，有如下几类。

● Insert Record：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or Insert Record：更新或者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By ID：按记录ID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ID：按记录ID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ID：按记录ID查询对象数据。

● Update By Condition：按条件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Condition：按条件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Condition：按条件查询对象数据。

方法 映射后调用的方法名，如GET（查询）、PUT（增加）、POST
（修改）、DELETE（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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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保存后，显示接口详情页。您可在接口详情页的“基本信息”区域单击“是否已废
弃”后的编辑按钮，可配置是否推荐使用该接口。若不推荐使用，勾选“是否已废
弃”，勾选后，在后续使用到该接口时，会显示该接口“已废弃”的提示，接口仍可
被调用。

返回接口列表页，创建的自定义接口会出现在列表页面。在列表页面单击“预览”可

以查看自定义接口中的方法、模型对象和事件，再单击页面右上 可导出该App下接
口定义yaml文件。

步骤5 （可选。当开发者需要将自定义接口访问控制和开发的脚本绑定在一起时，例如自定
义这些接口的访问权限，您需要执行该步骤。）开发者配置自定义接口列表的访问权
限。

1. 参考脚本开发开发权限脚本，新建脚本时选择“示例权限脚本”模板，在脚本中
定义权限逻辑，开发完后并启用脚本。

例如“示例权限脚本”模板是开发者需要通过脚本实现根据用户标识查询第三方
权限数据，脚本的设计逻辑流程如下。

a. （可选）设置数据过滤，例如根据第三方系统用户名进行数据过滤。

b. （根据过滤条件）向第三方获取权限数据。

c. （可选）缓存权限数据。

d. 根据当前API标识检查是否有权限。

2. 在自定义接口列表页面，即服务页面上方“自定义访问控制”区域单击“编
辑”。

3. 在“配置”页面选中“与脚本绑定”， 选择前置处理脚本和后置处理脚本。单击
“保存”。

– 前置处理脚本：一般是授权处理脚本，在访问自定义接口前，需要进行授权
处理。

– 后置处理脚本：一般是敏感错误信息或者统计日志处理脚本，后置脚本没有
返回参数，无论执行成功或失败都不影响自定义接口的请求处理流程。

图 2-792 绑定权限脚本

4. 当开发者不需要使用该权限脚本时，在页面单击禁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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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可选。当需要配置该接口的用户访问时，您需要执行该步骤。若已经参照上一步设
置了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则该步骤设置不生效。）设置访问该自定义接口的
用户业务权限。

若没有参照上一步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也没有配置业务权限且内置系统参数
“bingo.permission.customapi.check”值为“否”，则只有业务用户（业务用户是指
访问AppCube提供的业务服务的用户。系统预置标准对象“PortalUser”，用于存放
应用的业务用户，您可在“PortalUser”表中增加业务用户。）可访问该接口，平台用
户不可访问；若没有参照上一步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也没有配置业务权限且
内置系统参数“bingo.permission.customapi.check”值为“是”，则业务用户和平台
用户都不可访问；若已经参照上一步设置了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则业务权限
配置不生效；若没有参照上一步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而配置了业务权限，则
只有拥有该业务权限的用户才可以访问该接口。

例如配置只有拥有业务权限“A”的用户才可访问该接口。步骤如下。

1. 参考设置业务权限，在管理页面选择“用户管理 > 业务权限凭证”，创建业务权
限“A”。

图 2-793 创建业务权限“A”

2. 在管理页面，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编辑用户的权限，在“业务权限凭
证”页签配置接入业务权限“A”。

图 2-794 用户权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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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返回到App或者BO视图中，单击“服务”，在自定义访问控制接口列表中，单击
操作名，进入自定义接口详情页面。

4. 单击“编辑”，配置业务权限，将左侧业务权限“A”加入到右侧“已选择业务权
限凭证列表”中，单击“保存”。

图 2-795 配置业务权限

业务用户访问该接口URL前，您还需要创建如下的服务编排，用于获取token值。
其中赋的值“PL”是一个公式变量，表达式为“PORTALUSERLOGIN("pu1")”，
其中“pu1”为业务用户名，配置该服务编排的出参为“token”。

图 2-796 创建服务编排

执行该服务编排后，输出如下。获取token值。
{
  "interviewId": "002N000000RBLY9scgDY",
  "outputs": {
    "token": "XXXXXXXXXXXXXXXXXXXXX"
  }
}

步骤7 （可选）创建完自定义接口后，您可进行在线测试。

1. 在自定义接口列表页面单击接口所在行的 。

2. 在弹出框上单击URL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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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测试一下”，如果有输入参数，请填入，单击“执行”。

返回成功响应，表示接口调用成功 。

----结束

2.8 BPM 流程编排

2.8.1 什么是 BPM 流程编排
BPM全称为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即业务流程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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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服务编排类似，BPM也是一套图形化的流程编排引擎，但是BPM着重于构建带有用
户交互行为的业务流程，例如审批流、工单派发流程等。

BPM与服务编排有以下三点核心区别：

● BPM描述的是用户交互流程，使用用户任务将人和页面进行了关联，而服务编排
描述的则是单次的业务操作。

● BPM内置实现了顺序审批、或签、会签、投票等任务分派规则，可基于用户任务
实现复杂的任务分派规则，应对复杂的交互流程。

● BPM对每次用户交互都会产生流程历史并可以在流程历史中查看，对于非交互类
流程这是非必要的。

以上也是BPM更适合制作交互式流程的原因。人工交互流程需要页面的结合、需要对
复杂的分配规则的封装，需要能够进行事后审计的能力。而对于系统的服务编排是不
必要的，并且，记录日志反而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性能损失。

因此，结合两者的不同场景，BPM可与服务编排结合进行使用。服务编排用于实现系
统的具体逻辑操作，BPM通过调用服务编排、关联用户任务与页面，实现多次人机交
互的流程，例如审批流、工单分发等场景。

初识 BPM
在某个应用开发工作台中，将光标放在应用目录上之后，应用目录右侧会出现“+”，
单击“+”，选择“BPM”，在“添加工作流”弹窗中，输入BPM的标签和名称后，单
击“添加”，即可进入BPM设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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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97 创建 B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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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98 添加工作流

BPM设计界面由上方按钮区域、左侧面板图元区域、中间画布工作区域和右侧属性配
置区域四部分组成。

图 2-799 BPM 设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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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8 BPM 设计界面说明

序
号

分类 功能说明

1 按钮区域 功能按钮区域，包括锁定、解锁、启用（或者禁用）、保存、另存
为新版本或者新BPM、运行、操作回退、撤销回退、启用流跟踪器
以及切换版本的操作。支持快捷键操作，即可脱离鼠标直接用键盘
操作。

2 面板图元
区域

BPM的组成图元，详细介绍请参见BPM图元。

3 画布工作
区域

BPM设计操作区域。在该区域可对BPM进行具体流程设计、组件放
置。

选中图元或者泳道按“Delete”可进行删除操作。

4 属性配置
区域

整个BPM、泳道（Lane）或者图元属性设置区域。

● 当选择BPM中图元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图元的属性设置区
域。

● 当选择BPM中空白区域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BPM的设置区
域。

● 当选择泳道左侧标签时，右侧配置区域为该泳道的属性设置区
域。

 

开发流程

在低代码平台中，创建一个BPM流程，如图2-80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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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00 BPM 开发流程

快速开始

在低代码应用开发页面，您可以通过新建、导入既有和基于模板三种方式，快速创建
一个B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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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01 新建 BPM 的三种方式

如下是开发BPM的主要步骤，您可以根据以下步骤快速开发BPM。如何创建一个端到
端的BPM，请参见简易出差审批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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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9 开发 BPM 步骤

步骤
序号

相关术
语

描述 操作

1 创建
BPM

● 新建：创建空白BPM。

● 导入既有：将同一租户或平台中已有的
BPM以导入的方式创建BPM。方便用户
快速继承已有BPM的配置，增加效率。

● 基于模板：使用内置的BPM模板，快速
创建BPM系统预置了一些典型场景的
BPM模板，目前系统内置的模板有以下
几类：

– 通用：基础审批流、多步骤审批流、
并行审批流

– HR：请假申请、出差申请、绩效评
估、试用期确认、工作交接

– 金融：贷款申请、ERP信用提升、商
业计划申请

– 项目：进度管理、版本管理、发布管
理

● 您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不同方式，
创建BPM。

● 若业务场景贴合
已有模板，建议
选择“基于模
板”来快速创建
BPM。快速创建
后，您只需要创
建泳道中配置的
工作队列即可使
用BPM。

2 （可
选）
BPM的
开始类
型

● BPM的开始类型可以“Star”开始图元
下进行配置，开始种类分以下两种：

– 自定义：默认为“自定义”，即不指
定事件的起因，即不需要指定触发条
件。主要用于接口调用进行启动。

– 表单：使用表单或者页面启动BPM。
选择该项时，您需要配置具体的表
单、标准页面或者高级页面。

一般选择“自定义”，当BPM由表单或者页
面启动时，选择“表单”类型。

选中“Star”开始
图元，设置开始类
型，一般选择“自
定义”，当BPM由
表单或者页面启动
时，选择“表单”
类型。

图 2-802 选择开始
类型

3 创建或
配置
BPM变
量

创建对象或全局结构体。 在全局上下文中，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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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序号

相关术
语

描述 操作

4 定义泳
道并选
择图元

● 一条泳道代表了BPM流程处理中的一种
用户角色。

● BPM中每个泳道都和队列一一对应。处
于不同泳道的图元，分别归属不同的队
列中的用户去处理。当图元由系统处理
时，泳道中不用配置队列。

● BPM编辑器提供了一些图元，作为编排
BPM使用。

1. 在BPM开发页面
单击“Add
Lane”，添加泳
道。根据场景定
义泳道。

2. 根据逻辑设计，
从BPM编辑器面
板区域拖拽相应
类型下的图元图
标至画布区域
中，松开鼠标左
键。

5 配置图
元

在泳道中，选中图元后，即可根据需要在右
侧属性配置区，进行配置。

您可以根据需要选
择图元，进行配
置。

● 如果使用了“规
则”图元，您需
要提前创建好决
策表。

● 如果使用了“用
户任务”图元，
且任务界面要用
到标准表单，建
议您提前创建好
标准表单。

6 连接图
元并指
定图元
的逻辑
关系

根据实际业务场景，需要确定BPM中用到的
图元和逻辑顺序。根据逻辑实现，需要在拖
入并配置好所有图元后，将图元按照逻辑顺
序有序的连接起来，在执行BPM时，系统会
根据连线顺序有序执行图元任务，从而实现
整个流程运转。

根据逻辑设计有序
连接各图元。

7 （可
选）配
置运行
态界面
布局

在配置完整个BPM图元及流程后，您还可根
据需要选择性的配置BPM运行态界面布局。
配置后要保存BPM。

-

 

2.8.2 BPM 图元

2.8.2.1 事件

事件类图元用来处理与BPM相关的内部（开始、结束、终止、捕获时间）或外部事件
（抛出信号、捕获信号）。事件总是画成一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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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根据图元的不同使用场景，BPM图元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 事件（Events）：驱动流程流转的事件图元，用来表明BPM的生命周期中发生的
事件，例如开始、捕获信号等。

● 网关（Gateways）：根据条件分发的网关图元。网关用来控制流程的执行流向，
可理解为决策、判断。

● 活动（Activities）：提供用户交互或系统调用的图元。是BPM的核心图元，可理
解为节点或者步骤，例如调用脚本、用户需要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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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03 BPM 组成图元

开始

常规的开始事件，开始类型分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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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不指定事件的起因，即不需要指定触发条件。主要用于接口调用进行启
动。

● 表单：使用表单或者页面启动BPM。选择该项时，您需要配置具体的表单、标准
页面或者高级页面。

图 2-804 “开始”配置页面

说明

中为图元的基本信息配置界面，包括“标签”、“名称”和“描述”。 为全局上下文，主
要用于创建BPM中需要使用的变量、公式以及结构体变量等。所有图元大致相同，后续不做具
体介绍。

抛出信号

当BPM执行到达“抛出信号”事件时，引擎向系统内部发出一个事件，事件发出后流
程沿后续路线继续执行。抛出的信号可以被“捕获信号”订阅处理。

使用该图元时，您需要配置抛出的具体事件，并需要在“输入参数”配置事件参数。

图 2-805 抛出信号的“事件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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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0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事件 请选择待发送的事件。

分区字段 可选配置。从事件中选择一个自定义参数用作分区字段，则根据该字段
值进行路由，相同的值将路由到同一个分区；如果不指定，则默认随机
路由到不同分区，从而提升并发处理性能。

目标/源 配置事件数据。为该事件自定义参数赋值，将“源”取值赋值到“目
标”中。

“目标”请从下拉框中选择事件的自定义参数，在“源”中可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量名}”给目标赋值。

请单击“新增行”添加并进行赋值。

 

捕获时间

当BPM执行到达“捕获时间”事件时中断在这里，引擎会创建一个定时器，当定时器
触发后事件结束，流程沿后续路线继续执行。

使用该图元时，您需要配置基准时间、偏移时间和偏移单位。下图示例为在基准时间
基础上超时一天后沿后续路线继续执行BPM。

图 2-806 捕获时间配置页面

捕获信号

当BPM执行到达“捕获信号”事件时中断在这里，等待抛出信号事件或者API发出匹配
的信号后结束，流程沿后续路线继续执行。

使用该图元时，您需要配置需要捕获的具体事件、捕获条件以及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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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07 捕获信号配置页面

结束

表示流程或分支的自然结束，什么都不做。当流程有多个分支路线在执行时， 末尾
一个分支自然结束后，流程实例结束。

终止

表示流程被强制终止，什么都不做。当流程有多个分支路线在执行时，这些分支上的
活动任务都被终止。

2.8.2.2 活动

活动图元是BPM的核心图元，可理解为节点或者步骤。一个活动图元可以是流程中一
个基本处理单元（如用户需要做的任务、调用脚本任务），也可以是一个组合单元
（如嵌套的BPM子流程）。

用户任务

用户任务用来表示业务流程中由用户参与完成的工作。当引擎处理到该节点时，给指
定的用户（参与者）或者一组用户（如某泳道的工作队列）创建待处理的任务项，等
待用户的处理。

下面介绍如何配置用户任务。

● 您可在用户任务配置界面配置任务接收人和活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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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08 用户任务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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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1 用户任务配置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标题 显示在任务界面的标题。

任务描述 显示在任务界面的任务描述。

优先级 该任务的优先级。

渲染类型 用户处理的界面，可以是标准页面、标准表单或者高级页面。当
配置为标准表单时，您需要配置用户可执行的动作（例如同意或
者拒绝操作）。

类型 待处理任务的用户类型。

● 当前泳道：您可配置为“当前泳道角色的任意成员”或者“当
前泳道中的上一个任务被分配的人员”。

● 流程发起人的主管：当配置为该类型时，您需要配置“部门经
理层级”。

● 名称和表达式：当配置为该类型时，您需要配置“参与者”。

● 基于规则：当配置为该类型时，您需要配置具体的“规则”。

参与者 当类型为“名称和表达式”时，该参数才会显示。参与者类型可
以是“用户”、“组”或者“表达式”。当您将“参与者”配置
为“表达式”时，实际是一个变量。在“取值”中可设置变量的
值，变量值支持以下几种：

● 用户的用户名或用户ID，其中用户名前需要加“user:”前
。

● 业务用户的用户名或业务用户ID，其中业务用户名前需要加
“puser:”前 。

● 公共组名称或者公共组ID，其中公共组名称前需要加
“group:”前 。

● 角色名称或者角色ID，其中角色名称前需要加“role:”前 。

例如分配任务接受者为用户名为“PortalUser1”的业务用户、用
户名为“User1”的用户、用户ID为“10XX000000XXXXXXX”的
用户、公共组名称为“group1”和角色名称为“role1”的合
集，则取值为
“"puser:PortalUser1,user:User1,10XX000000XXXXXXX,group:g
roup1,role:role1"”。多个取值之间用英文逗号“,”分隔，取值
外加英文双引号。

规则 当类型为“基于规则”时，该参数才会显示。指的接收人是要满
足规则的用户。

审批类型 审批的类型，取值如下：

● 若选择了“或签：任一个分配人均可审批”，则只需要接收人
中的某一用户完成了审批，即可推动任务流程，走向下一个任
务。

● 若选择了“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则需要接收人中
的用户群体满足您设置的审批条件才可推动任务流程，走向下
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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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如果审批人
中包含群
组，则群组
中任意一人
审批即认为
该群组已经
审批

当审批类型为“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时，该参数才会
显示。

● 勾选表示如果审批人中包含群组，则群组中任意一人第一个审
批即认为该群组已经审批，不需要其他用户再进行审批，该群
组只算一个有效审批人数。

● 不勾选表示如果审批人中包含群组，则群组中每个人都需要审
批，都计算在有效审批人数内。

投票结果门
槛

当审批类型为“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时，该参数才会
显示。

该参数取值表示百分比，如果达到设置的百分比，审批结果中
高的得票结果将覆盖 “$BP.TaskOutcome”系统变量，即将执行

高得票的审批结果。

默认结果 当审批类型为“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时，该参数才会
显示。

审批百分比（已审批的人数/总的有效审批人数）未达到“投票结
果门槛”百分比时，默认的审批结果。

结果触发方
式

当审批类型为“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时，该参数才会
显示。取值如下：

● 当 小百分比满足时立即触发投票结果

● 等待所有投票完成触发投票结果

候选动作 您可以设定一些候选的动作为默认审批结果。

当存在以下
动作时立即
终止任务

当存设定的某个或者某些动作时立即终止任务。

自动审批 该用户任务是否自动审批。

● 流程触发人自动通过：通过接收人“类型”和“参与者”已设
置用户任务的接收人后，若勾选自动审批中“流程触发人自动
通过”，接收人正好是流程触发人时，该用户任务会被自动审
批。

● 已审批过该流程的审批人自动通过：通过接收人“类型”和
“参与者”已设置用户任务的接收人后，若勾选自动审批中
“已审批过该流程的审批人自动通过”，接收人在当前BPM
实例中已审批过其他用户任务，则该用户任务会被自动审批。

说明：当前自动审批功能只支持接收人为某一用户。可使用表达
式的形式指派某一具体用户，使用自动审批功能。

自动审批时
默认选择的
动作

勾选自动审批时，可设置自动审批默认选择的动作。

 
● 您可为该用户任务配置前置或者后置动作。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72



表 2-212 动作配置页面参数

区
域

参数 说明

前
置
动
作

- 流程执行该用户任务前执行的动作。

可单击“添加”新增动作。

触发条件 触发该动作的条件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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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参数 说明

动作类型 动作的类型，有以下几种：

● 通知经理：发邮件通知经理。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
置“邮件模板”。

● 通知分配人：发邮件通知任务分配人。当选择该类型
时，需要配置“邮件模板”。

● 调用服务编排：调用服务编排。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
配置具体的服务编排以及输入参数。

● 调用脚本：调用脚本。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
的脚本。

● 发送事件：发送某一事件。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
具体的事件。

● 转移：将该用户任务转移给其他用户或者工作队列的用
户处理。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接收者类型”以
及“接收者”。

● 设置状态：设置该用户任务的状态。当选择该类型时，
需要配置具体的状态。

● 完成任务：完成某一任务，超期会自动完成任务。

后
置
工
作

- 流程执行该用户任务后执行的动作。

可单击“添加”新增动作。

请参考“前置动作”进行配置。

 
● 您可对该用户任务的输入输出参数进行数据映射。

● 您还可为用户任务设置定时器，时间逾期可增加紧急程度并执行相应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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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09 启用 SLA 定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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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3 SLA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开始时
间

定时器的开始时间，分以下几种：

● 任务创建后。

● 由变量指定：通过指定时间变量来确定开始时间。

● 由表达式指定：开始时间支持表达式，例如：支持特定时间的相
对时间，设置为“STRING2TIME('yyyy-MM-dd hh:mm:ss.S', {!
variable1})”；动态指定时间的相对时间，设置为“TIMEADD({!
$Flow.CurrentDateTime}, 100)”。

目标期
限

任务在目标期限内且即将过期时，满足触发条件后触发一个指定的动
作。

截止限
期

任务过期，满足触发条件后触发一个指定的动作。

紧急程
度

定时器的紧急程度。

动作 时间逾期后执行的相应动作。单击“添加”新增动作。

● 触发条件：触发该动作的条件表达式。

● 动作类型：动作的类型，有以下几种：

– 通知经理：发邮件通知经理。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邮
件模板”。

– 通知分配人：发邮件通知任务分配人。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
配置“邮件模板”。

– 调用服务编排：调用服务编排。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
体的服务编排以及输入参数。

– 调用脚本：调用脚本。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的脚
本。

– 发送事件：发送某一事件。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具体的
事件。

– 转移：将该用户任务转移给其他用户或者工作队列的用户处
理。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置“接收者类型”以及“接收
者”。

– 设置状态：设置该用户任务的状态。当选择该类型时，需要配
置具体的状态。

– 完成任务：完成某一任务，超期会自动完成任务。

 

记录创建

“记录创建”图元用于新增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INSERT INTO命
令。系统提供以下两种模式新增对象实例记录：

● 对象模式：需要先单击 在“对象变量”中定义一个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使用该对象变量或
对象变量数组的值创建实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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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0 对象模式创建

● 条件模式：需要先指定对象并为对象的字段赋值来创建记录。例如，如下图所
示，为“Account”对象新增实例记录，在变量“id”中保存新建的记录ID。

图 2-811 条件模式创建

记录查询

“记录查询”图元用于根据条件查询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SELECT
命令。系统提供以下两种模式查询对象实例记录：

● 对象模式：需要先单击 在“对象变量”中定义一个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并设置条件以及选
择排序方式，即可实现根据条件和排序方式将查询结果保存在对象变量中。例
如，如下图所示，根据条件查询对象数据，并将查询结果保存在对象变量数组
“accoun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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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2 对象模式查询

● 条件模式：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象部分字段的值，根据条件查询
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并赋值到设置的变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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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3 条件模式查询

表 2-214 条件模式查询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对象 查询的具体对象名。 从下拉框中选择。

剔重 若查询记录有重复值，是否需要删
掉重复记录只保留一条记录。

默认不勾选，表示不删掉重复记
录。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条件 选中对象后，该条件区域“字段”
列会出现该对象的字段。单击“新
增行”，可设置查询数据的条件。

在“字段”中选择要进行
判断的对象字段，在“比
较符”中选择相应的比较
符，“值”则可从全局上
下文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
入“{!变量名}”。

排序字段/顺
序

使查询结果根据某个字段进行升序
或者降序排序。

从下拉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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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记录行的偏
移量

分页，跳过前n条记录，从第n+1条
记录开始。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
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
量。

记录行的
大数目

分页，每页 多显示的记录数。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
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
量。

记录的总行
数存入变量

限定查询出来的总记录数，存入变
量中。

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数值变
量或者直接输入“{!数值
变量名}”，也可以是常
量。

（输出）源/
目标

输出结果。单击“新增行”进行添
加。

“源”为需要查询的字段，查询结
果需要保存到设置的变量中，“目
标”为设置的变量。

“源”为需要查询的字
段，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目标”可从全局上下文
拖拽变量或者直接输入变
量名。

无记录时配
置空值

当根据条件查询无记录时，则变量
为空值。

默认为勾选。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记录更新

“记录更新”图元用于更新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UPDATE命令。系
统提供以下两种模式更新对象实例记录：

● 对象模式：需要先单击 在“对象变量”中定义一个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即可根据对象变
量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更新到数据库中，更新的值来源于对象变量中的值。如
下图所示，根据对象变量数组“account”中的记录ID将对象变量中的值更新到数
据库中。

● 条件模式：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象部分字段的值，在赋值中设置
需要更新的目标字段及更新值， 后根据条件查找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并将赋值
中的值更新到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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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删除

“记录删除”图元能够删除平台对象的实例记录，类似于数据库中的DELETE命令。系
统提供以下两种模式删除对象实例记录：

● 对象模式：需要先单击 在“对象变量”中定义一个对象变量或者对象变量数
组，并将该对象变量或对象变量数组拖拽到“变量”输入框中，使用该对象变量
或对象变量数组的记录ID删除对应的对象记录。

● 条件模式：需要指定对象并在条件中设置指定对象部分字段的值，根据条件删除
符合条件的对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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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脚本

当流程到达“调用脚本”任务时，系统自动执行脚本，完毕后继续执行后续路线。

使用该图元时，您需要选择具体调用的脚本，配置输入输出参数。

图 2-814 调用脚本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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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流程编排中只允许调用当前应用工程下的资源（例如脚本、服务编排），调用脚本中可供选择的
脚本和该流程编排都处于同一应用下。

例如流程编排A中需要调用脚本B，请确保A和B处于同一应用中，若需要调用的资源不在同一应
用中，则在流程编排A所在的应用中新建脚本B，或选择“使用已有脚本”导入脚本B。再在流程
编排A中使用“调用脚本”图元调用该脚本。

调用服务编排

当流程到达“调用服务编排”任务时，系统自动执行服务编排，完毕后继续执行后续
路线。

使用该图元时，您需要选择当前应用下具体调用的服务编排，配置输入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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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5 调用服务编排配置页面

规则

该图元根据决策表的配置生成一定的规则，后续根据规则的输出连接网关路由到不同
的其他图元节点，当流程到达“规则”任务时，系统根据该规则路由到不同的路线。

使用该图元时，您需要选择具体使用的决策表，决策表的创建步骤请参见如何创建决
策表，配置输入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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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6 调用规则配置页面

表 2-215 规则配置页面参数

区
域

参数 说明

规
则
实
现

实现类型 规则基于决策表生成，请选择“决策表”类型。

引用 具体引用的决策表。

输
入
参
数

目标 决策表的输入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加。

在下拉框中选择决策表输入参数的名称。

源 BPM中的变量，为目标赋值。

可直接填写，或者拖入全局上下文变量，将BPM中的变量赋值
给决策表中的输入参数。

输
出
参
数

源 决策表的输出参数名称。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加。

在下拉框中选择决策表输出参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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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参数 说明

目标 BPM中的变量，决策表中的输出参数赋值给BPM中的变量。

拖入全局上下文变量。

 

例如应用在问题单流程中，问题单的BPM设计流程如下，业务的流转通过规则图元
（即“步骤选择”）驱动，不同的规则输出不同的步骤取值，根据步骤取值路由到不
同的步骤中。

调用活动

BPM中可以嵌套其他BPM。当流程到达“调用活动”任务时，系统自动执行该活动
（其实是调用的另一个BPM），完毕后继续执行后续路线。

使用该图元时，您需要选择具体调用的BPM，配置输入输出参数。您还可为该任务启
用SLA定期器，请参考• 您还可为用户任务设置定时器，时间逾期可增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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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7 调用活动页面

邮件

当流程到达“邮件”任务时，系统自动发送邮件，完毕后继续执行后续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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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8 调用邮件页面

表 2-216 邮件发送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邮件 您可选择“直接编辑”手动设置邮件信息或者“基于模板”选
择邮件模板。

模板 当“邮件”设置为“基于模板”时，您需要选择邮件模板。

主题 当“邮件”设置为“直接编辑”时，您需要配置邮件标题。

内容 当“邮件”设置为“直接编辑”时，您需要配置邮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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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地址 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文本：直接输入邮箱地址，多个地址请用分号分隔，或者从
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代表一个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集合：表示可以从全局上下文拖拽集合变量，集合变量即数
组型变量，表示多个接收人的邮箱地址。在定义变量时勾选
“是否为数组”，则该变量被定义为集合变量。

抄送 抄送人的邮箱地址。直接输入邮箱地址，多个地址请用分号分
隔，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代表一个抄送人的邮箱地址。

密送 密送人的邮箱地址。直接输入邮箱地址，多个地址请用分号分
隔，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拽变量代表一个密送人的邮箱地址。

动作设置 选择是否同步发送。

 

说明

使用邮件图元，需要提前配置租户的默认邮件服务器，具体操作请参考服务编排、BPM、脚本
中发送邮件功能不可用。

数据映射

当流程到达“数据映射”任务时，进行赋值操作，完毕后继续执行后续路线。

如下图所示，配置数据映射，将员工提交的出差申请数据赋值给主管审批表单，即
“Director_ApprovalForm.SubmissionForm={!SubmissionForm}”。

图 2-819 配置“数据映射”

子流程

子流程任务是一个特殊的自动化容器任务，其内在包含了对子流程（Sub Process）的
创建、启动和调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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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流程到达子流程任务时，按照配置策略自动启动子流程实例，父流程的该分支中
断，在这里等待子流程实例全部结束后继续执行后续路线。

子流程模型可以再包含调用子流程，成为每层嵌套的多级流程。

图 2-820 子流程实例

调用活动和子流程图元都是BPM的内嵌子流程，区别是：调用活动则把子流程当做一
个黑盒，通过参数传递进行调用；内嵌子流程则直接在当前流程中规划出一个子流
程，子流程可共享父流程的变量。可用于流程步骤的划分、封装和复用。

说明

内嵌子流程中使用“终止”事件只终止当前内嵌子流程。

2.8.2.3 网关

网关用来控制流程的执行流向，可理解为决策、判断。

排他网关

排他网关用来在流程中实现一组分支的唯一决策。系统将按照“条件顺序”评估流出
网关的分支，流程会执行第一个连线条件被评估为true（当多个条件为true时，将执行
第一个决策）的分支，并且不再继续评估下面的分支。如果所有分支条件决策都为
false且该网关定义了一个默认的连线，那么该默认分支将被执行。如果没有可到达的
分支，抛出异常，流程被中断，在BPM设计上应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图 2-821 排他网关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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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2 分支连线配置

并行网关

并行网关用于无条件的合并分支，该类网关对连线条件是忽略的。允许流程多进一
出，引出的多个分支被BPM引擎并发执行。 并行网关是成对出现的，一对网关中可以
有多个并行分支的。

图 2-823 并行网关

包容网关

包容网关是一类特殊的并行网关，在并行网关的基础上每条连线都可以配置一个条
件，符合条件的连线分支都将被并行执行。如果都不符合，若配置了默认分支，将会
执行默认分支。每个包容网关都应该成对出现，从包容发散网关出发 终连接到汇聚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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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4 包容网关

事件网关

通常网关根据连线条件来决定后续路径，这要求条件信息必须存在于流程自身之中。
但是，当需要选择的后续路径的条件不是来自该流程时，可以使用事件网关。事件网
关只有分支行为，允许从多个候选分支中选择事件 先到达的分支（如时间事件、消
息事件），并取消其他分支。

事件网关之后的连线目标必须是一个“捕获信号”或者“捕获时间”。

2.8.3 BPM 如何与页面交互
BPM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户任务，而用户任务所有的交互都通过页面实现的。在
BPM中使用页面与普通的页面开发有一定的区别。本节将要讲解的内容需要用户有一
定的页面开发基础，如果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可以先从 标准页面 和 高级页面开始
学习。

图 2-825 BPM 与页面交互

BPM与页面的交互模式采用了业界“依赖反转”的设计模式：一般情况下，页面之间
的跳转应该在页面的事件代码中定义，但在页面上是无法确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因
此，又需要依赖BPM进行页面的跳转，即“依赖反转”。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您可
以复用页面而无需考虑页面的下一步是什么。

在标准页面中与 BPM 交互

在标准页面的自定义事件中内置了一些交互的A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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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变量：context.$bpm.loadVariables(): Promise
● 提交任务、流程： context.$bpm.submitTask(variables: {[key: string]: any}):

Promise
● 修改变量： context.$bpm.putVariables(variables: {[key: string]: any}): Promise

图 2-826 在标准页面的事件代码中与 BPM 交互

在标准表单中与 BPM 交互

标准表单是标准页面的一个简化子集，标准表单实际上是一个带内置了与BPM相关的
动作等的页面母版，用户在使用标准表单时只需要关注表单的内容而不需要关注页面
是如何交互的。但是也正因为表单内置了此类动作，其界面也相对固定，无法定制。
本节主要聚焦于普通的页面如何与BPM进行交互。

在高级页面中与 BPM 交互

在高级页面中也提供了类似的API，但由于高级页面使用了懒加载的方式，其API表达
为闭包形式：

● 获取变量： $bpm(op => op.loadVariables(variables))
● 提交实例： $bpm(op => op.submitInstance(variables))
● 提交任务： $bpm(op => op.submitTask(variables))
● 更改变量： $bpm(op => op.putVariables(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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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7 在高级页面组件的事件中与 BPM 交互

另外，在高级页面的自定义组件的JS文件中，也可以通过以下代码即可触发名称为
“testBPM”的BPM流程，并将“test1”作为“val”变量的值传到BPM流程中。
$bpm(op => op.submitInstance({
   "name": "testBPM",
   "variables":{
      "val": "test1"
   }
}))

2.8.4 运行态界面布局
该章节为可选配置。在配置完整个BPM图元及流程后，您还可根据需要选择性的配置
BPM运行态界面布局。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BPM开发设计页面选中空白区域，在右侧配置界面选择 。

在“基本信息”页面可以设置BPM流程是否可以撤销，以及通过哪个元素后不允许撤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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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后在运行态可查看到“撤销”按钮，终止的流程该按钮置灰。

步骤2 在“BPM运行态配置”页面“实例显示名”中可配置BPM运行后，BPM实例在运行态
的显示名。

步骤3 在“BPM运行态配置”页面“BPM布局”区域，单击实例详情后的 ，可编辑BPM运
行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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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修改“实例基本信息”、“当前任务”、“流程历史”的运行态显示标题，还可
编辑“流程历史”中需要显示的列。

步骤4 单击编辑器上方保存按钮，保存BPM。

步骤5 运行BPM后，在App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预览该App。

步骤6 在App预览界面单击“历史”，在历史任务中单击该实例后的“查看”，可查看到该
BPM的运行态布局，查看布局是否符合预期。

图 2-828 预览 App

图 2-829 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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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0 BPM 运行态布局

----结束

2.8.5 如何管理 BPM
介绍如何管理BPM，包括BPM的查看/修改详情、删除等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逻辑 > BPM”。

右侧出现“BPM管理”界面，可查看该应用拥有或依赖的所有BPM。单击表头后的
，可对BPM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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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7 “BPM”页签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模型名称 BPM的名称。

在创建BPM时配置的名称。

编译状态 BPM的编译状态。

● Pass：通过，即保存BPM后，编译没有报错和警告。

● Warning：表示保存BPM后，编译存在警告。

是否启用 BPM是否已启用。

类型 BPM的类型。

● 全局：表示是系统预置BPM。

● 自定义：表示用户自定义的BPM。

后修改人 近一次修改BPM的用户名。

后修改时
间

近一次修改BPM的时间。

操作 可在该页面对BPM进行的操作。

● ：单击该按钮，可进入BPM的编辑器页签。如果BPM有多个
版本，则进入处于启用状态的BPM编辑器页面；如果多个版本都
未启用，则进入 近版本的BPM编辑器页面。

● / ：使BPM被禁用或者启用BPM。

● ：删除BPM。当该按钮置灰时，表示不可删除，例如不可删除
系统预置BPM。

 

步骤2 在BPM管理的“BPM”页签下，单击具体的BPM名称，可查看该BPM的详细信息。

表 2-218 “BPM 详情”页面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单击该按钮，可进入BPM的编辑器页签。如果BPM有多个版本，则进入
处于启用状态的BPM编辑器页面；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进入 近
版本的BPM编辑器页面。

单击该按钮，可执行该BPM。如果BPM有多个版本，则执行处于启用状
态的BPM；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执行 近版本的BPM。

名称 BPM的名称。

在创建BPM时配置的名称。

标签 BPM的标签。

在创建BPM时配置的标签。可单击编辑按钮进行修改。

归属
APP/BO

BPM所归属的App或者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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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是否启
用

该BPM是否处于已启用状态。

版本 BPM的版本。如果BPM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的BPM版本；
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

URL BPM的部分URL。

可见性 该BPM是否可见。

允许覆
盖

控制该资源是否可以被定制为新版本，或者是否可以被Addon应用导入，
若已存在于Addon应用中，是否允许被另存为新版本。

默认允许，当配置为不允许时，说明如下：

● 在该应用中基于该资源定制新版本时，会报错：XXX不允许定制新版
本, 请检查基本属性并确认该资产是否允许覆盖。

● Addon应用里不允许导入该资源。

● 如果已导入到Addon应用中，无法定制新版本。

描述 BPM的描述信息。

可单击编辑按钮进行修改。建议填写BPM的作用。

参数 该区域显示在BPM编辑器中定义的参数，包括参数名、参数类型、是否
为集合和描述信息。

如果BPM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BPM的参数；如果多个版本
都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BPM的参数。

版本 该区域显示BPM的所有版本。列表中表头比“BPM”页签多个版本列，
其他表头含义相同。

关联页
面

该BPM中用到的页面。

 

步骤3 切换到“BPM管理”页面，选择“BPM运行实例”页签，该页签显示该租户下系统中
正在运行的BPM，即BPM实例。

支持根据BPM实例状态（进行中或已结束）进行筛选过滤，支持删除已结束的BPM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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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9 “BPM 详情”页面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实例ID 每当BPM运行时，系统会给该运行实例分配一个实例ID，用于标记该运
行中的BPM实例。

状态 实例运行的状态。

模型名
称

由BPM的名称与运行的BPM的版本组成。

在创建BPM时配置的名称。

当前元
素

BPM实例目前运行到的图元。

创建人 运行该BPM实例的用户名。

创建时
间

开始运行BPM时的时间。

后修
改人

近一次修改BPM的用户名。

后修
改时间

近一次修改BPM的时间。

操作 可对BPM实例进行的操作，例如终止或删除BPM实例。

 

----结束

相关知识

BPM运行依赖如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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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0 BPM 运行依赖的对象说明

分类 对象名 说明

流程核
心对象

FlowInsta
nce

BPM流程实例表

TaskInsta
nce

BPM任务实例表，其中“processInsID”字段指向所属的
BPM流程实例FlowInstance。

ValueInst
ance

BPM变量值表，其中“parent”字段指向所属的BPM流程实
例FlowInstance。

SLAInstan
ce

BPM的SLA实例表，其中“parent”字段指向所属的BPM流
程实例FlowInstance，

FlowHisto
ry

BPM流程流转历史表，记录了流程的每一步的流转历史轨
迹。

辅助对
象

TaskCom
ment

任务评论，其中“processInsID”指向所属的BPM流程实
例，“taskID”指向所属的任务实例。

AttachFile 流程附件，其中“instanceID”字段指向所属的BPM流程实
例，“taskID”字段指向所属任务实例。

 

2.8.6 启动 BPM
您需要启动BPM，才能使整个BPM流程运转起来。

启动BPM有如下三种方式：

● 在BPM开发设计页面单击 启动该BPM。BPM的开始类型分以下两种：

– 自定义：将BPM的“开始”图元的开始类型设置为“自定义”启动。不指定
事件的起因，即不需要指定触发条件。主要用于接口调用进行启动。

– 表单：使用表单或者页面启动BPM。选择该项时，您需要配置具体的表单、
标准页面或者高级页面。将BPM的“开始”图元的开始类型设置为“表单”
启动。

● 接口启动：通过调用BPM的Rest接口“http://AppCube对外提供的默认域名/u-
route/baas/bp/v2.0”进行启动。

接口URI：POST AppCube域名/u-route/baas/bp/v2.0/runtime/instances

表 2-221 请求参数

参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
型

描述

name 是 String BPM的名称，在界面处创建BPM时配置的名
称。

version 否 String BPM版本号，为可选参数，因为一个BPM可以
存在多个版本。如不带版本号表示运行当前启
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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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
型

描述

variabl
es

否 Object BPM元数据中定义的变量，包括自定义变量和
系统变量， key-value形式，key为变量名字，
value为变量的值。如果需要在启动BPM前设置
BPM的变量，可以填写该参数。如需启动时设
置变量，可以在variables中设置系统变量
$Flow.BusinessKey；如需设置BP title，可以设
置系统变量$Flow.Title。

 

表 2-222 响应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Code String 返回码，如果返回“0”代表请求成功。

resMsg String 返回消息，如果成功状态，通常会返回
“Success”，其他情况会返回具体的错误信
息。

result Object 在成功请求时会有内容，返回启动BPM之后，
BPM实例的运行信息。

 

如下创建并启动了一个BPM，BPM名称为“createCloudOK_NEW”，版本号为
“1.0.1”，带有4个启动参数。

– 请求示例
POST AppCube域名/u-route/baas/bp/v2.0/runtime/instances
    
 {
    "name":"createCloudOK_NEW",
    "version":"1.0.1",
    "variables":{
        "name":"sun",
        "memorySize":"15",
        "storageSize":"15",
        "expiryDate":"2018-12-12"
    }
}

– 响应示例
{
    "resCode":"0",
    "resMsg":"Success",
    "result":{
        "name":"bpName1",
        "version":"1.0.1",
        "id":"002N000000Sy2NphoRbU",
        "processDefID":"001L000000S8Yi3xG9Gi",
        "interviewLabel":"BP Label 1",
        "nextElem":"subProcess",
        "isTest":true,
        "state":"Dispatched",
        "bpStatus":"New",
        "urgency":0,
        "taskOutcome":"",
        "businessKey":"002N000000Sy2NphoR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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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Time":"2019-08-27 10:53:04",
        "endTime":"",
        "Ext1":"",
        "Ext2":"",
        "Ext3":"",
        "Ext4":"",
        "Ext5":"",
        "Ext6":"",
        "Ext7":0,
        "Ext8":0,
        "suspended":false,
        "isClosed":false
    }
}

● 脚本启动：在脚本代码中导入BPM的脚本库。通过下面脚本代码方式启动。
import * as bp from "bp";
//......（其他代码）
const client = bp.newInstanceClient();  
client.start(BPM名称, BPM版本号, BP中定义的变量); 

脚本样例如下：
import * as bp from 'bp';
let client = bp.newInstanceClient();
let res = client.start("test", "1.0.1", {  "foo": 1,  "bar": 3});

输出样例如下：
{
    "interviewId": "002N000000FdtN6xwgjI",
    "screen": {
        "allowBack": false,
        "allowFinish": true,
        "allowNext": true,
        "allowPause": false,
        "helpText": "",
        "label": "input phone number",
        "name": "inputphonenumber",
        "pausedText": "",
        "screenFields": [
            {
                "dataType": "text",
                "defaultValue": "135xxxxxxxx",
                "fieldType": "InputField",
                "helpText": "",
                "isRequired": false,
                "label": "phone number",
                "name": "phoneNumber"
            }
        ]
    }

说明

接口启动或者脚本启动，入参中指定BPM版本号，可以不用启用（即激活）BPM。

2.8.7 如何定制已有 BPM
你可以根据业务需要修改已有BPM。

在如下两种情况下，你需要修改已有BPM：

● 因业务需要，BPM要实现的能力变化；此时您可以基于原有BPM修改，并保存为
新版本。使用时只可选择一个版本的BPM进行启用。

● 您需要开发的新BPM与已有的某个BPM类似；此时您可以基于原有BPM修改，再
保存为新的BPM名称。在此场景下，原有BPM仍然有效。新BPM和老BPM也没有
关联关系，各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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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根据已有的“LoanRequest”BPM进行新版本的定制开发。

另存版本后进行定制

此处以“LoanRequest”为例进行说明，基于基线“1.0.1”版本另存一个“1.0.2”的
定制版本。

步骤1 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下单击“LoanRequest”。

步骤2 单击 进行禁用操作。

步骤3 单击编辑器上方 按钮。“另存为”页面“类型”中选择“新版本”，另存为新版
本，标签和名称与之前版本相同。单击“保存”。

系统默认当前页面为新版本“1.0.2”编辑器页面。

说明

当选择“新实例”时，是将原BPM重新另存并命名，新保存后为另一BPM，与选择“新版本”
场景不同，适用于新建的BPM，基础BPM仍可使用。

图 2-831 另存为新版本

步骤4 在“1.0.2”版本Flow编辑器页面进行定制修改。修改后单击 进行保存。

步骤5 单击 图标，运行BPM，保证BPM运行结果符合预期。

步骤6 单击BPM编辑器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新版本BPM。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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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如何创建标准表单
在BPM用户任务活动中，任务界面会经常用到标准表单页面。本章节将介绍如何创建
表单。如果在BPM流程中需要使用“用户任务”图元，且任务界面要用到标准表单，
建议您提前创建好标准表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BPM开发设计页面选中空白区域，在右侧配置界面选择 ，在“BPM运行态配置”
页面“BPM表单管理”区域单击“+”。

系统弹出“创建表单”的对话框。

表 2-223 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实例信
息

实例显示名 该BPM在运行态页面的实例显示名称。

BPM表
单管理

名称 BPM表单的名称。

在“BPM表单管理”区域单击“+”，可添加标准表
单。

在具体表单后单击 或 可编辑或删除表单。

标签 BPM表单的显示标签名。

BPM布
局

标签 BPM布局的显示标签名，默认为“实例详情”。单击

“实例详情”后的 ，可编辑BPM实例详情布局：可修
改实例基本信息、当前任务标题、流程历史，可在流程
历史中添加显示列，例如添加审批意见列。

 

步骤2 配置表单名称、标签等信息，例如设置标签和名称为“Submission”，单击“保
存”。

步骤3 在创建的表单后，单击“编辑”。

步骤4 从“组件”中拖一个表单到页面中。

图 2-832 拖入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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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表单配置向导”中选择“基础类型”，“选择数据”中配置为“文本”，名称和
标签配置为“Name”，单击“添加到表单”。

您也可选中表单类型或者对象类型进行配置。

图 2-833 添加“Name”

步骤6 参考上一步添加如下基础类型数据到表单中。添加后，在“表单配置向导”中单击
“取消”，关闭“表单配置向导”页面。

选择数据 请输入名称 标签

文本（步骤5已添
加）

Name Name

文本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日期 Begin_Time Begin Time

日期 End_Time End Time

文本 Reason Reason

 

步骤7 如下图所示，选中行，调整为两列。拖动输入框和日期选择框到相应列中，合理调整
表单页面布局，选中多余的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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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4 设置两列

图 2-835 调整布局

步骤8 将表单中输入框和右侧“上下文”中字段进行一一对应。

这样一个员工提交出差申请的表单创建完成。

图 2-836 将输入框和“上下文”一一对应

----结束

2.8.9 如何创建决策表

如果在BPM流程中使用了“规则”图元，您需要提前创建好决策表。决策表中定义了
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输入参数不同的取值决定了不同的输出参数。

操作步骤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决策表”。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决策表”的对话框，请配置参数。然后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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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7 创建决策表

表 2-224 创建决策表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创建新决策表 创建一个新的决策表。 选中单选按钮。

“创建新决策表”和“使用已
有决策表”两者择一。

使用已有决策
表

基于同一租户或基线里已有的决
策表创建。

方便用户快速继承已有决策表的
配置，增加效率。

标签 仅用于展示。 直接填写。

名称 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名
空间__。当规则图元调用决策表
时，调用的是决策表的名称，而
不是标签。

填完“标签”值后，单击该参
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填
充。

描述 决策表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决策表的作
用。

 

步骤3 设置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配置规则。

配置说明如下：

● 单击输入参数或者输出参数后的“+” ，可增加参数。

● 单击参数后的 ，可设置数据类型和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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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8 设置数据类型

决策表的出参、入参支持以下参数类型：

– 文本

– 数值

– 布尔值

– 日期

– 日期时间

– 选项列表

当配置为选项列表类型时，支持新建、编辑当前选项列表，以便更好地辅助

用户输入。您可单击图2-838中 ，会弹出“选项列表管理”页面。单击

“新建”创建选项列表，单击图2-838中 ，会弹出“选项列表详情”页
面，你可编辑当前选项列表，添加或者修改选项值。

● 双击参数名可修改参数名称。

● 单击“添加规则”，可设置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之间的值映射规则，从下拉框选
择配置逻辑。

设置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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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上方保存按钮，保存决策表。

步骤5 单击上方 图标，启用决策表。

----结束

管理决策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逻辑 > 决策表”。

右侧出现“决策表管理”界面，可查看该应用拥有或依赖的所有决策表。单击表头后
的 ，可对决策表进行排序。

表 2-225 “决策表管理”页签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名称 决策表的名称。

在创建决策表时配置的名称。

标签 决策表的展示标签。

在创建决策表时配置的标签。

描述 决策表描述信息。

后修改人 近一次修改决策表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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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后修改时
间

近一次修改决策表的时间。

操作 可在该页面对决策表进行的操作。

● ：单击该按钮，可进入决策表的编辑器页签。如果决策表有
多个版本，则进入处于启用状态的决策表编辑器页面；如果多个
版本都未启用，则进入 近版本的决策表编辑器页面。

● / ：使决策表被禁用或者启用决策表。

● ：删除决策表。当该按钮置灰时，表示不可删除，例如不可删
除系统预置决策表。

 

步骤2 在“决策表管理”页签下，单击具体的决策表名称，可查看该决策表的详细信息。

表 2-226 “BPM 详情”页面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单击该按钮，可进入决策表的编辑器页签。如果决策表有多个版本，则进
入处于启用状态的决策表编辑器页面；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进入
近版本的决策表编辑器页面。

单击该按钮，可调测该决策表。

名称 决策表的名称。

在创建决策表时配置的名称。

是否启
用

该决策表是否处于已启用状态。

版本 决策表的版本。如果决策表有多个版本，则显示处于启用状态的决策表版
本；如果多个版本都未启用，则显示 近版本。

可见性 该决策表是否可见。

允许覆
盖

控制该资源是否可以被定制为新版本，或者是否可以被Addon应用导入，
若已存在于Addon应用中，是否允许被另存为新版本。

默认允许，当配置为不允许时，说明如下：

● 在该应用中基于该资源定制新版本时，会报错：XXX不允许定制新版
本, 请检查基本属性并确认该资产是否允许覆盖。

● Addon应用里不允许导入该资源。

● 如果已导入到Addon应用中，无法定制新版本。

描述 决策表的描述信息。

可单击编辑按钮进行修改。建议填写决策表的作用。

输入参
数

该区域显示在决策表编辑器中定义的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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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输出参
数

在决策表编辑器中定义的输出参数。

版本 该区域显示决策表的所有版本。

 

----结束

2.8.10 如何调测 BPM 流程编排

流跟踪器简介

与服务编排类似，BPM也有一个流程执行历史的查看器，称为“日志跟踪器”。通过
跟踪流程的每一步的输入和输出，确定流程的执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步骤1 打开某个BPM，单击编辑器上方的“运行”按钮，运行BPM。模拟符合与BPM进行交
互。

步骤2 交互完成后，需要确认步骤操作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单击BPM编辑器页面右上方
“跟踪器”，打开“日志跟踪器”页面。

步骤3 在“日志跟踪器”页面查看BPM执行的每一步的详细信息，例如查看变量传递是否符
合预期。

图 2-839 日志跟踪器

日志跟踪器界面分为两部分，即搜索框和流程日志跟踪记录表格。

● 搜索框：

图 2-840 搜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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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切换：用户可以根据时间筛选曾启动过的流程，每个流程的跟踪信息只
保存半个小时。

– 搜索框：根据流程跟踪信息进行搜索。

– 下载：将当前完整的流程日志以文件形式下载到本地，保存或查看。

● 表格：日志跟踪器表格记录了BPM流程流转的日志。其中包含时间戳、所属模块
的类型、所属模块的名字、具体操作的图元类型、图元名称以及该操作的描述，
模块在执行子流程时，会切换为子流程的类型和名称。

步骤4 若不符合预期，则重新返回BPM修改，重复步骤 步骤1 。

----结束

常见错误

1. 变量赋值错误？

请检查输入参数的类型与定义是否匹配，必要时进行类型转换。

2. 变量结构错误？

请检查输入参数的结构（属性名、取值类型）与目标结构是否一致。当出现大段
JSON报错信息时，可借助JSON Viewer或在线JSON格式化工具进行对比。

3. 没有走指定分支？流程意外终止？

由于流程的结束时隐含的，当没有下一步的内容时流程即结束。因此，在排他网
关里如果没有设置默认分支，当所有分支的条件都不满足时，流程即进入结束状
态。

2.8.11 深入了解用户任务

2.8.11.1 指派用户

“用户任务”图元是BPM引擎的核心，通过配置“用户任务”图元能够实现复杂的任
务分配，达到您的业务目标。如果您不太了解BPM、用户任务的基本概念请参考 BPM
图元 和 BPM如何与页面交互章节进行学习，以便了解其基本使用方法。

用户和业务用户

在进行任务分配时，AppCube平台提供了两种用户可以进行任务的分配，分别是用户
和业务用户。

● 用户（User）：是租户帐号或子帐号开发者，用来管理应用和业务用户。购买
AppCube的租户帐号默认拥有所有权限，是管理员用户，可添加子帐号并为其配
置需要的权限。

● 业务用户（即PortalUser）：是访问在AppCube中开发的业务应用的用户帐号。
即业务应用的使用者。

您可以在BPM中通过用户任务图元，在用户任务配置页面的“接收人”模块，通过以
下三种方式将任务分配给用户或业务用户。

● 当前泳道。

● 流程发起人的主管

● 名称和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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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规则。

图 2-841 接收人类型

当前泳道

“用户任务”图元接收人类型设置为“当前泳道”，将泳道和工作队列绑定，则处于
该泳道的用户任务图元，由该泳道对应工作队列中的成员去处理。工作队列中的成员
可以是多个用户、业务用户、公共组中成员、角色或带有下属的角色中成员。配置过
程如下：

1. 参考管理队列，创建工作队列，将处理任务的用户或者业务用户加入工作队列
中。例如创建派单员工作队列“Dispatcher”。

图 2-842 创建工作队列

2. 如图2-843所示，“用户任务”的接收人类型选择“当前泳道”，您可以将任务分
配给“当前泳道角色的任意成员”或“当前泳道中的上一个任务被分配的人
员”。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14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dmin-appcube/appcube_06_0014.html


图 2-843 用户任务中设置当前泳道接收

3. 如图2-844所示，单击左侧泳道区域，在“泳道配置”中设置派单员工作队列
“Dispatcher”。

处于该泳道的用户任务图元，则由工作队列“Dispatcher”中的成员去处理。

图 2-844 设置泳道

流程发起人的主管

“用户任务”图元接收人类型设置为“流程发起人的主管”时，您需要配置“部门经
理层级”，即主管所属的部门。

名称和表达式

“用户任务”图元接收人类型设置为“名称和表达式”时，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分配该
任务的参与者：“表达式”、“用户”和“组”。这时泳道中的工作队列配置不起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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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5 名称和表达式

● 用户：在“取值”中选择接收该任务的用户，不包括业务用户。

● 组：在“取值”中选择公共组，则该任务由公共组的成员去处理。公共组的成员
可以是用户、业务用户、其他公共组的成员、角色或带有下属的角色中成员。关
于如何创建工作组，请参考管理公共组。

● 表达式：当您将“参与者”配置为“表达式”时，实际是一个变量。在“取值”
中可设置变量的值，变量值支持以下几种：

– 用户的用户名或用户ID，其中用户名前需要加“user:”前 。

– 业务用户的用户名或业务用户ID，其中业务用户名前需要加“puser:”前 。

– 公共组名称或者公共组ID，其中公共组名称前需要加“group:”前 。

– 角色名称或者角色ID，其中角色名称前需要加“role:”前 。

例如分配任务接受者为用户名为“PortalUser1”的业务用户、用户名为
“User1”的用户、用户ID为“10XX000000XXXXXXX”的用户、公共组名称为
“group1”和角色名称为“role1”的合集，则取值为
“"puser:PortalUser1,user:User1,10XX000000XXXXXXX,group:group1,role:role1
"”。多个取值之间用英文逗号“,”分隔，取值外加英文双引号。

基于规则

“用户任务”图元接收人类型设置为“基于规则”时，您可以将全局上下文中的变量
拖入到条件输入框中，当条件输入框中的变量或条件为true时，将会把任务分配给选
择框中配置的用户。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配置接收任务的用户：

● 当前用户：把任务分配给执行当前用户任务的用户。

● 上级经理：把任务分配给执行当前用户任务的用户的上级经理。

● 特定的用户：把任务分配给选择框中选择的用户。

● 队列：把任务分配给选择框中选择的工作队列中的所有用户。

● 用户属性：根据用户对象的某一字段进行任务的分配。

● 变量：根据输入框中的用户ID或用户名将任务分配给相应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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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6 基于规则

2.8.11.2 工作队列与泳道

工作队列是在业务场景中，用来记录一类具有相同权限和任务对象的成员集。

您可以在AppCube管理中心下的“用户管理 > 工作队列”下，新建工作队列，并在队
列中添加用户（用户可以是租户用户、开发者、业务用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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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7 创建工作队列

泳道在BPM中，您可以添加或删除泳道，并在泳道配置中选择相应的工作队列，配置
了工作队列后，处于不同泳道的图元，分别归属不同的工作队列中的用户去处理。

图 2-848 泳道与工作队列

2.8.11.3 实现会签

配置用户任务时可以选择两种审批类型，分别是“或签：任一个分配人均可审批”和
“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

● 若您选择了“或签：任一个分配人均可审批”，则只需要接收人中的某一用户完
成了审批，即可推动任务流程，走向下一个任务。

● 若您选择了“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批”，则需要接收人中的用户群体满足
您设置的审批条件才可推动任务流程，走向下一个任务。

通过并行审批可以快速的实现会签功能，您可以将结果触发方式选择为“等待所有投
票完成触发投票结果”，在这种投票触发方式下，将需要所有被分配了当前任务的用
户完成相应的任务后才能推动BPM流程，即实现了会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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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4 实现投票

在上一节中，通过将结果触发方式选择为“等待所有投票完成触发投票结果”实现了
会签功能，本节将介绍如何通过用户任务实现投票功能。

1. 需要先将操作投票任务的用户加入到一个工作队列或组（公共组）中。

图 2-849 在工作队列中添加用户成员

图 2-850 在公共组中添加用户

说明

● “当前泳道”方式是通过指定泳道的工作队列实现的。

● “名称和表达式”方式是通过设置“参与者”类型为“组”，并指定组（公共组）实现
的。

2. 通过“当前泳道”或“名称和表达式”的方式，将需要进行投票操作的用户加入
到用户任务的接收人中，再将“审批类型”选择为“会签：每个分配人都需要审
批”，将结果触发方式选择为“当 小百分比满足时立即触发投票结果”，并自
定义“投票结果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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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1 当前泳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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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2 名称和表达式方式

通过以上配置，将在处理任务的用户数量达到需要处理任务的总用户数量的对应百分
比后，将得票 高的结果赋值到“$BP.TaskOutcome”系统变量中，实现投票功能。

2.8.11.5 支持自动审批

AppCube支持用户任务自动审批功能，例如设置“主管审核”任务自动审批。在用户
任务配置界面，指定该任务具体某一接收人，可使用表达式的形式将任务指派某一用
户，在自动审批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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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触发人自动通过：若勾选该选项，任务接收人是流程触发人时，该用户任务
会被自动审批。

● 已审批过该流程的审批人自动通过：若勾选该选项，任务接收人在当前BPM实例
中已审批过其他用户任务，则该用户任务会被自动审批。

图 2-853 自动审批设置

说明

当任务接收人设置为“当前泳道”对应的工作队列或者用户组时，将无法使用自动审批功能。只
有任务接收人设置为某一用户时，才可进行自动审批。

2.9 API 接口

2.9.1 如何开放 API 接口

什么是 API 接口

API接口是用户将在应用中开发的脚本、服务编排等包装成自定义REST接口的形式发布
出去使用，使得URL地址的表达形式更规范，方便让第三方系统进行调用。

如何定义 API 接口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单击某个应用，进入应用开发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下角的“服务”，进入服务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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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4 服务

图 2-855 服务管理界面

说明

● 私有接口：使用私有接口，您可以将服务编排的URL映射到内部网关，提供给内部脚本、服
务编排等流程调用。对于BO可以定义私有接口。

● 公共接口：使用公共接口，您可以将服务编排、脚本或对象的URL映射到外部网关，第三方
可以通过OAuth2.0调用。

● 内部网关：仅当前租户能够访问映射到内部网关中的自定义接口，即只有同一租户下的脚
本、服务编排等才能调用发布的私有接口。

● 外部网关：其他租户或第三方系统均可访问映射到外部网关中的自定义接口。

步骤3 单击“新建”，填写表2-227中参数，单击“保存”。

表 2-227 API 信息

参数名 参数说明

标签 API接口标签。

操作名称 API接口名称。

版本 API接口版本，格式为“x.y.z”。

URL API接口路径， 固定以 /service/{命名空间}__{应用名}/{版本} 开头，
后面接API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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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内容类型 请求中的body类型。

● application/json
● multipart/form-data
● binary-data
“multipart/form-data”和“binary-data”用于文件上传接口，选择
该内容类型，只能调用post类型的脚本。

分类 该接口所属的分类。

选填项，直接输入。

描述 关于该自定义API的描述信息。

类型 选择资源类型，只有服务编排类型的接口能够在服务编排中被调用，
其他类型接口只能通过API的形式进行调用。

● 服务编排：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服务编排。

● 脚本：表示该定义URL调用的接口类型是脚本。

● 对象：表示该定义URL是操作对象数据，包括对象数据的增删改
查。

自定义响应 是否需要格式化调用该URL后返回的响应消息。如果勾选，表示对响
应消息进行格式化，删除resCode、resMsg、result外层信息，只透传
返回的消息。

例如，不勾选“自定义响应”，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
}

则勾选“自定义响应”后，只返回如下响应消息：
{
    "equipments":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createdBy": "aaa",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
    ],
    "total":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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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资源 根据类型选定需要绑定的资源，如脚本，服务编排或者操作的对象名
称。

注意
如果您找不到想绑定的服务编排或脚本，请检查服务编排或脚本是否启用，如
果没有启用请单击按钮启用。

对象操作 当“类型”选择为“对象”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Insert Record：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or Insert Record：更新或者新增对象数据。

● Update By ID：按记录ID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ID：按记录ID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ID：按记录ID查询对象数据。

● Update By Condition：按条件更新对象数据。

● Delete By Condition：按条件删除对象数据。

● Query By Condition：按条件查询对象数据。

方法 API接口的HTTP方法。

● GET：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 PUT：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 POST：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 DELETE：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

● PATCH：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
PATCH可能会去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步骤4 单击API接口列表操作栏 按钮，查看定义的API信息。单击“测试一下”可模拟API
接口调用。

图 2-856 API 接口请求参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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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7 API 接口返回参数信息

说明

API接口的请求参数和返回消息体，为绑定的资源（如脚本，服务编排等）所配置的入参和出
参。

----结束

如何进行鉴权

AppCube采用OAuth 2.0协议进行接入认证。第三方系统在调用AppCube业务接口
前，需要在AppCube上进行鉴权注册，获取接入客户端ID、密钥等鉴权信息，才能实
现调用AppCube业务接口。

AppCube平台提供了两种授权模式进行Oauth鉴权，分别是“客户端模式”和“授权
码模式”，两种授权模式适用的鉴权范围有所不同。

● 通过“客户端模式”获取的access-token可用于调用API接口时进行鉴权，使用时
在请求消息头上设置“access-token”。

● 通过“授权码模式”获取的access-token只用于获取用户信息时进行鉴权，使用
时在请求消息头上设置“Authorization”。

说明

每个OAuth都有特定的用途，建议为不同的第三方系统单独新建一个OAuth。

客户端模式接入认证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OAuth”，单击“新建”。

步骤3 输入名称，设置授权类型为“客户端模式”，选择用户，并单击“保存”。

系统会自动生成客户端鉴权ID和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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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8 新建客户端模式 Oauth 管理

注意

● 第三方通过OAuth认证接入系统后，将以选择的用户身份操作数据，所以需要确保
选择的用户具有调用API的相关权限。

● 选择的用户的权限不能为匿名用户权限“Anonymous_User_Profile”，因为Guest
用户没有访问API的权限，无法配置OAuth。

步骤4 在OAuth管理列表页单击该鉴权所在行 ，下载密钥文件到本地，从中获取鉴权的客户
端ID和鉴权密钥取值。

密钥可以只创建一次，不需要重复新建。

密钥文件中包含如下参数：

● username：当“授权类型”配置为“客户端模式”时，密钥文件会包含该参数，
为步骤3中设置的用户名。

● client_id：鉴权的客户端ID。

● client_secret：鉴权密钥。

步骤5 根据鉴权ID和鉴权密钥调用接口“/baas/auth/v1.0/oauth2/token”获取
access_token。后续第三方需要通过access_token访问业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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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8 接口基本信息

接口名
称

接口路径 接口协议 接口方法

token /baas/auth/v1.0/oauth2/
token

HTTPS POST

 

表 2-229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
型

必选（M）/
可选（O）

参数
位置

参数含义 值

grant_type Stri
ng

M Body 授权模式，
OAuth2.0中的
grant_type字段的
取值。

client_credentia
ls（即客户端模
式）

client_id Stri
ng

M Body 鉴权的客户端ID，
可在OAuth查看。

从步骤4获取。

client_secr
et

Stri
ng

M Body 鉴权密钥，可在
OAuth查看。

从步骤4获取。

redirect_ur
l

Stri
ng

O Body 重定向URL。 http://
www.***.com

locale Stri
ng

O Body 语言。 en_US

 

响应样例：

通过Curl请求模拟接口调用：curl -i -X POST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
form-urlencoded" -d '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id=鉴权ID值
&client_secret=鉴权密钥值' https://AppCube域名/baas/auth/v1.0/oauth2/token

响应如下：

{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expires_in": 7200,
    "token_type": "Bearer"
}

其中，access_token为证后可信任的Token凭证；expires_in为当前access_token的有
效期；token_type为access_token类型。

步骤6 第三方调用AppCube的业务接口，这里以调用AppCube的自定义接口
“queryEquipments”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1. 通过下面的REST接口调用“queryEquipments”。
https://AppCube域名/service/CNAME__Elevator/1.0.1/queryEquipments

其中“AppCube域名”替换为AppCube对外提供的开发态域名“appcube.cn-
north-4.huaweicloud.com”，“service/CNAME__Elevator/1.0.1/
queryEquipments”替换为自定义接口“queryEquipments”的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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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调用接口“https://AppCube域名/u-route/baas/sys/v1.0/csrf/get”(调
用该接口时，需要在请求消息头上设置“access-token”)获取“csrf-token”
值。

调用接口后，返回的result取值即为“csrf-token”值。

说明

调用公共接口时，当需要做CSRF校验时，才需执行该步骤。

3. 在请求消息头Request Header中增加如下内容。

– “access-token”：“ACCESS_TOKEN”。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csrf-token”：“上一步result取值”。

其中，“access-token”配置为执行步骤5后获取的值。

4. 在请求消息体中写入该接口的输入参数。

样例如下：
{
    "equipmentSn": "001" 
}

5. 调用成功，输出如下信息。
{
  "interviewId": "002N000000MJ77KcFGwC",
  "outputs": {
    "Equipments": [
      {
        "HW__equipmentBrand__CST": null,
        "HW__equipmentModel__CST": null,
        "HW__equipmentSN__CST": "9996660001",
        "HW__fullAddress__CST": "",
        "HW__installationDetailAddress__CST": null,
        "HW__installationSiteArea__CST": "",
        "HW__installationSiteCity__CST": "",
        "HW__installationSiteProvince__CST": "",
        "HW__latitude__CST": "",
        "HW__longitude__CST": "",
        "createdBy": "10gd000000MEGPaz7P16",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createdBy.name": "test",
        "createdDate": "2018-12-19 06:39:29",
        "currencyIsoCode": "",
        "custom": true,
        "equipmentSn__CST": "9996660001",
        "fullAddress__CST": "",
        "id": "c000000000MFhgYMQtmq",
        "installedPackage": null,
        "isLocked": false,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MEGPaz7P16",
        "lastModifiedBy.__objectType": "User",
        "lastModifiedBy.name": "test",
        "lastModifiedDate": "2018-12-19 06:39:29",
        "latitude__CST": "",
        "longitude__CST": "",
        "name": "荔枝苑10栋1单元1号",
        "owner": "10gd000000MEGPaz7P16",
        "owner.__objectType": "User",
        "owner.name": "test"
      },
      {
        "HW__equipmentBrand__CST": "",
        "HW__equipmentModel__CST": null,
        "HW__equipmentSN__CST": "3217890001",
        "HW__fullAddress__CST": "ssss",
        "HW__installationDetailAddress__CS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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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__installationSiteArea__CST": null,
        "HW__installationSiteCity__CST": null,
        "HW__installationSiteProvince__CST": null,
        "HW__latitude__CST": null,
        "HW__longitude__CST": null,
        "createdBy": "10gd000000MEGPaz7P16",
        "createdBy.__objectType": "User",
        "createdBy.name": "test",
        "createdDate": "2018-12-18 12:49:46",
        "currencyIsoCode": "",
        "custom": true,
        "equipmentSN__CST": "3217890001",
        "fullAddress__CST": "ssss",
        "id": "c000000000METF70NiZk",
        "installedPackage": null,
        "isLocked": false,
        "lastModifiedBy": "10gd000000MEGPaz7P16",
        "lastModifiedBy.__objectType": "User",
        "lastModifiedBy.name": "test",
        "lastModifiedDate": "2018-12-21 07:34:06",
        "latitude__CST": "",
        "longitude__CST": "",
        "name": "A栋1单元1号",
        "owner": "10gd000000MEGPaz7P16",
        "owner.__objectType": "User",
        "owner.name": "test"
      }
    ],
    "total": "2"
  }
}

----结束

授权码模式接入认证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OAuth”，单击“新建”。

步骤3 授权类型选择“授权码模式”，输入名称进行配置，并单击“保存”。系统会自动生
成客户端ID和客户端密钥。

每个OAuth都有特定的用途，因此建议为不同的第三方系统单独新建一个OAuth。

图 2-859 新建授权码模式 OAuth 管理

说明

重定向地址将作为第三方系统同意授权后的跳转页面，并在页面地址上携带授权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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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OAuth管理列表页单击该鉴权所在行 ，下载密钥文件到本地，从中获取客户端鉴权
ID和鉴权密钥取值。

密钥可以只创建一次，不需要重复新建。

密钥文件中包含如下参数：

● redirect_uri：当“授权类型”配置为“授权码模式”时，密钥文件会包含该参
数，为上一步设置的重定向地址。

● client_id：鉴权的客户端ID。

● client_secret：鉴权密钥。

步骤5 第三方系统访问AppCube获取授权码code的接口“https://AppCube域名/baas/auth/
v1.0/oauth2/authorize?response_type=code&client_id=鉴权ID值&redirect_uri=重定
向地址”。如果第三方系统选择同意接受授权，认证服务器将浏览器重定向到之前第
三方系统注册时指定的重定向地址，同时附带上授权码，即重定向地址/?code=授权
码。

若引导第三方系统打开页面时提示“该链接无法访问”，请检查如下参数是否填写错
误：

● 鉴权ID值：为上一步获取的鉴权客户端ID。

● 重定向地址：为步骤3配置的重定向地址。

步骤6 客户端收到授权码code，根据鉴权ID、鉴权密钥、授权码code在自己后端调用接口
“ https://AppCube域名/baas/auth/v1.0/oauth2/token”获取access_token。后续第
三方需要通过access_token获取授权用户信息。这一步是服务器上完成的，用户无感
知。

表 2-230 接口基本信息

接口名
称

接口路径 接口协议 接口方法

token https://AppCube域名/baas/auth/
v1.0/oauth2/token

HTTPS POST

 

表 2-231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名

类型 必选
（M）/可
选（O）

参数
位置

参数含义 值

grant
_type

String M Body 授权模式，OAuth2.0
中的grant_type字段
的取值。

authorization_code
（即授权码模式）

client
_id

String M Body 客户端鉴权ID，可在
OAuth查看。

从步骤4中获取。

client
_secr
et

String M Body 客户端鉴权密钥，可
在OAuth查看。

从步骤4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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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

类型 必选
（M）/可
选（O）

参数
位置

参数含义 值

redir
ect_u
rl

String M Body 重定向地址。 从步骤4中获取。

code String M Body 授权码。 从步骤5中获取。

local
e

String O Body 语言。 en_US

 

响应样例：

通过Curl请求模拟接口调用：curl -i -X POST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
form-urlencoded" -d 'grant_type=authorization_code&client_id=鉴权ID值
&client_secret=鉴权密钥值&redirect_uri=重定向地址&code=授权码' https://AppCube
域名/baas/auth/v1.0/oauth2/token

响应如下：

{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expires_in": 7200,
    "refresh_token":"REFRESH_TOKEN",
    "token_type": "Bearer"
}

表 2-232 返回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access_token 认证后可信任的Token凭证。

expires_in 当前access_token的有效期。

refresh_token 用于刷新access_token。

token_type access_token类型。

 

注意

使用授权码获取access-token后即失效，重新获取access-token需要重新生成授权码。

步骤7 （可选）刷新access_token。

由于access_token拥有较短的有效期，例如步骤6中获取的access_token，有效期是
7200秒（即2小时），当access_token超时后，可以使用refresh_token进行刷新，
refresh_token有效期为30天，当refresh_token失效之后，需要用户重新授权。

获取步骤6的refresh_token后，请求以下链接获取access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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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Cube域名/baas/auth/v1.0/oauth2/token?
grant_type=refresh_token&client_id=鉴权ID值&client_secret=客户端鉴权密钥
&refresh_token=REFRESH_TOKEN

步骤8 将获取的token_type与access_token进行拼接，以{token_type} {access_token}的形式
设置为Headers中的Authorization参数，通过Get请求调用接口“https://AppCube域
名/u-route/baas/oauth/v1.0/userinfo”获取用户信息。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usrname": "test",
    "alias": "",
    "email": "test@***.com",
    "aboutme": "",
    "company_name": "name01",
    "photo": "",
    "address": "",
    "phone": "18888888888",
    "country": "",
    "post_code": "",
    "province": "",
    "city": ""
  }
}

----结束

自定义 OAuth2 授权码模式接入鉴权

前面介绍的是第三方系统访问AppCube时，如何配置接入鉴权，通过鉴权认证的第三
方系统才可访问AppCube。

在AppCube开发的应用也可自定义OAuth2授权码模式接入鉴权，当应用配置鉴权后，
只有通过鉴权的第三方系统才可访问应用。

步骤1 参考步骤1~步骤4获取鉴权ID“client_id”和鉴权密钥“client_secret”。

步骤2 在应用开发界面，开发者通过自定义接口，给第三方接入调用，用于第三方系统获取
授权码code。

步骤3 平台应用调用脚本API，判断第三方客户端的鉴权ID“client_id”和重定向地址
“redirect_url”是否和注册接入鉴权时匹配。如果匹配，则由平台应用自定义接口，
实现登入跳转和授权跳转。在授权完成后，再调用脚本API获取授权码code，并将需要
展示给第三方的授权用户信息通过该API传给AppCube，AppCube会返回一个code。
然后应用重定向到“redirect_url”，并携带code。

● 判断第三方客户端的鉴权ID“client_id”和重定向地址“redirect_url”是否和注
册接入鉴权时匹配的API样例如下：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oauth from 'oauth'
let handle = oauth.getAuthorizeHandle()
let clientDatas: oauth.clientDataFromApp = {
    redirect_uri: "http://10.26.30.68:14000/appauth/code",
    client_id: "bff4398905ee4a918722debec98b594c",
}
let pass = handle.checkURL(clientDatas)
console.log(pass) //true
if (pass){
//判断是否登入，做登入跳转
//判断是否授权，做授权跳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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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授权码code的脚本API样例如下：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oauth from 'oauth'
let handle = oauth.getAuthorizeHandle()
 
 
//前面步骤已经走完
let clientDatas: oauth.clientDataFromApp = {
      redirect_uri: "http://10.26.30.68:14000/appauth/code",
    client_id: "bff4398905ee4a918722debec98b594c",
}
 
let userInfo = {
    "name": "jack",
    "phone": "1256287222",
    "email": "dsfsdf.com"
} 
let code = handle.getAuthCode(clientDatas, userInfo)
console.log(code) //WEUcqXbeQDKUHxcn8til3Q

步骤4 第三方系统接收到该请求，并解析出code后，在自己的后端访问AppCube接口获取
access_token，其步骤和步骤6一致。

步骤5 第三方系统在获取到access_token后，用该凭证访问平台“https://AppCube域名/u-
route/baas/oauth/v1.0/third/userinfo”接口（注意，该接口和步骤8中的接口不
同），来获取授权用户的信息。

响应如下：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email": "dsfsdf.com",
        "name": "jack",
        "phone": "1256287222"
    }
}

----结束

如何使用错误码

系统支持对错误码信息进行多语言国际化配置。您可以通过配置错误码，实现根据用
户使用的语言不同将错误码信息进行不同的展示。

步骤1 自定义错误码。

1. 在App视图下左侧菜单栏下方选择“配置”，在打开的页签选择“自定义错误
码”。

2. 配置“显示名称”，该名称将会显示在运营配置页签。

3. 单击“新建”。

您也可单击“导入”，选择系统中已创建的错误码进行导入。

4. 参照表2-233配置错误码参数，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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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0 新建错误码

表 2-233 错误码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客户自定义的错误码。建议以字母打头。

包括命名空间，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系统根据“名称”和“语言”匹配错误码进行展示。请保证
“名称”+“语言”唯一。

类别 该错误码所属的分类。

Http状态码 Http协议状态码。

语言 请根据实际情况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语言类型。目前支持中文、
英文、西班牙语、法语和缅甸语。

单击“新增”支持创建多语言错误码。

单击语言后的“？”显示：请在翻译工作台中添加支持的语
言。单击“翻译工作台”可跳转至翻译工作台配置页面。

格式 错误码信息描述。在描述中，可以用{Number}表示变量名。例
如 {0} 表示第一个输出变量，{1} 表示第二个输出变量，以此
类推。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步骤2 创建脚本。

在脚本中调用抛出错误信息的error函数I18nError('ErrorCodeName','变量1','变量2')。
该函数中输入参数为错误码名称"t__testErrorCode"和错误码信息中所携带的变量
（"val1"和"val2"）。
// test custom error func , get diff language error by user lang
import * as error from 'error';
export class TestDemo {
    @action.method({ label: 'test', description: 'error code', input: 'No input', output: 'No output' })
    public test() {
        //使用I18nError函数设定错误码和错误码信息携带变量
         throw new error.I18nError('t__testErrorCode', ["val1", "val2"]);
    }
}

步骤3 按照如何定义API接口中的步骤绑定上述开发的脚本，进行测试， 终根据用户使用的
语言返回相应语言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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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1 自定义错误信息测试

----结束

2.9.2 如何控制接口访问权限

什么是业务权限凭证

业务权限凭证用于控制接口的访问权限。AppCube提供了两种方式对API接口访问权限
的控制：配置自定义接口前置脚本和配置API接口的业务权限凭证。优先通过自定义接
口前置脚本进行权限验证，根据脚本的返回值判断下一步的操作。

对于配置了业务权限凭证的接口，需要在权限的“业务权限凭证”页签中接入相应的
业务权限凭证，才可调用API接口。若平台用户没有配置业务权限凭证，则继续校验
Profile权限中的数据权限（例如执行服务编排、执行脚本、对象的增删改查、API读、
API写权限）。若业务用户没有配置业务权限凭证，调用接口直接报错，不会继续校验
Profile权限中的数据权限。

对于未配置了业务权限凭证的接口，则需要查看内置系统参数
“bingo.permission.customapi.check”取值，该参数控制公共接口未绑定业务权限凭
证时的逻辑。

● 若该参数取值为“是”，公共接口未绑定业务权限凭证时，业务用户无法访问该
接口；对于平台用户，则继续校验Profile权限中的数据权限。

● 若该参数取值为“否”，公共接口未绑定业务权限凭证时，业务用户可直接访问
该接口，无需鉴权；对于平台用户，则继续校验Profile权限中的数据权限。

例如：运行环境或者沙箱环境中，该内置参数配置为“是”，接口未绑定业务权限凭
证，即使在权限设置中勾选“API读”与“API写”权限，业务用户也无法操作对象数
据；若业务用户需要操作对象数据，请将该内置参数配置为“否”。

查看和配置该系统参数的方法为：在AppCube管理中心选择“系统管理 > 系统参
数”，在“内置系统参数”查看和配置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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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2 内置系统参数

如何配置业务权限凭证

步骤1 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左下方的“配置”，进入配置页面。

步骤2 在“业务权限凭证”页签，单击“新建”，新建业务权限凭证。

图 2-863 新建业务权限凭证

说明

新建业务权限凭证也可以通过菜单页面的“业务权限凭证”菜单进行创建，并通过导入按钮导入
到应用中。

步骤3 查看需要配置业务权限凭证的API接口，单击业务权限凭证的“编辑”，将相应的权限
凭证添加到右侧选择框中，单击“保存”。

图 2-864 API 接口绑定业务权限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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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开发环境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控制台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

在权限列表中查看需要配置业务权限凭证的权限详情，在“业务权限凭证”页签，将
相应的业务权限凭证进行编辑，勾选“可接入”选项。

图 2-865 权限绑定业务权限凭证

步骤6 选择“用户管理 > 用户”或“用户管理 > 业务用户”，对平台用户或业务用户配置相
应的权限，该用户即可获取调用相应API接口的权限，否则将无法通过API接口的业务
权限凭证校验。

注意

AppCube对用户和业务用户在业务权限凭证校验的处理有所不同。平台用户在业务权
限凭证校验失败后会进行下一步的权限校验，如果后续校验通过仍可以调通API接口，
业务用户则在业务权限凭证校验失败时直接报错，终止操作。

----结束

如何通过脚本控制接口访问权限

步骤1 AppCube提供了示例自定义接口前置脚本，可以仿造示例代码进行脚本的编写。

图 2-866 创建示例自定义接口前置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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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自定义接口前置脚本中进行自定义的权限校验，并根据校验结果返回相应的
result值。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Number"})
    result: decimal.Decimal;
}
 
const PASS     = decimal.newWithExponent(1, 0);
const BANNED   = decimal.newWithExponent(0, 0);
const FALLBACK = decimal.newWithExponent(-1, 0);

说明

自定义接口前置脚本输出参数result含义如下：

● PASS--{"result":1}：校验通过，直接放行。

● BANNED--{"result":0}：校验不通过，无法调用。

● FALLBACK--{"result":-1}：校验通过，但还需要进行后续权限校验。

开发自定义接口前置脚本时，出参可按照示例自定义接口前置脚本代码中的表达式也可自行定
义，但必须确保出参为-1，0，1中的某一值，否则作为校验不通过处理。

步骤2 单击左下角的“服务”，在服务管理页面，单击“编辑”，将校验方式改为“与脚本
绑定”，在“前置处理”中选择相应的自定义接口前置脚本。

● 前置处理脚本：一般是授权处理脚本，在访问自定义接口前，需要进行授权处
理。

● 后置处理脚本：一般是敏感错误信息或者统计日志处理脚本，后置脚本没有返回
参数，无论执行成功或失败都不影响自定义接口的请求处理流程。

图 2-867 自定义访问控制

图 2-868 绑定自定义接口前置脚本

----结束

2.10 集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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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如何调用第三方接口

在使用AppCube时，通常会调用第三方系统接口进行数据交互。针对常见Rest和SOAP
协议，AppCube封装了Rest服务和SOAP服务连接器，使用这两种连接器，可以方便快
捷的调用第三方接口，实现对第三方系统的数据增删改查。

须知

调用第三方接口前，需要第三方系统有提供符合Rest和SOAP协议规范的API。

2.10.1.1 使用 Rest 服务调用 Rest 协议接口

当系统需要调用第三方提供的Rest协议接口时，可以通过配置Rest Service来实现。
Rest Service是第三方系统提供的Rest服务，是一组模块化的Rest接口（Rest
Action），系统可以通过配置第三方提供的Rest服务的URL进行调用。Action是对第三
方接口的一个元数据描述，将第三方接口转换成AppCube可识别的定义，方便
AppCube调用第三方接口。

2.10.1.1.1 创建 Rest Service（自定义连接器）

可以通过依次创建Rest Service和Rest Action，使得系统可以调用第三方提供的Rest协
议的接口，实现第三方提供的业务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自定义连接器 > 自定义连接器”。

步骤2 单击“+”，配置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表 2-23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标签 该REST服务的标签名。

名称 该REST服务的名称，唯一标识。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名
空间__。

名称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节，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且只能由英文
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_）组成。

图标 该REST服务的图标。

描述 REST服务相关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步骤3 在右侧选择“认证信息”页签，单击“新建”，配置认证。

可以新建多个认证，不同的Rest Action可以有不同的认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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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9 配置认证信息

表 2-235 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标签 该认证的标签名。

名称 该认证的名称，唯一标识。系统会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名空间
__。

名称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节，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且只能由英文
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_）组成。

目录 该认证所属的目录分类名称。

描述 该认证相关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使用证书 服务端是否需要客户端证书，是否需要进行双向认证。

若勾选“使用证书”，您需要配置证书类型，支持“CRT”和
“P12”两种，然后配置证书和密钥。

使用根证书 客户端是否需要服务端证书，是否需要进行双向认证。

若勾选“使用根证书”，您需要提前在管理中心开启根证书校验并
上传根证书，具体方法请参考管理HTTPS根证书，上传后在根证书
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证书。

API主机地址 配置此地址后，可以限定REST操作的请求前 ，防止敏感信息泄
露。每次更改此地址，都需要重新配置鉴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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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打包当前配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鉴权协议 鉴权协议，分OAuth、简单消息头和JWT（JSON Web Tokens）三
种。

鉴权模式 设置为“client credentials”。这里只支持OAuth2的client
credentials鉴权模式。

鉴权地址 第三方系统OAuth2协议获取token的地址。例如AppCube获取
token的地址是“https://{host}:{port}/baas/auth/v1.0/oauth2/
token”，这里需要填入第三方系统的。

Client ID OAuth2协议中的client id。

如果该REST Service为AppCube提供，可在AppCube首页单击“管
理”，进入管理页面。选择“系统管理 > OAuth”，查看对应鉴权
的“客户端Id”。

Client Secret OAuth2协议中的client secret。
如果该REST Service为AppCube提供，可在AppCube首页单击“管
理”，进入管理页面。选择“系统管理 > OAuth”中，查看对应鉴
权的“客户端密钥”。

消息体属性 从鉴权接口返回的消息字段的映射规则。

根据OAuth2标准协议，返回体一般如图2-870所示。但是由于不
同的第三方实现的情况可能不一样，返回的不一定是标准的键值。
比如有些第三方接口返回的是“accessToken”，而不是
“access_token”，所以平台需要对这些不标准的键值映射成标准
的。

图2-869中配置的消息体属性是第三方返回的“accessToken”，
AppCube使用“access_token”这个键值来存储。 终存储的结果
如下：
{
“access_token”: ${accessToken}
}

消息头属性 定义调用业务接口时所用的消息头的映射规则。

当使用得到的token去返回具体rest action的时候，按照OAuth2的
标准一般是将token放到请求头上，如：Authorization: Bearer $
{access_token}。
但是由于各个第三方接口实现的差异性，不一定叫Authorization，
也不一定会在token前面加Bearer，比如访问平台的接口，token直
接放在请求头Access-Token上，且不需要Bearer前 ，所以需要配
置消息头属性。

图2-869中配置的消息头属性，意思是将从消息体属性获取到的
“access_token”放到请求头“Access-Toke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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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0 返回体

----结束

2.10.1.1.2 创建并启用 Rest Action

通过创建Rest Action，使得系统可以调用第三方提供的Rest协议的接口，实现第三方
提供的业务功能。

前提条件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Rest服务的URL地址、输入参数、输出参数、内容类型信息。

场景描述

若需要调用第三方提供的Rest协议的flapRefund接口，则需要该Rest Service。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自定义连接器 > 自定义连接器”。

步骤2 在Rest Service列表中选择Rest Action所在的REST Service，选择“动作”页签，单击
“新建”。

步骤3 在弹出的页面配置Action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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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1 新建动作配置页面

表 2-236 新建 Rest Action 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标签 新建Rest Action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新建Rest Action的名称，唯一标识，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URL 第三方提供Rest协议服务的URL地址。

方法 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Rest方法。

● GET：获取资源。

● POST：创建资源。

● PUT：更新资源。

● PATCH：用于资源的部分内容的更新。

● DELETE：删除资源。

● OPTIONS：用于获取当前URL所支持的方法。

方法选择“PUT”或“POST”时，可自定义输入消息体参数。
当第三方入参为数组或非JSON类型时，需要在定义输入参数时
设置为“键-值”形式。勾选后系统会引入一个通用的入参变量
“$in”，将数组或非JSON类型的变量存到“$in”中，变成
“键-值”格式传入到Rest Action中。

内容类型 请手工输入内容类型，该值取决于第三方支持哪种类型，是在
HTTP标准协议中定义的。

返回类型 取值为“application/json”时，表示会忽略第三方实际返回的
“content-type”，使用第三方配置的“content-type”来解析
第三方返回的内容。

如果该参数取值为空，表示使用http返回中的“content-type”
来解析第三方返回的内容。

超时时间 当超出该参数设定的时间，第三方没有返回结果时，系统报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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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日期格式 若该Rest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求格式，则
必须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
Rest服务存在Dat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MM-
DD”，则此处必须配置为“YYYY-MM-DD”。

日期/时间格式 若该Rest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Tim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求格
式，则必须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
Rest服务存在DateTim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
MM-DD hh:mm:ss”，则此处必须配置为“YYYY-MM-DD
hh:mm:ss”。

描述 描述信息，长度不能超过255个字节。

 

步骤4 消息头入参设置。

若此接口没有消息头输入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请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消息头
输入参数，且有多个，请单击“+ 新增”。若之前创建Rest Service时有定义消息头参
数，可选择“从模板中插入”，并定义输入参数的基本信息。

图 2-872 消息头入参配置页面

表 2-237 消息头入参配置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标签 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消息头输入参数的名称，唯一标识，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数据类型 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数字：数字类型。

● 字符串：字符串类型。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默认值 参数的默认取值。

描述 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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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默认 参数是否有默认值。

必填 参数是否必填。

操作 单击 或 ，可对Header输入参数进行添加或删除操作。

 

步骤5 设置输入参数。

若此接口没有输入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输入参数，且有
多个，请单击“+ 新增”，并定义输入参数的基本信息。

页面上方“消息体格式”参数使用说明：当方法为“PUT”或“POST”时，该参数才
会显示。当第三方入参为数组类型或者非JSON类型时，需要将“输入消息体方式”设
置为“值”形式。

例如，若设置“消息体格式”为“键-值”，假设定义了输入参数A、B、C，调用时消
息体中传递了参数 {A: 1,B:2, C:3} ，此时被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是 {A: 1,B:2, C:3}；
若设置“输入消息体方式”为“值”，此时默认使用$in输入参数定义，调用时消息体
中传递了参数{$in: [1,2,3] }，此时被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为[1,2,3]。

图 2-873 输入参数配置页面

表 2-238 输入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标签 输入参数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输入参数的名称，唯一标识，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参数位置 输入参数位置。

● 消息体

● URL查询参数

● URL路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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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日期：日期类型，精度到天。

● 日期/时间：时间类型，精度到秒。

● 数字：数字类型。

● 字符串：字符串类型。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 全局结构体：全局结构体类型，由命名空间和结构体类型共
同决定。

● 键值对（Map）：Map集合类型。

● 对象：对象标识类型。

命名空间 输入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结构体类型 输入参数结构体类型。

对象 当“结构体类型”为对象时，需要设置具体的对象。

默认值 参数默认取值。

描述 输入参数的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默认 参数是否有默认值。

必填 输入参数是否必填。

勾选，表示是必填字段。

集合 输入参数是否是数组型。

勾选，表示是数组型。

操作 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入参数。

 

步骤6 设置输出参数。

若此接口没有输出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请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输出参数，且
有多个参数，请单击“+ 新增”，并定义输出参数的基本信息。

页面上方“消息体格式”参数使用说明：设置“输出消息体方式”为“值”后，系统
会引入一个通用的出参变量“$out”，将body的内容存到“$out”中，作为出参。

例如，若设置“消息体格式”为“键-值”，假设定义了输出参数A、B、C，调用后返
回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 {A: 1,B:2, C:3} ，此时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是 {A: 1,B:2, C:
3}；若设置“输出消息体方式”为“值”，此时默认使用$out输出参数定义，调用业
务接口返回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1,2,3]，此时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为{$ou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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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4 输出参数配置页面

表 2-239 输出参数配置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标签 输出参数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输出参数的名称，唯一标识，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参数位置 参数位置。

数据类型 输出参数的数据类型。

命名空间 输出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结构体类型 结构体类型。

对象 当“结构体类型”为对象时，需要设置具体的对象。

描述 关于输出参数的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集合 输出参数是否是数组型。

勾选，表示是数组型。

操作 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出参数。

 

步骤7 单击“保存”。

步骤8 进入“REST操作”列表页面，单击该Rest Action所在行的 ，进行启用。

说明

单击“导出”可导出zip包，zip包中包括该服务的所有Rest接口。

在“动作”页签单击“导入”，通过导入yaml文件可导入Rest Action。

----结束

服务编排中调用 Rest Action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刚创建的Rest Action。

步骤1 在Flow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自定义 > 服务名”，拖拽具体的Rest服务图标
至画布中，弹出配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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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设置调用Rest Action参数。

图 2-875 配置“Rest Action”

表 2-240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认证信息 选择步骤3配置的认证信息。不同的Rest Action可以有不同的认
证方式。

动作 调用的Rest Action。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结束

脚本中调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刚创建的Rest Action，这里以新建一个脚本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其中“LT927__test”表示连接器名称，“test1”为步骤3配置的认证
信息名称，“LT927__flapRefund”为步骤3配置的动作名称。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connector from "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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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client = connector.newClient("LT927__test", "test1");
let result = client.invoke("LT927__flapRefund", {});
console.log(result)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参数，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检查
脚本编辑页面下方“日志”页签打印的日志。

----结束

2.10.1.2 使用 SOAP 服务调用 SOAP 协议接口

当系统需要调用第三方提供的SOAP协议接口时，可以通过配置SOAP Service来实现。
SOAP Service是第三方系统提供的Soap服务，是一组模块化的SOAP接口（SOAP
Action），系统可以通过配置第三方提供的SOAP服务的URL进行调用。Action是对第
三方接口的一个元数据描述，将第三方接口转换成AppCube可识别的定义，方便
AppCube调用第三方接口。

2.10.1.2.1 创建 SOAP Service

通过两种方式创建SOAP Service，一种是通过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手工创建，一种
是直接导入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创建好后，可以成功调用第三方提供的SOAP服
务。

手工创建 SOAP Services

一个SOAP Service中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SOAP Action。例如：一个订单Service，
可能包括创建订单、查询订单、修改订单和删除订单四个SOAP Action。可以通过依次
创建SOAP Service和SOAP Action，使得系统可以调用第三方提供的SOAP协议的接
口，实现第三方提供的业务功能。也可以参照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手工创建SOAP
Service。

前提条件

●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

●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SOAP版本号、SOAP服务的URL地址、SOAP Service入参格
式要求。

场景描述

调用第三方提供的“BillPayment”接口，则需要先创建包含“BillPayment”接口的
“QueryBills”SOAP服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HTTP > Soap服务”。

步骤2 单击“+”选择“创建”，配置相关参数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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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6 配置页面

表 2-241 配置页面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名 说明

基本信息 标签 新建SOAP Service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
节。

名称 新建SOAP Service的名称，唯一标识。

名称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且只能由英文字母，数
字和单下划线（_）组成。

服务地址 第三方提供SOAP服务的URL地址。

SOAP版本 SOAP版本号，请从第三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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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名 说明

日期格式 若该SOAP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类型且有固定的
要求格式，则必须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
例如，该SOAP服务存在Dat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
求格式为“YYYY-MM-DD”，此处必须配置为
“YYYY-MM-DD”。

日期/时间格式 若该SOAP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Time类型且有固
定的要求格式，则必须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
例如，该SOAP服务存在DateTime类型输入参数，
且要求格式为“YYYY-MM-DD hh:mm:ss”，此处
必须配置为“YYYY-MM-DD hh:mm:ss”。

描述 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命名空间 名称 SOAP Service中存在的命名空间名称，可自行定
义，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命名空间 请与WSDL文件中的“targetNamespace”取值保
持一致。

描述 描述信息。

操作 单击操作列按钮对命名空间进行复制或删除操作。

配置操作 名称 配置操作信息（操作是指第三方给调用的操作）。
在“名称”中输入该SOAP Service包含的操作名
称，请和WSDL文件中“operation name”取值保
持一致。

操作 单击操作列按钮对操作进行复制或删除操作。

 

----结束

结果验证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HTTP > Soap服务”。

可查看到刚创建的SOAP Service，表明创建成功。

----结束

导入 SOAP Package

通过导入WSDL文件，实现系统自动生成SOAP Service。

前提条件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并已压缩成zip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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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通过导入WSDL文件形式，创建“CCQuery”SOAP Service。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HTTP > Soap服务”。

步骤2 单击“+”选择“导入”，配置基本信息，并在“选择文件”区域选择已压缩好的zip
文件，单击“导入”。

图 2-877 导入 SOAP 包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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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2 Import Soap Package 配置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文件名 需要导入的WSDL文件名称，请和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名保持
一致。

目录 保存SOAP Service导入后生成的结构体所属的分类。

可直接在下拉选择已有的分类，也可以手动输入新的分类名称创
建新分类。

日期格式 若该SOAP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求格式，则必
须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SOAP
服务存在Dat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MM-DD”，
此处必须配置为“YYYY-MM-DD”。

日期/时间格式 若该SOAP服务输入参数包括DateTime类型且有固定的要求格
式，则必须进行配置。

请确保AppCube提供的输入参数符合第三方要求。例如，该SOAP
服务存在DateTime类型输入参数，且要求格式为“YYYY-MM-DD
hh:mm:ss”，此处必须配置为“YYYY-MM-DD hh:mm:ss”。

 

----结束

结果验证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HTTP > Soap服务”。

可查看到刚创建的SOAP Service，表明创建成功。

----结束

2.10.1.2.2 创建并启用 SOAP Action

SOAP Action是一个具体的SOAP协议的接口，在Flow等其他开发环境中可以直接调用
已启用的Soap Action。

前提条件
● 已获取第三方提供的WSDL文件。

● 已创建好包含该SOAP Action的SOAP Service。

● 已获取该SOAP Action的输入参数、输出参数信息。

场景描述

调用第三方提供的“BillPayment”接口，该接口包含在“QueryBills”SOAP服务中。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HTTP > Soap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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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列表中选择创建SOAP Service创建的SOAP Service，在右侧选择“动作”页签，单
击“新建”。

步骤3 在“新建SOAP操作”页面配置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图 2-878 “新建 SOAP 操作”配置页面

表 2-243 新建 SOAP Action 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名 说明

基本信
息

标签 新建SOAP Action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新建SOAP Action的名称，唯一标识。

名称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必须以字母开头，且不
能存在连续的下划线，空格和特殊字符。

SOAP操作 需要调用的SOAP操作。在创建SOAP Service时已配
置，必须和WSDL文件中“operation name”取值保
持一致。

SOAP操作接口 SOAP操作的接口名称，请和WSDL文件中的
“soapAction”取值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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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名 说明

描述 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输入参
数

标签 输入参数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输入参数的名称，唯一标识，长度不超过255个字
节。

数据类型 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日期：日期类型，精度到天。

● 日期/时间：时间类型，精度到秒。

● 数字：数字类型。

● 文本。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 全局结构体：全局结构体类型，由命名空间和结构
体类型共同决定。

命名空间 输入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结构体类型 输入参数结构体类型，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类型也可
以自定义类型。

描述 输入参数的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必填 输入参数是否必填。

勾选，表示是必填字段。

集合 输入参数是否是数组型。

勾选，表示是数组型。

操作
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入参数。

输出参
数

标签 输出参数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输出参数的名称，唯一标识，长度不超过255个字
节。

数据类型 输出参数的数据类型。

● 日期：日期类型，精度到天。

● 日期/时间：时间类型，精度到秒。

● 数字：数字类型。

● 文本。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 全局结构体：全局结构体类型，由命名空间和结构
体类型共同决定。

命名空间 输出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结构体类型 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类型也可
以自定义类型。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56



区域 参数名 说明

描述 输出参数的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必填 输出参数是否必填。

勾选，表示是必填字段。

集合 输出参数是否是数组型。

勾选，表示是数组型。

操作
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出参数。

 

步骤4 进入“SOAP操作列表”页面，单击该SOAP Action所在行的 ，进行启用。

----结束

结果验证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刚创建的SOAP Action。

步骤1 在Flow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SOAP服务 > 服务名 ”，拖拽具体的SOAP服
务图标至画布中，弹出配置窗口。

步骤2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参数说明如下。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SOAP Service：拖出的SOAP Service的名称。

步骤3 设置调用SOAP Action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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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9 配置“SOAP Action”

表 2-244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调用的SOAP Action。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结束

2.10.2 如何对接口鉴权

通过Rest连接器只需简单配置即可实现方便快捷的调用第三方接口。但是为了保证接
口调用安全，调用第三方系统开放的Rest接口，通常需要进行鉴权。目前Rest连接器
集成了几种通用的鉴权方式。

鉴权协议支持OAuth、简单消息头和JWT（JSON Web Tokens）三种，此外还支持
HTTPS双向认证鉴权。

2.10.2.1 OAuth 鉴权模式

使用OAuth客户端模式鉴权，AppCube服务会根据填写的OAuth的服务端地址、Client
ID和Client Secret。在发送请求前后台自动获取第三放服务端的access_token， 并在
发送请求时携带此access_token，服务端根据携带的access_token进行鉴权。

在创建或修改Rest服务时，可以设置鉴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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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0 鉴权设置操作入口

图 2-881 OAuth 鉴权模式示例配置

2.10.2.2 简单消息头鉴权

简单消息头鉴权模式适用于在调用第三方接口时，携带固定的鉴权信息，例如Basic
Auth对用户名和密码进行Base64编码后的鉴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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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2 简单消息头鉴权设置

2.10.2.3 JWT 鉴权模式

JWT鉴权模式，通过客户端和服务端约定签名密钥，客户端根据密钥生成身份凭证，
服务端使用密钥进行解析，信息是经过数字签名的，因此可以被验证和信任。一般用
于AppCube内部服务之前的相互访问。

图 2-883 JWT 鉴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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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4 HTTPS 双向认证鉴权

HTTPS双向认证是客户端和服务端相互验证对方证书的一种鉴权模式，在调用第三方
服务时，AppCube会携带配置的客户端证书，证书需要向第三方服务申请。目前Rest
服务支持配置P12和CRT格式的证书，其他格式需要通过keytool或者openssl工具转
换。

图 2-884 HTTPS 双向认证证书设置

2.10.3 与云服务集成

2.10.3.1 了解连接器

什么是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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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搜索、OCR、智能边缘平
台、SMS、华为消息推送服务、华为DCB平台、Rest服务、ROMA、Soap服务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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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连接器入口

进入AppCube开发环境，在应用开发工作台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连接器类型，单击
“+”（有的界面是“新建”），创建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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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5 创建连接器

2.10.3.2 对接 OBS 云对象存储实例

通过应用与华为OBS（Object-based Storage Service）对接，实现对象或者Widget资
产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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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对象存储服务（Object-based Storage Service，OBS）是一个基于对象的海量存储服
务，为客户提供海量、安全、高可靠、低成本的数据存储能力，包括创建、修改、删
除桶，上传、下载和删除对象等。

前提条件
● 使用OBS之前，您需要拥有一个华为云帐号或一个可用于访问OBS的IAM用户，即

先注册华为云并实名认证、创建IAM用户、充值以及购买资源包，具体操作请参
见使用OBS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
钥对。

● 在华为OBS上创建存储桶（例如“bing.testonly.1”），用于后续存储对象使用，
具体操作请参见如何创建桶，并记录创建桶时选择的区域。

新建 OBS 连接器

步骤1 在应用开发页面，单击左侧列表中的 ，选择“存储 > OBS”。

步骤2 在右侧单击“+”，在“基本信息”区域输入与OBS对接的参数。

表 2-245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示例： TestOBS

帐号地区 桶所在的区域。

配置为创建桶时，选择的区域。

鉴权方式 访问OBS的鉴权方式。

● 委托授权：通过创建委托，可以将OBS资源共享给AppCube。选
择该方式后，保存连接器设置时在弹出的提示框单击“是”，即
可访问OBS，不需要输入访问密钥对（AK/SK）。

● AK/SK：通过IAM用户的访问密钥对（AK/SK）来进行鉴权。

访问密钥 当“鉴权方式”配置为“AK/SK”时，需要配置用户的访问密钥
AK，请从前提条件中获取该值。

密钥 当“鉴权方式”配置为“AK/SK”时，需要配置与访问密钥AK结合
使用的私有访问密钥SK，请从前提条件中获取该值。

内容分发网
络

可选配置，CDN服务器的地址。通过该配置，后续访问上传的静态
资源时，可不用登录OBS，直接通过CDN访问到静态资源。

描述 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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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开启操作日
志

选中该选项后，用户使用连接器上传、下载、查看文件时将会记录
操作日志。

 

步骤3 在“桶”区域，单击“添加”，添加桶，用于存储对象。单击“保存”。

设置存储桶所在区域和桶名称。可选择多个桶，此处以桶“bing.testonly.1”为例。通
过配置“文件类型”和“文件大小（字节）”，可限制上传文件的类型和大小。

表 2-246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区域 存储桶所在的区域，配置为前提条件中创建桶时，选择的区域。

桶名称 配置为前提条件中创建的桶名。

文件类型 可以配置为多个，多个文件类型之间由逗号分隔（如：txt,png）。
如果此处不填写，则支持所有类型。

文件大小 此处配置为0或者不填写，表示上传文件的大小不受限制，允许输入
的 大值为9007199254740991，单位为字节。

 

步骤4 （可选）创建连接器后，可进行简单的测试，测试是否能在存储桶上存储对象。

说明

该测试只能上传小于1MB字节的对象，且只支持txt文件。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存储桶所在行的 。

2. 单击“点击上传”，选择对象文件，单击“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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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6 选择对象

3. 单击上传好的文件名，进行下载。打开下载的对象存储文件，查看与上传的对象
存储文件是否一致。

----结束

调用连接器

可以通过调用REST接口完成如下功能，具体请参考连接器API。

接口 说明

上传文件 可以将本地文件往存储中上传。使用该API上传文件，默认只
会上传到连接器下配置的第一个桶中。待上传的文件可以是任
何类型：文本文件、图片、视频等。

下载文件 从存储中下载文件。

删除文件 从存储中删除无用的文件。

删除目录 从存储中删除某目录。如果目录下不为空，删除目录的同时也
会删除该目录下文件。

列举目录下文件 列举存储中某目录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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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说明

分段上传 对于较大文件上传，可以切分成段上传。用户可以在如下的应
用场景内（但不仅限于此），使用分段上传的模式：

● 上传超过100MB大小的文件。

● 网络条件较差，和OBS等存储服务端之间的链接经常断开。

● 上传前无法确定将要上传文件的大小。

获取endpoint，即
文件存储地址的前

endpoint为文件存储地址的前 ，该前 加上传对象的路径，
是实际访问对象的全路径。

分享Token 获取临时Token，用户只要使用该临时Token即可访问文件，
不用再使用“access-token”进行鉴权。

 

通过 Flow 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OBS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Flow实现对象存
储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OBS的对接。若想获取系统预置的接口说明，请单击脚本主
要用什么语言和库。

步骤1 在应用开发页面，将鼠标放在应用下的Logic文件夹旁，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
排”。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存储 > OBS”，拖拽“OBS”图标至画布
中，弹出配置窗口。

“OBS”是系统预置的与OBS对接的存储接口。

步骤4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Flow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刚创建的“TestOBS”。

步骤5 设置调用“OBS”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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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7 配置“OBS”

表 2-247 “OBS”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系统预置如下三个动作。

● view_object_obs：系统预置的查看存储对象接口。

● put_object_obs：系统预置的存储对象接口，用于将系统的对
象存储到OBS的存储桶中。

● get_endpoint_obs：用于获取对象存储地址的前 。该前 加
上传对象的路径，是实际访问对象的全路径。

输入参数 为定义连接器时设置的自定义参数。

● “目标”取值为“object”时：请在“源”里配置对象名称。

● “目标”取值为“data”时：请在“源”里配置对象具体数
据。

● “目标”取值为“bucket”时：请在“源”里配置桶。

● “目标”取值为“acl”时：可选参数，请在“源”里配置对
象文件的访问控制权限。取值为“private”（私有）、
“public-read”（公共读）、“public-read-write”（公共读
写）和“default”（和桶权限一致）。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输出参数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result”，“目标”用于接收支付结
果，必须定义一个空实例的结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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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连接开始和OBS图元。

步骤7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空白区域，选择 ，设置服务编排出参。将OBS图元的输出参
数作为整个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

步骤8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0 在OBS上查看存储桶中存储的对象列表，查看对象已存储成功。

----结束

2.10.3.3 对接 MINIO 存储功能

通过应用与MINIO对接，实现对象或者Widget资产存储功能。

背景信息

MINIO为系统提供的预置存储器，在部署AppCube时已经进行安装配置。华为云线上
不支持使用MINIO，线下可使用。

前提条件

请获取如下关键信息：

● 已获取MINIO的访问密钥ID和秘密访问密钥。

● 已在MINIO上创建存储桶，用于后续存储对象使用。

新建 MINIO 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存储 > MINIO”。

步骤2 在右侧单击“+”，在“基本信息”区域输入与MINIO对接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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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8 新建连接器

表 2-248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账号地区 MINIO服务的区域ID。

访问密钥 MINIO的访问密钥ID。

密钥 MINIO的秘密访问密钥。

内容分发网
络

CDN服务器的地址。通过该配置，您后续访问上传的静态资源时，
可不用登录MINIO，直接通过CDN访问到静态资源。

可选配置。

描述 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开启操作日
志

选中该选项后，用户使用连接器上传、下载、查看文件时将会记录
操作日志。

 

步骤3 在“桶”区域单击“添加”，设置存储桶，用于存储对象，可选择多个桶，单击“保
存”。

其中通过配置“文件类型”和“文件大小（字节）”可分别限制上传文件的类型和大
小。

步骤4 （可选）创建连接器后，您可进行简单的测试，测试是否能在存储桶上存储对象。

说明

该测试只能上传小于1MB字节的对象。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存储桶所在行的 。

2. 单击“点击上传”，选择对象文件，单击“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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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9 选择对象

3. 单击上传好的文件名，进行下载。打开下载的对象存储文件，查看与上传的对象
存储文件是否一致。

----结束

通过 Flow 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MINIO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Flow实现对象
存储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MINIO的对接。若想获取系统预置的接口说明，请单击脚
本主要用什么语言和库。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在Flow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存储 > minio”，拖拽“minio”图标至画布
中，弹出配置窗口。

“minio”是系统预置的与MINIO对接的存储接口。

步骤4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参数说明如下。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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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器：该Flow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系统预置的连接器，例如
“minio1”。

步骤5 设置调用“MINIO”参数。

图 2-890 配置“MINIO”

表 2-249 “MINIO”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系统预置如下三个动作。

● view_object_minio：系统预置的查看存储对象接口。

● put_object_minio：是系统预置的存储对象接口，用于将系统
的对象存储到MINIO的存储桶中。

● get_endpoint_minio：用于获取对象存储地址的前 。该前
加上传对象的路径，是实际访问对象的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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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为定义连接器时设置的自定义参数。取值说明如下：

● “目标”取值为“object”时：请在“源”里配置对象名称。

● “目标”取值为“data”时：请在“源”里配置对象具体数
据。

● “目标”取值为“bucket”时：请在“源”里配置桶。可在连
接器列表单击连接器名称进入详情页查看桶信息。

● “目标”取值为“acl”时：可选参数，请在“源”里配置对
象文件的访问控制权限。取值为“private”（私有）、
“public-read”（公共读）、“public-read-write”（公共读
写）和“default”（和桶权限一致）。

●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源”从下拉框选择为“result”，“目标”用于接
收支付结果，必须定义一个空实例的结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步骤6 连接开始和MINIO图元。

步骤7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空白区域，选择 ，设置服务编排出参。将MINIO图元的输出
参数作为整个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

步骤8 单击保存按钮，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步骤10 在MINIO上查看存储桶中存储的对象列表，查看对象已存储成功。

----结束

2.10.3.4 对接对象存储代理

当对不同存储类型（OBS或者MINIO）中的对象实例进行操作时，为了实现实例格式
的兼容性，需要对不同存储类型中的对象实例配置存储代理连接器。

新建对象存储代理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存储 > 对象存储代理”。

步骤2 单击“+”，配置参数，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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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0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名称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且只能由英文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
（_）组成。

代理类型 对象实例的存储容器类型。

● OBS
● MINIO

代理名 在下拉框中选择具体的连接器名称。

桶 存储对象的存储桶名，直接在下拉框中选择。

 

----结束

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存储代理连接器实现一系列功能，这里以新建一个Flow实现
获取上传对象文件的地址前 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在脚本中调用存储代理连接器。若想获取系统预置的接口说明，请单击脚本主要用什么
语言和库。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存储 > objectstorageproxy”，拖拽
“objectstorageproxy”图标至画布中，弹出配置窗口。

“objectstorageproxy”是系统预置的调用存储代理连接器的接口。

步骤4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参数说明如下。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Flow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刚创建的连接器，例如
“NS_MINIO”。

步骤5 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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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1 配置“objectstorageproxy”

表 2-251 “objectstorageproxy”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系统预置如下三个动作。

● get_endpoint_objectstorageproxy：获取上传对象文件的地址
前 。

● view_object_objectstorageproxy：系统预置的查看存储对象
接口。

● put_object_objectstorageproxy：是系统预置的存储对象接
口，用于将系统的对象存储到存储桶中。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为定义连接器时设置的自定义参数。取值说明如下：

● “目标”取值为“object”时：请在“源”里配置对象名称。

● “目标”取值为“data”时：请在“源”里配置对象具体数
据。

● “目标”取值为“bucket”时：请在“源”里配置桶。

● “目标”取值为“acl”时：可选参数，请在“源”里配置对
象文件的访问控制权限。取值为“private”（私有）、
“public-read”（公共读）、“public-read-write”（公共读
写）和“default”（和桶权限一致）。

●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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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result”，“目标”用于接收支付结
果，必须定义一个空实例的结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endpoint”，“目标”用于获取上传
对象文件的地址前 ，必须定义一个text类型的变量来进行接
收。

 

步骤6 连接开始和objectstorageproxy图元。

步骤7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空白区域，选择 ，设置Flow出参。将objectstorageproxy图
元的输出参数作为整个服务编排的输出参数。

步骤8 单击上方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单击 ，不用输入请求参数直接运行。

输出结果如下，表示成功获取上传对象文件的地址前 。

{
  "interviewId": "002N000000T1Jl8Zzzpg",
  "outputs": {
    "variable0": "http://100.100.92.158:9000/mybucket/"
  }
}

----结束

2.10.3.5 对接 Redis 实现数据存储

通过应用与Redis对接，实现数据存储功能。

前提条件

已获取Redis提供服务的URL地址和登录密码。

新建 Redis 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数据库 > Redis”。

步骤2 单击“+”，输入与Redis对接的参数，并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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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2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名称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且只能由英文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
（_）组成。

地址 Redis提供服务的URL地址。

每个地址占一行，集群模式下至少填写两个地址。

密码 连接Redis的密码。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结束

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Redis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脚本为例进行举例说
明。

说明

若想获取系统预置的接口说明，请单击脚本主要用什么语言和库。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脚本名称，单击“添加”。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
import * as redis from 'redis';

try {
    let cli = redis.newClient("NS__Redis1");
    // cli.set("A", "B", 0);
    console.log(cli.get("A"));
    console.log(cli.set("some_non_exist_key", "1", 0));
    console.log(cli.get("some_non_exist_key"));
    console.log(cli.set("some_non_exist_key", "2", 0));
    console.log(cli.get("some_non_exist_key"));
} catch (e) {
    console.log(e.message);
}

其中redis.newClient("NS__Redis1")中“NS__Redis1”为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不用输入请求报文，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3. 检查日志页签，由日志可看出刷新了Redis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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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9 14:09:10.889|debug|vm[7]>>> AppCube 1.2.8 - Production on 2019-08-28 14:28:06 
1e6786b57891a6512b6922bf02cc90ad972a4e9a debug (<unknown>.ts:0)
0829 14:09:10.889|debug|vm[7]>>> script: NS__testsingleredis 1.0.1  (<unknown>.ts:0)
0829 14:09:10.889|debug|vm[7]>>> locale: zh_CN (<unknown>.ts:0)
0829 14:09:10.889|debug|vm[7]>>> timezone: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Asia/Shanghai) 
(<unknown>.ts:0)
0829 14:09:10.897|debug|vm[7]>>> undefined (NS__testsingleredis.ts:6)
0829 14:09:10.898|debug|vm[7]>>> true (NS__testsingleredis.ts:7)
0829 14:09:10.899|debug|vm[7]>>> 1 (NS__testsingleredis.ts:8)
0829 14:09:10.901|debug|vm[7]>>> true (NS__testsingleredis.ts:9)
0829 14:09:10.902|debug|vm[7]>>> 2 (NS__testsingleredis.ts:10)

----结束

2.10.3.6 对接 CSS 提供云搜索服务

通过应用与华为CSS （Cloud Search Service）对接，实现云搜索服务功能。

背景信息

CSS （Cloud Search Service）：即云搜索服务，是一个基于Elasticsearch且完全托管
的在线分布式搜索服务，为用户提供结构化、非结构化文本的多条件检索、统计、报
表。完全兼容开源Elasticsearch软件原生接口。它可以帮助网站和App搭建搜索框，提
升用户寻找资料和视频的体验；还可以搭建日志分析平台，在运维上进行业务日志分
析和监控，在运营上进行流量分析等等。 云搜索服务的使用流程和数据库类似。

更多Elasticsearch说明可参考Elasticsearch官方网站。

场景描述

使用云搜索服务创建索引。

前提条件

已获取CSS提供服务的URL地址，获取方法如下：

1. 单击此处，打开CSS管理控制台登录页面。根据页面提示，登录系统。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EI 企业智能 > 云搜索服务”。

3. 在左侧菜单选择“集群管理”，获取“内网访问地址”取值。

新建 CSS 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数据库 > 云搜索”。

步骤2 单击“+”，在页面中输入与CSS对接的参数，并单击“保存”。

表 2-253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在Script中选用连接器时的一个标识。

名称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且只能由英文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
（_）组成。

示例：C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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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地址 CSS （Cloud Search Service）提供服务的URL地址，获取方法请参
考前提条件。

每个地址占一行。

版本 ElasticSearch的大版本号，目前支持版本6和7。

安全模式 在安全模式访问集群将进行通讯加密及安全认证，安全模式下若地
址未指明协议将默认使用https。

使用证书 仅在使用https协议，且无法通过证书校验时，才需要使用自定义的
证书。

该证书将用于构建客户端，以验证服务端的真实性，当前支持x509
格式的证书。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结束

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CSS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脚本为例进行举例说
明。

说明

若想获取系统预置的接口说明，请单击脚本主要用什么语言和库。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
//导入该脚本所依赖的标准库文件。es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
import * as es from 'es'

/
   ES模块部分脚本接口调用示例
*/

let indexName1 = "indexName1"
let indexName2 = "indexName2"
let aliasName = "alias"

let client = es.newClient('CSS1') //创建客户端需要输入连接器实例名称，这里举例为“CSS1”

//1. 准备，如果已经存在索引，先进行删除（删除索引同时会删除索引内文档）
let exist = client.checkIndexExist(indexName1)
if (exist) { client.dropIndex(indexName1) }
exist = client.checkIndexExist(indexName2)
if (exist) { client.dropIndex(indexName2) }
client.createIndex(indexName1) //创建一个没有映射的索引（根据插入的文档动态生成映射）

//2. 插入或更新文档，如果已存在同id文档则更新，不存在则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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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doc = {
    "_id": "1001",     //自定义的文档ID，若不指定_id，则自动生成唯一随机的文档ID
    "foo": "apple",
    "bar": 30,
}
let docID = client.indexDoc(indexName1, doc) //返回index的文档id
console.log("docID: ", docID) //此处docID为1001

//3. 批量插入或更新文档
let docs = [    //再定义两个文档
    {
        "_id": "1002",
        "foo": "banana",
        "bar": 40,
    },
    {
        "_id": "1003",
        "foo": "orange",
        "bar": 50,
        "baz": true,
    }
]
client.bulkIndexDocs(indexName1, docs)

//4. 局部更新文档
client.updateDocByDocID(indexName1, "1001", {
    bar: 35,     //局部更新，只将bar字段改为35
    qux: "none",    //局部添加新字段和值
})

//5. 增删改之后可以显式调用refresh进行刷新，否则需等待约1秒之后，才可被搜
client.refresh(indexName1)

//6. 查记录数
let count = client.countDocs(indexName1)
console.log("count: ", count) //应打印3

//7. 按条件查
let condition = { 
    query: {
        range: {
            bar: { gte: 40 }
        }
    }
}
let searchRes = client.search(condition, indexName1)  //查询bar字段大于40的文档
console.log("searchRes: ", searchRes)   //此处会打印出两个匹配的文档

//8. 按条件更新
let script = 'ctx._source.bar = 70' 
let query = {
    match: {
        foo: "apple",
    }
}
let updatedCount = client.updateByQuery(indexName1, query, script) //批量更新，把foo为apple的文档的bar
都变为70
console.log("updatedCount: ", updatedCount) //打印出改动的文档数量，此处打印1
client.refresh(indexName1)

//9. 仅查询id列表
let idList = client.searchIDList(indexName1, {
    query: {
        match_all: {}   //全部查询
    },
    size: 5  //指定 多搜出5个结果
})
console.log("idList: ", idList) //会打印 ["1001","100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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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轻量查询(相比于search，query不需要写json条件，只需要简单字符串查询即可)
let queryRes = client.query("foo:apple", false, indexName1) //查询foo字段为apple的文档, 第二个参数false表
示只查前十个文档，为true则为全查
console.log("queryRes1: ", queryRes) //会有1个查询结果
queryRes = client.query("foo:apple OR banana", false, indexName1) //除了foo字段为apple的文档，再加上全
文查询banana的结果
console.log("queryRes2: ", queryRes) //会有2个查询结果

//11. 创建第二个索引，自定义映射
let mp = {
    dynamic: "strict",
    properties: {
        name: { type: "text"    },
        age: {  type: "integer" }
    }
}
client.createIndexWithMapping(indexName2, mp)

//12. 获得索引的映射
let mpRes = client.getMapping(indexName2)
console.log("mapping: ", mpRes)    //打印出映射

//13. 绑定别名
client.attachAlias(indexName1, aliasName)

//14. 对别名操作和对索引操作一致
client.deleteDocByDocID(aliasName, "1001")
client.refresh(aliasName)
count = client.countDocs(aliasName)
console.log("countAfterDelete: ", count) //这里会打印2

//15. 得到别名关联的索引
let attached = client.getAttachedIndexes(aliasName)
console.log(attached)   //这里会打印出indexName1

//16. 得到索引管理的别名
let ali = client.getAlias(indexName1)
console.log(ali)    //打印出alias的名字

//17. 同时绑定新索引，解绑旧索引
client.attachAndDetachAlias(indexName2, indexName1, aliasName)
attached = client.getAttachedIndexes(aliasName)
console.log(attached)   //打印出indexName2

//18. 获取当前所有索引的基本信息(对应的别名、文档数)
let catRes = client.cat()
console.log("catRes: ", catRes)

其中es.newClient('NS__CSS1')中“NS__CSS1”为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不用输入请求报文，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3. 检查日志页签，由日志可看出创建了索引。
0826 10:20:14.685|debug|vm[86]>>> AppCube 1.2.8 - Production on 2019-08-23 14:44:06 
2ce004a222b087e3ac55c70d4e2482d7338d81aa debug (<unknown>.ts:0)
0826 10:20:14.685|debug|vm[86]>>> script: Test_CSS1 1.0.1  (<unknown>.ts:0)
0826 10:20:14.685|debug|vm[86]>>> locale: zh_CN (<unknown>.ts:0)
0826 10:20:14.685|debug|vm[86]>>> timezone: (GMT+00:00) Greenwich Mean Time (GMT) 
(<unknown>.ts:0)
0826 10:20:14.766|debug|vm[86]>>> docID:  1001 (Test_CSS1.ts:28)
0826 10:20:14.812|debug|vm[86]>>> count:  3 (Test_CSS1.ts:57)
0826 10:20:14.815|debug|vm[86]>>> searchRes:  {
    "aggregations": {},
    "hi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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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id": "1002",
            "_index": "indexname1",
            "_score": 1,
            "_source": {
                "bar": 40,
                "foo": "banana"
            },
            "_type": "_doc"
        },
        {
            "_id": "1003",
            "_index": "indexname1",
            "_score": 1,
            "_source": {
                "bar": 50,
                "baz": true,
                "foo": "orange"
            },
            "_type": "_doc"
        }
    ],
    "max_score": 1,
    "total": {
        "relation": "eq",
        "value": 2
    }
} (Test_CSS1.ts:68)
0826 10:20:14.82|debug|vm[86]>>> updatedCount:  1 (Test_CSS1.ts:78)
0826 10:20:14.831|debug|vm[86]>>> idList:  [
    "1002",
    "1003",
    "1001"
] (Test_CSS1.ts:88)
0826 10:20:14.833|debug|vm[86]>>> queryRes1:  {
    "_id": "1001",
    "_index": "indexname1",
    "bar": 70,
    "foo": "apple",
    "qux": "none"
} (Test_CSS1.ts:92)
0826 10:20:14.835|debug|vm[86]>>> queryRes2:  {
    "_id": "1002",
    "_index": "indexname1",
    "bar": 40,
    "foo": "banana"
},
{
    "_id": "1001",
    "_index": "indexname1",
    "bar": 70,
    "foo": "apple",
    "qux": "none"
} (Test_CSS1.ts:94)
0826 10:20:14.879|debug|vm[86]>>> mapping:  {
    "age": {
        "type": "integer"
    },
    "name": {
        "type": "text"
    }
} (Test_CSS1.ts:108)
0826 10:20:14.898|debug|vm[86]>>> countAfterDelete:  2 (Test_CSS1.ts:117)
0826 10:20:14.899|debug|vm[86]>>> indexname1 (Test_CSS1.ts:121)
0826 10:20:14.899|debug|vm[86]>>> alias (Test_CSS1.ts:125)
0826 10:20:14.908|debug|vm[86]>>> indexname2 (Test_CSS1.ts:130)
0826 10:20:14.912|debug|vm[86]>>> catRes:  [
    {
        "indexName": "indexname1",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81



        "aliases": null,
        "docCount": 2
    },
    {
        "indexName": "indexname2",
        "aliases": [
            "alias"
        ],
        "docCount": 0
    }
] (Test_CSS1.ts:134)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脚本。

步骤7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脚本”区域单击“管理脚本”。将上一步启用的脚本拖入“已选
择”区域，单击“保存”。

图 2-892 单击“管理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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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3 选择脚本

步骤8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脚本”区域，单击脚本操作列 按钮。

在“索引”区域可查看到脚本的执行结果：添加了“indexname1”和

“indexname2”索引。单击索引操作列的 按钮，可执行查看索引的元
数据定义、输入关键字查询文档（支持输入“*”进行模糊匹配）、删除索引的操作。

单击“索引”区域的“刷新”，可刷新索引。

----结束

2.10.3.7 对接 OCR 实现图片上文字识别功能

通过应用与华为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对接，实现图片或扫描件中文
字识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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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即文字识别，是将图片或扫描件中的文字识
别成可编辑的文本。可代替人工录入，提升业务效率。

场景描述

识别某用户上传到华为OBS上的身份证图片的全部信息。

前提条件
● 已申请身份证识别服务。

a. 单击此处，根据页面提示，登录华为云，单击右上角的“控制台”，进入
“管理控制台”界面。

b.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c.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EI 企业智能 > 文字识别”，进入“文
字识别”界面。

d. 选择要使用的服务，例如“身份证识别”，单击“申请服务”，进行服务使
用申请。

e. 完成“申请服务”之后，即完成该服务的开通操作。

●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
钥对。

● 已将身份证照片上传到华为云的OBS存储桶上，并获取到图片的URL。具体操作
请参考如何上传文件。

新建 OCR 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AI > OCR”。

步骤2 单击“+”，输入与OCR对接的参数，并单击“保存”。

表 2-254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名称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且只能由英文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
（_）组成。

示例：OCR_Test

区域 OCR服务的区域。

访问密钥 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ID和私
有访问密钥一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K”取值保持一致。

密钥 私有访问密钥。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
名，可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SK”取值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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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步骤3 （可选）创建连接器后，可进行简单的测试，测试是否能可识别身份证照片。

1. 在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Test”。

2. “选择类型”中可配置为“图片URL”或者“图片文件”，输入图片URL或者选择
身份证图片，单击“测试”。

图 2-894 配置身份证

若弹出“成功”弹框，成功识别出身份证信息，表示测试成功。

图 2-895 测试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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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OCR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脚本实现身份证识别
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
//导入该脚本所依赖的标准库文件。ocr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
import * as ocr from 'ocr';
 
let cli = ocr.newClient("OCR_Test");
try {
    let url = "https://obs-XXXX.obs.cn-north-1.testXXXX.com:443/1.PNG?
AccessKeyId=ZK87UUIONJF5ZHWBINUO&Expires=1556001233&Signature=DOwO6djb4Q3EBvCieQFaO3
T2GKU%3D&x-obs-security-token=gQpjbi1ub3J0aC0xipYOeC2mcbefHh5I_aMr6DEWQ8-
iFyxqatavdiFtYowH-
lpJCcxeTynsV_4PTJe9QIx85mlDIDo3sU9PUv3hFtRjQORjGE2PqA4hEtozvMuWxXb5b6RKiFT37-
z7NoI4R85XmlTmZGQ6OUZ92bercG5DWEBTDVd3I_UYuNGzF20q6S2COP__Z-
uqkhhw8nATd3k6GaIfCqxjcOih_juHBBoM1ON74vpKxCl1sJxnEYbZfkf6FO_xuGaJD7-
J7OzD8tsSmFf4jR1TqZFZzrPEc9bkd2bPr8pwOCdDp8Yy0EVauKDvtIXsvzFollOR0rUvZol1sIsQU0gVpFpZyI
qYqG6C_qQfXmr5DQwXTsQyifKjXLSj2MbPs6FKLYqu7mj0NhxUVcK5EQh5Vl5x5VHvYGRwgWJL078oXVB
KGnQnr05EDHcCiW-6Gris2mHBYdcNmuhJ1UwNekeumBc0S6_33yK-
U8OGYLMpR6HnLooyFmtmnOBIIQIkzWfWUNM7nIdWWcPmozJcBZ8iyawE0Cxgz5Xf56hPi-
YZda0d1Xu387GA8PBkEPVct1yo5nh2bmVfRH6z0zWzhN-
vbFcIHsfYv776DDLKQdSH0Sn-8bHdvPLPd2QieBkgS6wfvTcKMeBA6PwwNBl0Xqds6vQPpSZe6cYyplNuJo
Y05VLd8tLZMy_bR8Dmf1kArQaSquBzw2eDCfJAazjA4wTnkbccr38k7eM%3D"
    let resp = cli.idCardWithURL(url, "front");
    console.log(resp);
} catch (e) {
    console.log("error: ", e)
}

其中ocr.newClient("OCR_Test")中“OCR_Test”为连接器的名称。url取值是图片的
URL， "front"表示识别的是身份证正面。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在页面底部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3. 检查输出是否识别出身份证上文字信息。

识别出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脚本。

----结束

Flow 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OCR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Flow实现身份证
识别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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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AI > OCR”，拖拽“ OCR”图标至画布
中。

“ OCR”是系统预置的与OCR对接的接口。

步骤4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参数说明如下。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刚创建的“OCR_Test”。

步骤5 设置动作参数。

参数 说明

动作 系统提供了两个动作。

● id_card_with_url：根据图片的URL路径识别身份证。目前仅
支持华为云上OBS提供的临时授权或者匿名公开授权访问的
URL。

● id_card_with_image：根据base64编码后的图像数据识别身份
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10M。图像各边的像素大
小在15到8000之间。支持JPG/PNG/BMP/TIFF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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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

● 当动作为“id_card_with_url”时，输入参数说明如下：

– “目标”取值为“url”时：请在“源”里配置图片的URL
路径，目前仅支持华为云上OBS提供的临时授权或者匿名
公开授权访问的URL。

– “目标”取值为“side”时：请在“源”里配置身份证正面
还是反面，“源”配置为“front”，表示为身份证正面，
“源”配置为“back”，表示为身份证背面。

● 当动作为“id_card_with_image”时，输入参数说明如下：

– “目标”取值为“image”时：请在“源”里配置图像数
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10M。图
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000之间。支持JPG/PNG/BMP/
TIFF格式。

– “目标”取值为“side”时：请在“源”里配置身份证正面
还是反面，“源”配置为“front”，表示为身份证正面，
“源”配置为“back”，表示为身份证背面。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result”，“目标”用于调用成功时
的调用结果。必须定义一个如下表的结构变量来进行接收。

●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error”，“目标”用于调用失败时
的错误码。

 

表 2-255 result 结构体成员变量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姓名。

sex String 性别。

birth String 出生日期。

ethnicity String 民族。

address String 地址。

number String 身份证号。

issue String 发证机关。

valid_from String 有效起始日期。

valid_to String 有效结束日期。

 

步骤6 连接开始和OCR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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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单击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若输出身份证识别信息，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结束

2.10.3.8 对接 IEF 实现边缘节点管理功能

通过应用与华为IEF（Intelligent EdgeFabric）对接，实现在5G智慧加油站解决方案
中，通过华为云IEF服务来纳管边缘节点，并通过IEF云边通信能力来向边缘节点发送业
务命令。

背景信息

智能边缘平台（Intelligent EdgeFabric）通过纳管您的边缘节点，提供将云上应用延
伸到边缘的能力，联动边缘和云端的数据，满足客户对边缘计算资源的远程管控、数
据处理、分析决策、智能化的诉求，同时，在云端提供统一的设备/应用监控、日志采
集等运维能力，为企业提供完整的边缘和云协同的一体化服务的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前提条件

1. 已申请IEF服务。

a. 单击此处，根据页面提示，登录华为云，单击右上角的“控制台”，进入
“管理控制台”界面。

b.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c.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边缘云服务 > 智能边缘平台”，进入
“服务授权”界面。

d. 在“服务授权”界面单击“同意授权”。

2.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
钥对。

配置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AI > 智能边缘平台”。

步骤2 单击“+”，在页面中输入与IEF对接的参数，单击“保存”。

表 2-256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区域 IEF服务的区域。

该业务目前只用在5G智慧加油站解决方案中，因此区域目前只支持
“华北-北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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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访问密钥ID 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ID和私
有访问密钥一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K”取值保持一致。

密钥 私有访问密钥。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
名，可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SK”取值保持一致。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步骤3 （可选）创建连接器后，您可进行简单的测试。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Test”。

2. 在“Test”页面输入参数，单击“测试”。

表 2-257 “Test”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选择接口 调用的IEF的接口名，支持调用以下几种：

– 查询边缘节点列表

– 查询边缘节点详情

– 查询边缘设备列表

– 查询边缘设备详情

– 向边缘节点发送消息

入参 调用接口的入参，所有接口的入参合集如下：

– project_id：项目ID，获取方法为：登录华为云的管理控制
台，在用户名的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在“API凭
证”页签中项目列表区域查看项目ID。

– node_id：边缘节点ID。

– device_id：边缘设备ID。

– topic：IEF上的消息路由中的“源端点资源”取值，去掉
“/”。获取方法：登录华为云的管理控制台，单击管理控制

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边缘云服务 > 智能边缘平台”，然后选择左侧导
航栏“边云消息 > 消息路由”，查看所用的消息路由的“源
端点资源”取值，“源端点资源”取值以“/”打头，去掉
“/”，剩下部分即为该“topic”取值。

– 发送的消息(json)：发送的消息，json格式。

 

若弹出如下弹框，表示测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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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6 测试成功

----结束

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调用IEF的接口，脚本样例如下：

export interface IEFClient {
    /*
    
    @param projectID
     */
    getProjectNode(projectID: string): IdentifierInfo

    /*
    
    @param projectID
     */
    getProjectDevice(projectID: string): IdentifierInfo

    /*
    
    @param projectID
     @param nodeID
     */
    getNode(projectID: string, nodeID: string): IdentifierInfo

    /*
    
    @param projectID
     @param deviceID
     */
    getNodeDevice(projectID: string, deviceID: string): IdentifierInfo

    /*
    
    @param nodeID
     @param topic
     @param msg
     */
    getMSG(nodeID: string, topic: string, msg: string): IdentifierInfo
}

这里以新建一个脚本实现查询边缘节点列表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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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
import { Decimal } from 'decimal';
import { Error } from 'error';
import * as ief from 'ief';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ype" })
    project_id: string;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the operation value 2" })
    //  node_id: string;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Object", required: true })
    result: Object;
}

export class Calculator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do a operation" })
    run(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put = new Output();
        let cli = ief.newClient("ief_test");
        output.result = cli.getProjectNode(input.project_id);
        //console.log(output.result);
        return output;
    }

}

其中ief.newClient("ief_test")中“ief_test”为连接器的名称。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参数项目ID，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
标。
{
    "project_id":"XXXXXXXXXXX"
}

3. 检查输出，显示出边缘节点列表，表示执行脚本成功。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脚本。

----结束

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服务编排Flow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IEF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服务编排
实现查询边缘节点列表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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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AI > IEF”，拖拽“ IEF”图标至画布中。

“ IEF”是系统预置的与IEF对接的接口。

步骤4 创建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变量。由于该服务编排调用的是IEF的查询边缘节点列表
接口，则需要定义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与接口的入参和出参类型保持一致。

此步骤需要创建如下变量。

表 2-258 服务编排变量

变量类型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put/
Output
Type

说明

普通变量 projectI
D

文本 Input Only 项目ID。

结构体变
量

result1 私有结构体变
量

Output
Only

输出的查询结果。

 

1.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设计区域空白处，在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私有结
构体页面单击“新增”。

创建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变量“result1”前，首先需要创建私有结构体类型。

图 2-897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2. 设置私有结构体名称，成员不用定义。

图 2-898 配置私有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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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4. 选择“私有结构体”，设置页面参数。

表 2-259 私有结构体变量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解释说明

名称 该结构体变量名称。

私有结构体 选择刚创建的结构体类型名称“result”。

默认值 变量的默认取值。

描述 该变量的描述说明。

是否为数组 是否为数组型变量即集合变量。

 

5.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图 2-899 创建变量

6. 双击变量名，修改为“proje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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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00 设置变量

步骤5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选择IEF图元，在右侧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参数说明如下。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服务编排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刚创建的“ief_test”。

步骤6 单击 ，设置动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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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动作 调用的IEF的具体接口。

● Message to node：向边缘节点发送消息。

● Project Device：查询边缘设备详情

● Node Information：查询边缘节点详情

● Project Node：查询边缘节点列表

● Device Information：查询边缘设备详情

选择“Project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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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入参数 调用接口的入参。在“目标”从下拉框选择为“project_id”，在
“源”中拖入全局上下文中的“projectID”。

所有接口的入参合集如下：

● project_id：项目ID，获取方法为：登录华为云的管理控制
台，在用户名的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在“API凭
证”页签中项目列表区域查看项目ID。

● node_id：边缘节点ID。

● device_id：边缘设备ID。

● topic：IEF上的消息路由中的“源端点资源”取值，去掉
“/”。获取方法：登录华为云的管理控制台，单击管理控制

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边缘云服务 > 智能边缘平台”，然后选择左侧导
航栏“边云消息 > 消息路由”，查看所用的消息路由的“源
端点资源”取值，“源端点资源”取值以“/”打头，去掉
“/”，剩下部分即为该“topic”取值。

● 发送的消息(json)：发送的消息，json格式。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result”，“目标”中拖入全局上下文
中的“result1”。用于接收调用成功时的调用结果。

 

步骤7 连接开始和IEF图元。

步骤8 单击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输入入参。
{
    "project_id":"XXXXXXXXXXX"
}

若输出边缘节点列表，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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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2.10.3.9 对接华为云 ModelArts Pro

通过配置ModelArts Pro连接器，实现AppCube与华为ModelArts Pro对接，对接后可
使用ModelArts Pro提供的文字识别套件、自然语言处理套件提供的能力。文字识别套
件基于丰富的文字识别算法和行业知识积累，帮助客户快速构建满足不同业务场景需
求的文字识别服务，实现多种版式图像的文字信息结构化提取；自然语言处理套件为
客户提供自然语言处理的自定制工具，旨在帮助客户高效地构建行业、领域的高精度
文本处理模型，可应用于金融、法律等行业。

背景信息

ModelArts Pro是为企业级AI应用打造的专业开发套件。基于华为云的先进算法和快速
训练能力，提供预置工作流和模型，提升企业AI应用的开发效率，降低开发难度。同
时，支持客户自主进行工作流编排，快速实现应用的开发、共享和发布，共建开放生
态，实现普惠行业AI落地。ModelArts Pro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套件、文字识别套件、视
觉套件等，能够快速响应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AI落地需求。

更多ModelArts Pro说明可参考ModelArts Pro官方网站。

场景描述

对行程码进行识别。

前提条件

1. 使用ModelArts Pro过程中，ModelArts Pro需要访问ModelArts服务的云资源。因
此需要先申请开通华为云ModelArts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考准备工作。

2. AppCube对接ModelArts Pro，使用ModelArts Pro提供的文字识别套件、自然语
言处理套件提供的能力。因此需要先申请文字识别套件和自然语言处理套件。具
体操作请参考申请行业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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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
钥对。

4. 本节场景是对行程码图片进行识别，需要在ModelArts Pro上创建并部署上线用于
对行程码进行识别的模型，由于各省份行程码可能不一致，所以部署的为多模
板。具体操作请参考使用多模板工作流开发应用。

配置连接器

步骤1 在应用开发页面，单击左侧列表中的 ，选择“AI > ModelArtsPro”。

步骤2 单击“+”，输入与ModelArts Pro对接的参数，单击“保存”。

表 2-260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名称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且只能由英文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
（_）组成。

示例：custom_defined_ocr

* 区域 选择对接ModelArts Pro的服务区域。

* 访问密钥 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ID和私
有访问密钥一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K”取值保持一致。

* 密钥 私有访问密钥。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
名，可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SK”取值保持一致。

项目ID ModelArts Pro服务区域对应的项目ID。

获取方法为：登录华为云的管理控制台，在用户名的下拉列表中，
单击“我的凭证”，在“API凭证”页签中项目列表区域查看项目
ID。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
息（包括访问密钥和密钥）一并带入应用包中。例如，如果应用包
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说明：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步骤3 （可选）创建连接器后，您可进行简单的测试，测试是否能可识别行程码。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

2. 参考表2-261配置测试参数，单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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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01 配置测试参数

表 2-261 测试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选择类型 识别的主体可以是图片或者文本信息。类型支持如下：

– 文字识别套件 / 图片URL：识别的主体是图片URL。

– 文字识别套件 / 图片文件：识别的主体为图片文件。

– 自然语言处理套件 / 文本信息：识别的主体为文本。

这里选择“文字识别套件 / 图片文件”，并上传待识别的行程
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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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模型Apig-
Code

当“选择类型”选择“自然语言处理套件 / 文本信息”时，该
参数才会出现。用于标识ModelArts Pro管理控制台中已部署服
务的API接口，用于AppCube调用ModelArts Pro中已上线的服
务。

该参数值获取方法如下：

1. 已部署模型，具体可参考自然语言处理套件（使用文本分类
工作流开发应用）。

2. 登录ModelArts Pro管理控制台，单击“自然语言处理”套
件卡片的“进入套件”，进入自然语言处理套件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开发>工作台”。
默认进入“我的应用”页签。

4. 在“我的应用”页签下，选择已创建的应用，单击操作列的
“查看”。

5. 单击页面上方的“应用监控”，查看“API URL”，如图
2-902所示，该参数值为“API URL”中的一串字符串。

模型Id ModelArts Pro管理控制台中已上线的模型ID。

该参数值获取方法如下：

1. 已在ModelArts Pro管理控制台中部署上线模型。

2. 如图2-903所示，在部署成功页面获取ID。

是否多模板 当“选择类型”选择“文字识别套件”时，该参数才会出现。
模型模板是否是多模板。

该示例场景，识别行程码的模板为多模板。选择“是”。

 

图 2-902 查看“API URL”

图 2-903 获取模型 Id

若弹出“成功”弹框，成功识别行程码，表示测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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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04 测试成功

----结束

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调用ModelArts Pro的接口，这里以新建一个脚本实现
识别行程码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
import * as modelartspro from 'modelartspro';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the image url" })
    url: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the base64 coded image" })
    image: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Boolean",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 })
    isMultiTemplate: boolean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 })
    modelId: string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
    result: string;
}

export class testModelartsPro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modelartspro test case" })
    run(input: Input): void {
        // 填写实例化的modelartspro连接器名称
        let client = modelartspro.newClient("custom_defined_ocr")
        let result = null
        result = client.customOCRWithURL(input.url, input.isMultiTemplate, input.modelId);
        console.log(result)
    }
}

代码modelartspro.newClient("custom_defined_ocr")中“custom_defined_ocr”为
步骤2中创建的连接器的名称，如果连接器名称带有命名空间前 ，代码中也要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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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参数，参数说明参考表2-261，其中
“url”填写图片的URL，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
    "url": "https://XXXXXXXX/testModelArtsPro.jpg",
    "isMultiTemplate": true,
    "modelId": "0b7f0f28-27e2-11ec-8f30-0255ac100057"
}

3. 检查日志，有识别结果，表示执行脚本成功。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脚本。

----结束

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ModelArts Pro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服务编
排实现行程码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创建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变量。由于该服务编排调用的是ModelArts Pro的服务接
口，则需要定义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与接口的入参和出参类型保持一致。

此步骤需要创建如下变量。

表 2-262 服务编排变量

变量类型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put/
Output
Type

说明

普通变量 isMultiT
emplate

复选框 Input Only 是否为多模板。参数说明
参考表2-261中“是否多模
板”。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03



变量类型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put/
Output
Type

说明

普通变量 image 文本 Input Only 行程码图片URL。

普通变量 modelID 文本 Input Only 参数说明参考表2-261中
“模型Id”。

普通变量 result 任意 Output
Only

输出的查询结果。

普通变量 error 文本 Output
Only

报错时的错误信息。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2. 双击变量名为“isMultiTemplate”，并修改类型为复选框。

3. 新增表2-262中其他变量，单击开始图元，在右侧设置整个服务编排的入参、出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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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华为云开放API > EI企业智能 >
ModelArtsPro”，拖拽“ModelArtsPro”图标至画布中。

“ModelArtsPro”是系统预置的与ModelArts Pro对接的接口。

步骤5 在编辑器页面选择ModelArtsPro图元，在右侧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连接器中
选择配置连接器中创建的连接器“custom_defined_ocr”。

步骤6 单击 ，设置动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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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3 动作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调用的ModelArts的具体接口。

● custom_ocr_with_url：根据图片URL识别图片。

● custom_ocr_with_image：根据图片文件识别图片。

● custom_nlp_with_text：根据文本信息识别文本。

选择“custom_ocr_with_url”。

输入参数 调用接口的入参。在“目标”从下拉框选择为参数，在“源”中
拖入全局上下文中的对应变量。

所有接口的入参说明可参考表2-261。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result”，“目标”中拖入全局上下
文中的“result”。用于接收调用结果。

●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error”，“目标”中拖入全局上下
文中的“error”。用于接收错误信息。

 

步骤7 连接开始和ModelArtsPro图元。

步骤8 单击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输入入参。参数说明参考表2-261，其中“image”填写图片
的URL。
{
    "image": "https://XXXXXXX/testModelArtsPro.jpg",
    "isMultiTemplate": "true",
    "modelID": "0b7f0f28-27e2-11ec-8f30-0255ac100057"
}

若输出识别结果，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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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05 输出结果

步骤10 单击编辑器上方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2.10.3.10 对接华为云 ModelArts

通过配置ModelArts连接器，实现AppCube与华为ModelArts对接，用于图像识别、文
字识别等AI（人工智能）场景。

背景信息

ModelArts是面向AI开发者的一站式开发平台，提供海量数据预处理及半自动化标注、
大规模分布式训练、自动化模型生成及端-边-云模型按需部署能力，帮助用户快速创建
和部署AI智能模型，管理全周期AI工作流。

更多ModelArts说明可参考ModelArts官方网站。

场景描述

对花卉类图片进行识别，识别出具体花卉品种。

前提条件

1. 已申请开通华为云ModelArts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考准备工作。

2.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
钥对。

3. 本节场景是对花卉类图片进行识别，需要在ModelArts上创建并部署上线用于花卉
识别的模型。具体操作请参考使用AI Gallery的订阅算法实现花卉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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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连接器

步骤1 在应用开发页面，单击左侧列表中的 ，选择“AI > ModelArts”。

步骤2 单击“+”，输入与ModelArts对接的参数，单击“保存”。

表 2-264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名称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且只能由英文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
（_）组成。

* 区域 选择对接ModelArts的服务区域。

* 访问密钥 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ID和私
有访问密钥一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K”取值保持一致。

* 密钥 私有访问密钥。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
名，可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SK”取值保持一致。

项目ID ModelArts服务区域对应的项目ID。

获取方法为：登录华为云的管理控制台，在用户名的下拉列表中，
单击“我的凭证”，在“API凭证”页签中项目列表区域查看项目
ID。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
息（包括访问密钥和密钥）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
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说明：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步骤3 （可选）创建连接器后，您可进行简单的测试，测试是否能可识别花卉图片。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

2. 参考表2-265配置测试参数，单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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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06 配置测试参数

表 2-265 测试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选择类型 识别的主体可以是图片或者文本信息。类型支持如下：

– 图片URL：识别的主体是图片时，可选择“图片URL”并设
置图片的URL。

– 图片文件：识别的主体为图片时，可选择“图片文件”，直
接拖入图片文件。

– 文本信息：识别的主体为文本时，配置为“文本信息”，并
填写具体的文本。

这里选择“图片文件”，并上传待识别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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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模型Apig-
Code

该参数用于标识ModelArts管理控制台中已上线服务的API接
口，用于AppCube调用ModelArts中已上线的服务。

该参数值获取方法如下：

1. 已执行前提条件中操作，即已部署上线用于花卉识别的模
型。

2. 在ModelArts管理控制台左侧菜单栏中选择“部署上线>在线
服务”，进入“在线服务”管理页面。

3. 单击目标服务名称，进入服务详情页面。

4. 选择“调用指南”页签，查看“API接口地址”，如图2-907
所示，该参数值为“API接口地址”中的一串字符串。

图 2-907 查看“API 接口地址”

模型Id ModelArts管理控制台中已上线服务的服务ID。

该参数值获取方法如下：

1. 已执行前提条件中操作，即已部署上线用于花卉识别的模
型。

2. 在ModelArts管理控制台左侧菜单栏中选择“部署上线>在线
服务”，进入“在线服务”管理页面。

3. 单击目标服务名称，进入服务详情页面。

4. 查看服务ID值。

 

若弹出“成功”弹框，成功识别花卉图片，表示测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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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08 测试成功

----结束

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调用ModelArts的接口，这里以新建一个脚本实现识别
花卉图片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
import * as modelarts from 'modelarts';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the image url" })
    url: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the base64 coded image" })
    image: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 })
    apigCode: string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 })
    modelId: string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
    result: string;
}

export class testModelarts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modelartspro test case" })
    run(input: Input): void {
        // 填写实例化的modelartspro连接器名称
        let client = modelarts.newClient("testArts")
        let result = null
        result = client.modelArtsWithURL(input.url, input.apigCode, input.modelId);
        console.log(result)
        return result
    }
}

代码modelarts.newClient("testArts")中“testArts”为步骤2创建的连接器的名称。
如果连接器名称中带有命名空间前 ，代码中也需要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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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参数，参数说明参考表2-265，其中
“url”填写图片的URL。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
    "url": "https://XXXXXXXXX/testmodelarts.jpg",
    "apigCode": "bec274062225485b95fbcd4d6e8f128a",
    "modelId": "5ecac550-eefe-4437-9767-57eca07fa91f"
}

3. 检查输出，显示出识别结果，表示执行脚本成功。
{
    "predicted_label": "roses",
    "scores": [
        [
            "roses",
            "0.947"
        ],
        [
            "daisy",
            "0.050"
        ],
        [
            "tulips",
            "0.002"
        ],
        [
            "dandelion",
            "0.000"
        ],
        [
            "sunflowers",
            "0.000"
        ]
    ]
}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脚本。

----结束

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ModelArts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服务编排实
现识别花卉图片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创建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变量。由于该服务编排调用的是ModelArts的服务接口，
则需要定义该服务编排的入参和出参，与接口的入参和出参类型保持一致。

此步骤需要创建如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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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6 服务编排变量

变量类型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put/
Output
Type

说明

普通变量 image 文本 Input Only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

普通变量 apigCod
e

文本 Input Only 参数说明参考表2-265中
“模型Apig-Code”。

普通变量 modelID 文本 Input Only 参数说明参考表2-265中
“模型Id”。

普通变量 result 任意 Output
Only

输出的查询结果。

普通变量 error 文本 Output
Only

报错时的错误信息。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2. 双击变量名，修改为“image”。

图 2-909 设置变量

3. 新增表2-266中其他变量，单击开始图元，在右侧设置整个服务编排的入参、出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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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华为云开放API > EI企业智能 >
ModelArts”，拖拽“ModelArts”图标至画布中。

“ModelArts”是系统预置的与ModelArts对接的接口。

步骤5 在编辑器页面选择ModelArts图元，在右侧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连接器中选
择配置连接器中创建的连接器“testArts”。

步骤6 单击 ，设置动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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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动作 调用的ModelArts的具体接口。

● modelarts_with_url：根据图片URL识别图片。

● modelarts_with_image：根据图片文件识别图片。

● modelarts_with_text：根据文本信息识别文本。

选择“modelarts_with_image”。

输入参数 调用接口的入参。在“目标”从下拉框选择为参数，在“源”中
拖入全局上下文中的对应变量。

所有接口的入参说明可参考表2-265。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result”，“目标”中拖入全局上下
文中的“result”。用于接收调用结果。

● “源”从下拉框选择为“error”，“目标”中拖入全局上下
文中的“error”。用于接收错误信息。

 

步骤7 连接开始和ModelArts图元。

步骤8 单击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输入入参。其中“image”填写图片的URL。
{
    "image": "https://XXXXXXXX/testmodelarts.jpg",
    "apigCode": "bec274062225485b95fbcd4d6e8f128a",
    "modelID": "5ecac550-eefe-4437-9767-57eca07fa91f"
}

若输出识别结果，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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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0 输出结果

步骤10 单击编辑器上方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2.10.3.11 对接 SMN 实现短信发送功能

通过应用与华为云的消息通知服务SMN（Simple Message Notification）对接，实现
短信发送功能。

场景描述

给某手机号码发送条短信，短信内容为：“Hi Lily!”。

前提条件

已在华为云的消息通知服务SMN注册帐号并获取关键信息。获取方法如下：

步骤1 登录华为云官网。

如果您没有华为云帐号，请立即注册，相关操作请参见如何进行帐号注册。注册后参
考企业帐号如何完成实名认证完成企业帐号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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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成功后，该帐号用户即可使用华为云的消息通知服务SMN。关于消息通知服务的
价格，请参见价格详情。

步骤2 单击右上角的“控制台”，进入“管理控制台”界面。

步骤3 鼠标移动至用户名处，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进入“我的凭证”页面。

步骤4 在“API凭证”页签下，请获取“IAM用户名”、“帐号名”、所用SMN资源对应的华
北-北京一的“项目ID”、“项目”取值。

图 2-911 获取关键信息

步骤5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
对。

----结束

新建 SMN 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消息通知 > 消息通知服务SMN”。

步骤2 单击“+”，输入与消息通知服务SMN对接的参数，单击“保存”。

对接SMN提供了如下两种认证方式，认证方式不同连接器的参数配置也会有所不同。

● 密钥模式：使用“Access Key ID”和“Secret Access Key”进行验证。

● 用户名密码模式：使用用户名、密码进行验证。

表 2-267 密钥模式新建连接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在服务编排中选用连接器时的一个标识。

示例： SendMessageAK

访问密钥 用户的访问密钥ID（Access Key ID），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
“AK”取值。

密钥 用户的访问密钥（Secret Access Key），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
“SK”取值。

项目ID 项目的唯一标识，配置为前提条件中获取的“项目ID”取值。

区域 SMN服务的区域。

描述 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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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表 2-268 用户名密码模式新建连接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在服务编排中选用连接器时的一个标识。

示例： SendMessage

帐号名 登录消息通知服务SMN的帐号名。请与前提条件步骤4中获取的“帐
号名”取值保持一致。

项目名 所用SMN资源对应区域的项目名。请与前提条件步骤4中获取的“项
目”取值保持一致。

用户名 使用消息通知服务SMN的用户名。请与前提条件步骤4中获取的
“IAM用户名”取值保持一致。

密码 登录消息通知服务SMN的用户密码。

项目ID 项目的唯一标识。请与前提条件步骤4中获取的“项目ID”取值保持
一致。

用户类型 新建连接器所属的用户类型。

签发ID 短信内容中包含的短信签名对应的ID。当“用户类型”为“企业用
户”时，该参数可见且需要配置。

请从SMN获取。

不填默认为华为云企业用户。

区域 SMN服务的区域。

描述 可选，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步骤3 （可选）创建连接器后，可进行简单的测试，测试是否能发送短信。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发送测试”。

2. 输入接收者号码和短信内容，单击“发送”。

接受者收到短信，表示测试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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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华为云的消息通知服务SMN的对接，这里以新
建一个Flow实现短信发送功能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消息通知 > SMS”，拖拽“SMS”图标至
画布中，弹出“SMS”配置窗口。

“SMS”是系统预置的与SMN对接的短信发送接口。

步骤4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参数说明如下。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Flow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刚创建的“SendMessage”。

步骤5 设置调用“SMS”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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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2 配置“SMS”

表 2-269 “SMS”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设置为“SMSSendSMS”，是系统预置的短信发送接口。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取值说明如下：

● “目标”取值为“endPoint”时：请在“源”里配置短信接收
者手机号，可定义为一个输入型变量“{!Phone}”。

● “目标”取值为“message”时：请在“源”里配置短信内
容，可定义为一个输入型变量“{!Message}”。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源”从下拉框选择为“result”，“目标”用于接
收短信发送结果（是否成功发送），必须定义一个空实例的结构
变量来进行接收。

 

步骤6 在左侧选择“逻辑 > 决策”，拖拽“决策”图标至画布中，弹出“决策”配置窗口，
配置“决策”。

决策是对当前条件进行判断，根据判断的结果决定执行何种操作，类似if语句的判断。

当短信发送成功时，系统会将“resCode”赋值为“0”，这里创建Decision判断
“resCode”是否为“0”，来输出发送是否成功的标识（例如“sendFlag”）从而进
行后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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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GetResultCode”公式变量，表达式为“GET({!result},"resCode")”，用于
接收短信发送结果。

图 2-913 配置“GetResultCode”公式变量

2. 配置“决策”的成功分支。success表示“resCode”为“0”，短信发送成功分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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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4 配置“决策”成功分支

3. 配置“决策”的失败分支。error表示其他分支，即短信发送失败。

图 2-915 配置“error”分支

步骤7 在左侧选择“逻辑 > 赋值”，拖拽“赋值”图标至画布中，弹出“赋值”配置窗口，
进行配置。这里再创建一个普通变量“sendFlag”。

赋值是创建变量的图元，主要作用是给变量赋值。这里增加符合“success”分支的操
作，短信发送成功，输出成功标识。

步骤8 参考上一步配置符合“error”的赋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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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如图2-916所示连接所有图元。

图 2-916 连接元素

步骤10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空白区域，选择 ，设置服务编排入参和出参。

步骤11 单击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12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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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 单击“Run”，设置输入参数（接受者号码和短信内容），运行服务编排。

图 2-917 运行 Flow

如图2-918所示，表示发送成功。

图 2-918 发送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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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12 对接 MSGSMS 实现短信发送功能

通过应用与华为MSGSMS （Message&SMS）对接，实现短信发送功能。

背景信息

MSGSMS （Message&SMS）：即消息&短信，是华为云携手全球多家优质运营商和
渠道，为企业用户提供的通信服务。企业调用API或使用群发助手，即可使用验证码、
通知短信服务。

场景描述

使用MSGSMS给某用户发送条短信。

前提条件
● 已获取短信应用的APP_Key、APP_Secret、APP接入地址和上行短信接收地址。登

录短信控制台，点击“国内短信 > 应用管理”获取。

● 已获取短信模板的模板ID。登录短信控制台，点击“国内短信 > 模板管理”获
取。

● 已获取短信模板的签名名称、通道号。登录短信控制台，点击“国内短信 > 签名
管理”获取。

配置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消息通知 > 消息&短信”。

步骤2 单击“+”，输入与MSGSMS对接的参数，并单击“保存”。

表 2-270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标签 新建连接器的标签名。

名称 新建连接器的名称，唯一标识。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且不能存在连续的下
划线，空格和特殊字符。

APP地址 短信APP接入地址。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PP接入地址”取值保持一致。

APP Key APP Key和APP Secret是用户身份的唯一标识，调用短信业务API时
需携带，用于认证鉴权。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PP_Key”取值保持一致。

App Secret APP Key和APP Secret是用户身份的唯一标识，调用短信业务API时
需携带，用于认证鉴权。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APP_Secret”取值保持一致。

APP回调地
址

接收短信发送结果通知的回调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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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息一并打出。
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被同步到运行
环境中。

 

步骤3 创建短信模板。

短信模板是用户发送短信时使用的内容模板，由纯固定文本或固定文本加变量组成。
使用短信模板前，需要在华为云的消息&短信上创建短信模板，相关操作请参考
MSGSMS帮助文档。

1. 在“模板”区域单击“创建”。

2. 配置页面参数，单击“确定”。

图 2-919 创建模板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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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1 创建模板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模板的名称。和华为云的消息&短信中模板名称保持一致。

发送者 通道号。由华为分配，仅用于接口调用时填写。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通道号”取值保持一致。

模板 模板ID。用于唯一标识短信模板。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模板ID”取值保持一致。

模板参数 发送短信时携带的模板参数。参数变量说明如下：

– 变量格式为${1}、${2}、...、${20}，中间数字应代表变量在模
板内容中的位置顺序。

– 不允许设置局部变量，如www.${1}.cn、186${2}1234等。

客户回调地
址

是指用户收到短信后，回复短信，消息&短信服务可以通过回调
该地址，通知业务方用户回复的短信。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上行短信接收地址”取值保持一致。

注意
国际/港澳台短信暂不支持上行短信功能。

签名 签名名称。

请与前提条件中的“签名名称”取值保持一致。

 

----结束

Script 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MSGSMS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脚本实现发送短
信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
//导入该脚本所依赖的标准库文件。msgsms是系统预置的标准库。
import * as sms from 'msgsms'; 
  
@action.object({type: "method"}) 
export class ActionDemo { 
     @action.method({ label: 'greeting something', description: 'greeting something.', input: 
'ActionInput', output: 'ActionOutput' })     public greet(){ 
  
        console.log('`````````````````````test new sms`````````````````````') 
        let client = sms.newClient("MSGSMS_Test")
        let res = client.sendByName("Test1","130XXXXXXXX","[\"6612\"]") 
        console.log(res) 
        console.log('`````````````````````test new sms end`````````````````````') 
    } 
}

其中sms.newClient("MSGSMS_Test")中“MSGSMS_Test”为连接器的名称。
client.sendByName("Test1","130XXXXXXXX","[\"6612\"]")中携带的是模板名
称、接收者号码和模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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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在页面底部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3. 检查接收者是否收到短信。

收到短信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脚本。

----结束

Flow 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MSGSMS的对接，这里以新建一个Flow实现发
送短信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消息通知 > MSGSMS”，拖拽
“MSGSMS”图标至画布中。

“ MSGSMS”是系统预置的与MSGSMS对接的接口。

步骤4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参数说明如下。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连接器：该Flow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刚创建的“MSGSMS_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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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设置动作参数。

图 2-920 配置动作

参数 说明

模板名称 短信模板名称。

模板参数 请在“source”中配置模板参数。

接收者 “target”从下拉框选择为“to”，“source”中配置接收者号
码。

 

步骤6 连接开始和MSGSMS图元。

步骤7 单击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若接收者收到短信，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结束

2.10.3.13 对接 SMTP 实现邮件发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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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ppCube中应用通过与SMTP对接，实现邮件发送功能。
如何开通邮箱的SMTP功能，请参见服务编排、BPM、脚本中发送邮件功能不可用。

场景描述

使用SMTP给某用户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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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消息通知 > SMTP邮箱服务”。

步骤2 单击“+”，输入与SMTP邮箱服务对接的参数，单击“保存”。

表 2-272 新建 SMTP 邮箱服务连接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新建连接器的名称，唯一标识。

长度不能超过255个字节，由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组成，且必须以
字母开头。

用户名 邮箱的用户名，如果未修改过，默认为邮箱地址。

示例：以网易163邮箱为例，此处可配置为example@163.com。

密码 邮箱开通SMTP功能时生成的授权密码，是一段随机字符串。

示例：配置为163邮箱开通SMTP功能时生成的授权密码，如图
2-9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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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通邮箱SMTP功能时，配置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常用邮箱开启
SMTP功能后，发送邮件服务器地址及端口，请参见常用邮箱SMTP
服务器地址及端口中操作获取。

示例：smtp.163.com:465。

描述 新建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打包当前配
置

默认为选中。选中该选项后，应用打包时会将当前配置的连接器信
息一并打出。例如，如果应用包发布到运行环境，当前配置默认为
被同步到运行环境中。

说明：对信息敏感的场景，建议不勾选。

 

图 2-921 授权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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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可选）创建连接器后，您可进行简单的测试，测试是否能发送邮件。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中的“发送邮件”。

2. 输入收件人、主题和邮件内容，单击“发送”。

图 2-922 发送邮件

收件人可收到邮件，表示测试成功，如图2-923。

图 2-923 接收邮件内容

----结束

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SMTP的对接，下面以新建一个脚本实现发送邮件为
例进行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步骤3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 导入连接器
import * as connector from 'connector';

//新建SMTP邮件连接器，第一个参数固定是emailsmtp，第二个参数是连接器的名称
let client = connector.newClient("emailsmtp","命名空间__smt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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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请求消息头，包括收件人地址、邮件主题、邮件正文（主题和正文不能同时为空）
//按内容发送
let req ={"address":"test@huawei.com","subject":"SMTP功能验证-脚本","body":"使用SMTP发送邮件"};

//按模板发送，如果有template模板参数，则主题和正文配置无效，按邮件模板中的内容发送
//let req={"address":"test@huawei.com","template":"smtptt1."}

//发送邮件，其中第一个参数不用填写，第二个参数为消息体
let resp = client.invoke("",req);

其中，connector.newClient中“命名空间__smtp01”为连接器的名称，address为收
件人，subject为主题，body为邮件内容。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执行脚本。

2. 步骤3中已设置入参，故此处不需要再设置，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3. 检查收件人是否收到邮件。

收到邮件，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如图2-924。

图 2-924 接收邮件内容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启用脚本。

----结束

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SMTP的对接，此处以新建一个Flow实现邮件
发送功能为例进行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消息通知 > EmailBySMTP”，拖拽
“EmailBySMTP”图标至画布中。

步骤4 单击 ，在“基本信息”中进行配置。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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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 连接器：该Flow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刚创建的“命名空间__smtp01”。

图 2-925 配置基本信息

步骤5 设置调用“SMTP”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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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6 配置 SMTP 连接器

表 2-273 SMTP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设置为“SendEmailBySMTP”，是系统预置的邮件发送接口。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

● “目标”取值为“address”时：请在“源”里配置邮件接收
地址，可定义为一个输入型变量“"email add1"”。

● “目标”取值为“subject”时：请在“源”里配置邮件主
题，可定义为一个输入型变量“"email sub1"”。

● “目标”取值为“body”时：请在“源”里配置邮件内容，
可定义为一个输入型变量“"email body1"”。

说明
使用模板发送邮件时，只需要填入邮件模板(template)名，不需要填写主
题和内容。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本例无需设置输出参数。

 

步骤6 连接开始和SMTP图元。

步骤7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单击 ，设置输入参数，运行服务编排。

输入参数样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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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test@huawei.com",
    "subject": "SMTP连接器",
    "body":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SMTP连接器"
}

样例中address为收件人，subject为邮件主题，body为邮件内容。其中，address为必
填字段，邮件主题和邮件内容不能同时为空。

单击“运行”，显示下图信息，表明邮件发送成功。

步骤9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2.10.3.14 配置微信公众号登录功能

通过应用与微信对接，实现用户登录微信公众号并获取到用户信息。

前提条件

已在微信公众平台注册了商户的公众帐号，然后获取如下所示关键信息。

表 2-274 关键信息说明

参数 说明

开发者ID
（AppID）

微信公众号开发识别码，配合开发者密码可调用公众号的接口能
力。在微信公众平台申请公众帐号后，微信会自动分配对应的
AppID。

获取方法：用注册的公众帐号和密码登录微信公众平台https://
mp.weixin.qq.com/，在微信公众平台“开发 > 基本配置”里面查
看"AppID"取值。商户的公众帐号审核通过邮件中也会包含该字段
值。

开发者密码
（AppSecret
）

是校验公众号开发者身份的密码，具有极高的安全性。用于获取接
口调用凭证access_token时使用。

获取方法：用注册的公众帐号和密码登录微信公众平台https://
mp.weixin.qq.com/，在微信公众平台“开发 > 基本配置”里面单
击"AppSecret"后的“重置”进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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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连接器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登录 > 微信登录”。

步骤2 单击“+”，输入与微信对接的参数，单击“保存”。

表 2-275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APPID 微信公众号开发识别码。

请与表2-274中的“AppID”取值保持一致。

私钥 校验公众号开发者身份的密码。

请与表2-274中的“AppSecret”取值保持一致。

作用域 用户登录微信公众号的授权作用域类型，有如下两种。

● snsapi_base ：不会弹出授权页面，不需要用户授权。只能获
取用户的openid。

● snsapi_userinfo：会弹出授权页面，需要用户授权，可通过
openid获取用户头像、昵称等信息。即使在用户未关注微信公
众号的情况下，只要用户授权，也能获取其信息。

重定向地址 用户授权后重定向回调的地址。

 

----结束

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用户登录微信公众号，这里以新建一个脚本为例进行
举例说明。

说明

若想获取系统预置的接口说明，请单击脚本主要用什么语言和库。

步骤1 在微信客户端的H5页面发起AJAX请求，用于获取code。

请求如下所示。

https://open.weixin.qq.com/connect/oauth2/authorize?
appid=APPID&redirect_uri=REDIRECT_URI&response_type=code&scope=SCOPE&state=STATE#wechat_redirec
t

若提示“该链接无法访问”，请检查参数是否填写错误，是否拥有scope参数对应的授
权作用域权限。

步骤2 在AppCube上，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
本”。

步骤3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步骤4 编辑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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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 as wechat from 'wechat';

let connectorID = "whchat"
let code = "xxxxx" // 该code值从步骤1获取
let client = wechat.NewClient(connectorID)
let res = client.GetAccessToken(code)
console.log(res)

其中“connectorID”取值为连接器的名称，“code”取值为步骤1获取的code取值。

步骤5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6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不用输入请求报文，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3. 检查日志页签，由日志可看出已获取“access_token”和“openid”，可用于登
录微信公众号。
{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expires_in":7200,
    "refresh_token":"REFRESH_TOKEN",
    "openid":"OPENID",
    "scope":"SCOPE"
}

----结束

2.10.3.15 配置 5G 消息连接器

通过应用与5G消息云服务平台对接，实现上传、删除多媒体内容文件等功能。

配置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行业 > 5G消息”。

步骤2 单击“+”，打开新建连接器页面。在页面中输入与5G消息云服务平台对接的参数。

表 2-276 新建连接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应用ID 5G消息云服务平台分配的应用ID，用于标识该应用。

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台获取。

应用密钥 访问5G消息云服务平台的请求密钥。

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台获取。

终端类型 业务应用终端类型：

● Chatbot
● SP
● RCS SP
请配置为“Chat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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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业务能力 业务能力标识。

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台获取。

版本 接口版本号。

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台获取。

chatbot身份 chatbot身份信息，包含chatbot码号信息。对应5G消息接口参数
“User-Agent”。

例如：SP/sip:10086@botplatform.rcs.chinamobile.com
请从5G消息云服务平台获取。

消息文件接
口地址

Maap（5G消息云服务平台中的一个网元）提供的服务接口地址，用
于消息下发、文件上传、文件下载或文件删除。

例如：http://10.10.10.1:8323/openchatbot/v1

撤回消息接
口地址

Maap（5G消息云服务平台中的一个网元）提供的撤回消息接口地
址。

例如：http://10.10.10.1:8323/canclemsg/v1

5G消息标准
版链接

5G消息标准版API。
保持默认，不需要修改。

描述 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单击“保存”。

步骤4 （可选）创建连接器后，您可进行简单的测试，测试是否能调用5G消息云服务平台提
供的接口。

1.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区域的接口，例如单击“uploadMedia”。

2. 单击“测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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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表2-277输入测试需要的参数，单击“执行”。

页面显示成功响应，表示调用成功。

图 2-927 进行测试

表 2-277 uploadMedia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notifyUrl 多媒体内容文件审核结果通知根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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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fileName 上传文件名。

例如：test.txt

content 媒体文件，采用base64编码。

例如：data:text/plain;base64,dGVzdA==

thumbnail 缩略图文件，采用base64编码。可以为空（如语音片段可以由客
户端使用默认缩略图）；非空时需要包含文件类型（image/
png）、缩略图内容等信息。

description 描述信息。

bodyTemp 扩展字段，暂不配置。

bodyVar 扩展字段，暂不配置。

 

----结束

调用连接器

AppCube服务编排中已预置与5G消息云服务平台对接的接口。您可以在业务服务编排
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5G消息云服务平台的对接。

步骤1 新建服务编排“UploadMediaFlie”，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行
业 > 5G Message”，拖拽“5G Message”图元至画布中。

“5G消息云服务平台”是系统预置的与5G消息云服务平台对接的接口。

步骤2 设置变量和Flow的输入输出参数。

1. 选中开始图元，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私有结构体页面单击“新
增”。

创建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变量前，首先需要创建私有结构体类型。

图 2-928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2. 新增一个空的私有结构体“uploadResult”，不用设置结构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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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的加
号。

4. 选择“私有结构体”，设置页面参数，名称为“result”，结构体选择刚创建的私
有结构体“uploadResult”，默认值为“$GlobalConstant.EmptyStruct”。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41



图 2-929 配置私有结构体变量

5.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图 2-930 创建变量

6. 设置如下图所示三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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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工作区域开始图元或者空白区域，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设置
该Flow的入参和出参。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43



步骤3 选中“5G Message”图元，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设置调用“5G消息云服务
平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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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31 配置“5G 消息云服务平台”

表 2-278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模板 选中一个可用的5G消息卡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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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动作 系统预置的调用5G消息云服务平台的接口。

● cancelMsg：撤回消息接口。

● uploadMedia：上传多媒体内容文件接口。

● deleteMedia：删除多媒体内容文件接口。

● downloadMedia：下载多媒体内容文件接口。

● outboundMsg：下发消息接口。

这里以调用上传多媒体内容文件接口为例，选择
“uploadMedia”。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按照表2-277或者SAG接口说明设置参数，从全局上
下文拖入变量。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输出多媒体文件的上传结果。

从全局上下文拖入结构体变量“result”。

注意：调用5G消息云服务平台的上传接口，结果只会返回tid及
status。具体的多媒体文件访问地址，需要审核通过后，5G消息
云服务平台才会返回给AppCube。

 

说明

5G消息云服务平台接口详情请参考5G消息 API参考。

步骤4 连接开始和“5G Message”图元。

步骤5 单击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6 单击 ，输入入参，运行服务编排。

入参样例如下：

{
    "fileName": "MediaManagementFor5G_Widget.png",
    "content": "data:image/
png;base64,iVBORw0KGgoAAAANSUhEUgAAANgAAACaCAYAAAG8t7YcAAAAAXNSR0IArs4c6QAAAERlWElm
TU0AKgAAAAgAAYdpAAQAAAABAAAAGgAAAAAAA6ABAAMAAAABAAEAAKACAAQAAAABAAAA2KADAAQA
AAABAAAAmgAAAADO2ThDAAAkaElEQVR4Ae1dC7AkV1n
+u2fuI8vusoQlkpBAEkLAGLBQFAQ0AoVofCFCVJTS
+EIJAUUlQnbjzZ27G5aglgFErEKrtFArVKkopZZaWhZqRUu0EIh57ioJLCEoZHeze++d6T5+3znnn9vT8+p59dzb9/
xTPf/p8/7///zn1echEmDmHLjh+HXTTCMeGNmSNAa6j+g4JDFTLLrV5FFp4BkC9YHu5xVMLJKHBsZTyPHY/
fd2+FttXiON9KMddiO8DGbjnrQzqih+nYgZm4rBiS1n2NhIbpJIPovUH4J8bmrnImtuW/
Y2DJbZUiYxA4r0tVYTaZhnIfEXINrPymrr9XJL/Q96J7FlO4Qy73HVXCP12udE8ETm85K2Pi/SepqY1kn70P4o/
AyBwZRpaUw3HxFZFEk3LXJ/MCeLjtZ0M/IOA5MbnBhltmIOyLKclPWvRLJ8wMg6mGcBiSssI1G6v9/
slRuiM2o9Gv74ZzqL/mihg+/AgcCBHc+BG08+ZdvQ4Ou5CfLTSL+IBjWS8+PLhtWLgyviQnkwD1tvY1fA/
RJptMbufzDK4mxsJO8Du1w2Dtff3C8/g+xHYSM6Orm8rSW/
KBLHcih696BE1C0XWq1zmH2MLqh9SmrJcyXxDgX6IMUoY79DwdSNMFRLzpeU9niPWoUyPdxTwzxbEvQxFtE
NSLzQ+E5QO3V/Z3SPte/zN5yyBfkCOjaRoH/j4CsOaX9kGRnocFd/AQcOBA4EDgQOzJADbzm
+rQduw5uXfrzJTln08zOKfSPZ8N4/KIdrbxklaC+/g2cleoVQu/PUMAXcSB9ALJw0Yn/
qWmm07pw01vEJW8rNaE2Sk8PxFZjGwSRV9JAsRS+Vw/WJp1MnKIpDKFlLfk97znbEcbj
+hoEhDtVfPtB9RMcJCNMucC7FI+YVmEB7BWy3Zu9idC9XkyNyS+3mnO
+ZvY5PWC8dO9r6HknlIjHxZyVCKY9RXFli0S+XGP+3tt4gv1L/fUvN6ubzJaq9CLYGbs7fLbXfmhalw3v4/VL6w/
+6V37oq5/ddj6ycbWktUslrhlJExdvikzXa8g03vP2DBiTYPhveenz/XD9Y
+04JzCML7HlTKofNHvkEVmCDeZum5GYBUgBOAJmnuMUdhBd1p7BI/
hJQFgN7in8cjS7tvkCObT4b3SeBMYnLDsb/qg8C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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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FkAAyuAR8bgFjQ2S1dQ6ZRrmlOWvPXLcWImsv8MviqOGPmYvlpujh
+RC2x08WrJg6MvSIXIWM3w2CWsjOlRnzVZg1z9t/
Eu743NG2JwX58Ix3JWJsJcNdn3rrzFM0hnIMEDgQOBA4EDgQOBA4EDhQWQ7ccPyvZ07bm477DunMUyo5gQ
mm+LZ3J3P8QZX9tFayGHok12j9HkadP2BdDtc4YHWAYdq4MH
+JrZmnYZT57RihnQIRpzrW8GFwPS5MIOxxk8yFM8mHQdgpDFE9tA3CgfW4MH
+JJbWXYzLESYsSc2ZHzwQSmz9hK1Eq9fg1IOgx6NmXMW//dW0pTSCx2RXF1fRPJcLsk0T/iMze3s5sL8M7ov
+G9cu6nLBQYFyYDWENTG9HKF5YSwN47riZE0xJjgvTL4pHzIXIDIhq6wtquhaWwIwBC+N/+Ji
+xJL0zSiCqOVizAj7Go5z9+PABBKbLmGNFioBSsoWBM7YO4qoKo3kBuja+zvoa69ljs/
K4ei9HW58wdzruDDdohhFF0BSj6EYooazbZM3g1hMZndkcjX5GbyzyD4GCTdlrfnSDne
+TMD2CYLmssF11q0E0vL5TzN0kPExyhUXZqW1P5I4+UEs+gJB
+Fhh0FjZjxjR03MxYln3dpBYM9kLqZySWg0ZthJy0tB3oWTonlxrpZSACWnGHyXXaH1XB3Fzb8eOmYtkQ87gqw
K1CmxGPc/VazHeU0y/
05zCXANO6AdYV7LRne8W4JaFCSqP6ehYs3kR8nMGBJyWtPm4xbHHtKM5MmfwweKMxeqXduqudvyMpDBXi
RlIZ01AkF/uV8cSQLJrE0KoQXo12HMbQg2ybGHJHrWauAa7GJ+R+FXMgIJseCVMBanvI+DJK48j+DQbQRIkiN
+3+BVzAZj7LJjtTf91k+bzsBzxHHLHb2WETfhQcza8fh+boChOTlhLHsceDpdREtbC
+snWAbF2dj8HP1Z7O7oJ3EiM7vXgF7Be4WE9v2HLCj7OUTfWQdzlwDTLgTP4iHfa2vGdZtpZ8wGYYfcJtad/
PL3Cr
+Db2AQNNOLdxjDBRpvxa8W77n7fzFlST6+ceRoh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GKcaBzNr
ks4n72+OswAb6CCeHJZ/7KynM+HSP/Kb91OdfXVxxuPPGZylD45hMPlk3L+BOK4+a0toO1Kk/
zguHMfKlQvsB2QiV4p8GHrwL7aSb4CjSulMtn3wQfJ8clslC4RusuiSLu8RK5F+tl1oAbdl0AvihjtdSh
+Du64pnge2RXXAUt5qBh7stgwfyV440bmiW6GMLCIo6Ia+/
cqhS7SgVrGIx5LoT3nq7MzKHwla9hE6xE6WLYtCyMPAhhfb2NLnLr9LAqwJcs7Uib413JzaFKLF/
D5lAquxidtzhcu1Vic9Suq5QIX/3xGK6x5IPVeyb6BTlU+818sHl8F5+DhnWRPbqFPWjUuJV/
UfobcnP9L0ePJBfiUP3DsOFTHLAKs2woX2CTrNZYMU/
Fhv3fsGcsuPYFS87i63Hw7vXQipuwfPNEqQzEcqOyofwqsT7miuVG8i6ppw0wCJ0C2xFwVVaEBfr2Sd8pjea3lcrA
8ou7W4VcKpHjNNSrzV/FcjO2fujF6ROxRwehUXh4UrY18iocjfyc0uipjVn4Jshg
+WVk1E7HWnIL6KNWOdBmI1838OQaQppeJyvmPTgh46yzGPDfWH821n5+FwSNpYbJX
+M8lH8d4LvbaZLqvTu2QjblC2yUbn0jeatd101SVEBcl0rQiQi7Dci
+e3tsxojTn4bQ7oDQeqtAI3mjFRJDuKNuzmCR/
Itx7tKLUb2exik9H2ISQ6GmXf6hPqfmoXyBFS2VjRY6EuhWK09Us7jbgGD8wmIVpO5aUP
+15EfliPkLuTl6pM0tnlD0xQQbPw2XHmN5NePxrhqO+50a5npE92EI3PnxXrpQUVq6Ao5vUb7AiqTYMK/
BVhC2V+3dI5l9Y47FPK+K4A54YsfRvWsbSfs0eQmYb73ZrSWPYqqJOzOykA+vA+Z68t1ym/
kPeUd0POu9wzyHqaki7OvI48Qvw1K8tflK7Aw5LXXvkTtGCLojxE7v4Z2HkRGMd6977nFXCSH27y2dUPfxafpqr
+lwpwohbTkJ0z6VZ8rR9bq8c/k+65b/08KRt5/hu2Z/hknkoh6U4lrzxZLWuep+S7PamuQZnxecuusZ0/
quXz7Uvwo+8YLk5hNC25996y4Yce2g3LaeyjuWH/A+ttCoHaitkGObBrFv7EgHBuxXKo
+Yq9FunLa7eBiBCkA7FU0fq1ZZmoi613xzoxeScFeQA6cxUd1rkDZL/uISjUexCjKbfhrtkZXTF8jKPpyvn4F
+tGS8TNtYvsB6NdQr2EDX3HDd8Mgf92d3LoHcDd8GLfnDIVq
+m5BsOAGof33XMyRaXiCp97fgHZb89ISeZcstXwQNr/F1pb93L3qeZzqGC7tCw/
JErqDntihN2VxydZ4ycOOME8gT9lp+wodjrJbqBGdLWkZ7QSx6QW/4qm5R/
Xt3L3fZ9PEu7lUbF3+y5OIblP6iPAETwufwfcznpfeowUU4m//yNSw7YcrNjreCsE3sMlPYPOlM
+y90TNnq2Dt7zmsQnnjaMVi8QDWccN8/QGu+/d6/xrPfC0rfne+tf42nX/
pvw2Y9sbsTsT3PZ2Er9MxN5Qssq2GupA6fkZg5G8ZMoFf1PmZURYO1h51FA0zsj5tLqwJ1X/2WSE/5Ok3i/
uXTx9AWvL1EOqefVCQn5IK9V8lll61PP/IQY
+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
EDgwC7nwHzWdPzM8Y9g+crzdizvDW5njsyKfODyj+xYGgpnnNcL3njyKYX9b1ePvIrxzTjkrPJww/
EHK0PjHA46K39dYs1eHV8RmZV/0Nk8BFYRYYEMXedfIkXlC6z8FGfHzl0hsPn0S0cT2lHz5EIB5kBL
+Zsh5lAqCzH/XeaJ0kzdhr0E24jc0XupXBw/Sa6Pei/HHuVEhEKZGO6p/
Aoqu91oeP7K8bFi9kJYD2FsyN1l3OqnT1MehhA/yAvcekD53LPXy/
XIyQyt5lCNDKWmnt6HPTUbOLXN7azhvjWC5vXR9B68PdPaZf/
UPWs3Y3P5VaLnyYzpGi16HBCBANAqvxNKd1ia9s4ov40zF+0cqvfyBeb3hudIn/erb6NUZVRwmi2113eP51C9ly
+w7alhbLMAbUE5CekxSc6x+7+PHLs9Ts+mfIHNoaEeyq5IPo0G6woIrFME7Rox7X1o2Lh3iw/NUH8P5bNvDvV
+f/K9y+Eazp9K2Yb5h914Pv79cJ3XhXfD7ujWd9O9LWwO13GSW/
R3yAsEReHhiWsfw8lu39Q3f7ujDetLfnGHteQDkprLJI6+hMOTf6R4wCE
+D9VuHuKj07mzAu10m9HbHKrEdsMwHkmN9KOSRhfi9K91bGzfJ43WR8eLaAqh5lC9ly
+wPmdOFmLfWvK78IfZCLQtfGw7g7amkfxRofDT9lQ+99rnfE6blP7xxWNSedS8Fr1ulGnDK
+TzU0ibcmvzZf0TnZHL7qgSx2DeHWYJZ/m
+qi0og46BfaBlhtoGAdbi148R82RB5nBI85jFfQI6x0nxsfR2CAjC8Y87SYrHwDphqf2a+cYJcjZ60HFri9FTaocof
+A8ahu2tvmN0C53WqIySI99NZGrlHRGIm1hPCW9B7ltkqdoGJWWKSQ9TnmfLNmRU6x9r
+0R2l4hxkYGj2qWHTPZ6tFpX4ye4xHzVZNlcITQI9MyQtx9vJavYaN0hY+2vgfz6BjAau69QY8pbNurO7BJfwL/
RzM2/
Y1r0EgTXYlAn8d47nfa5yD2D9HpMgotnSHHfutF8tiRFQo4SopJ9NXtdkvbKeIYWsUna7dlToQ37A2C28wVGArcB
GFdCm84WTE6KGvp2+V2c8GgYF1uo9DSFXg8izkkWXDg3Gi9GiTxs8eWYLQqVOGwmuSj9vp+T/
KGvuw4hsF2K/3OnvGeS18PoT2hb9i8wxy+PJQvsKKVsIme2hYE2yY
+KYTHJ4rRjvFhe4ZH7SWFtuCJo2Wcz9s7pY30h9uaqYLW8NTajbS/
sPMCG6zHed9TeS9fYEVSPGIw5oJAOMayTwKMR2c4lMEJ3PmoPQfVfBhmIemeY1wzP
+AE7cOofw2v6R0x1xXibhFaCkVU3FPvUlg8/Og+i8wOJAmXmWHqqR/42wY0rnwtW/NFf7V1naQP/
ZnIpYsSJ9fipgiymLPwLkTkrwPR60FS/54kdVk5dVBW9n+pXw6svaY/
0NN0HcsX2LBvSKubL5SoxrYLfQFloCdaqyBlsLrruEyv8zBtgWIy65JrXWgcbK/
+9Z4WFbRJnMmgEiZQoLV93wLTH9v3fn/DaOkXbgL78gU2rBox8UFb/ZEoveWh7jmjGqAM18sA9FoP8QKO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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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UCfvXxmm8avGpV7Qihvrz5LDy/er9y48jJauAJNblC+wQdUIu9utVhOdCFfiY5+9rvtUPOGa+7x7/
l3vWdFVfRpO7ZXxsV8i0E5/6VKk1F9gg2iZXDY9Y9Cs93SciaUyp1fkTXkabsFBJ8I7KuNr/
r6UJHdxjrprXKpxuCrbWumUlWpSu+rUC3Xa6TiD8elk0z9qrpR3RvdpEh14EC0dHqf3Ur7AtB3K0/Br5nw5C
+0ipJ5x2jNXwSgjlfHqrhfhqL0KLHWXTYgKQv1p/PquecHGSgvqzvhb0n
+dfT9aNL4Z4PIF1q9UnhF88sdFbA60O6CvTlSpP9k/
9td46HvqyVB7ZZS6q72+q7uuklJ79YexQdsLDcfMxXJT9HCHHV/
60dLlcXoW5QtMtSRLgxvkbkrql7B33TCkbYvKM3cz0dZNRi7W/A1H7XdfVTb7xNMv/dbm+Yi4W2C9aMnSNQNz
+QLrleKSXIqqR7ko0mxfJeVIrvsbiTySTe+15gWnVaAKRm9s0BgXvUHfNVy+YCiDe6X/6+aA/
DxvUc9AL1oyzrMwlp9kr/m3lu13J+0roWr+piJl/IYfQ+uVVMpwvUJKvH99r/
ul8Opv019JpeGVkzo01xuNNHyv9DeFWtYpsF1RJeaJXEFnQy8QVUZvMdRVOnUvEO3t+eGSqH3rnK
+ccLsvQXuLi74KPOcFqPbOF/9dOO1NDkv/79ELeZn2TBi8s6mjzaxhDhqWI2nR7hR2lRU/+hP07i/
xd30t5e4Qa1eN3l2vpNJwGo/e5qf+Nel+d4hpOI0nn/4n5ACi2Jquyhc+jX+GuHyBZbvC3Ch3Ele5KSzni
+xeJ8DHtSYivwBtf97d2eLLVs5f/j0fTts0Dd92V4s+6atz+dzTob/
moAScbcNO2uvqt9jmZhCRifylbwd8lefz94gX7BNPevsLvcM5j71grULAquvSNx8+f
+lbkfRXzCKuVfR53g1VYmc1siUsz2qLrvK3893tq0h1u8ozum3vBdW2v7BTsG17H89nfHg9v6Ydjybg8bD01XsnL
Wo7U1y+UmerxJVsAz5TOjsjn9YJUVlaOlOY2Vv5ZaT8FGfGvHnMdJTPPp0Rnx0by4tZe6HlpTiHMhLLs/AJv/
yCMm2m3vXp90kt/cC0ox0WX2cjPcz3NNxPnFiWL565G83/
ZdOIbm5xRNG75YVX3zS39EPC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
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
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OBA4EDgQMz50D5h3PMnKQeCbzpxIdw2fOP41Iwnof5P7igx
Z+Z3cNv1oontJFD/U5qUzfl4nb3n89vltZe5mnTI1EdvHwG+M8Tez8kv3n5T/
ZKtkp2WjSqRFMnLTccx3lt0fdJvHyhvPfCRzsdw9tcOHDjyadIcu4klOxP5P2X6wGIc8nKrBPd+edyDeNQJM/
DnQUPBuUaxqgS3VnRxfIgFOx5JaY6l6TKP4O0bDKrX4WUzdHppEe57ALZVF/
BeBBv9TvC0yn0ZcYyhwOSyyRP06q+gtlast8shbIh4NI5sAtaL/K0+grGiyfi0ISNpUBHzNeJSa9H2Gvt7J/
rCyToETwIu4/h7vMP4XbJe8aKmy1YWv2Kr/
oKZimsviDHKuS9Ar3LPF2a6Z9Dl67wCoDaibVU5nJLTrWLvEmS9E3S4JcP8+9Sq70ayva/
vaLsaccoq1/6dsEwk41XaMB6lvEuy9XkNijXJ2F/iVMoq1S4tFCx8ALD/IPbjaKvgbI9AGV7a1ec/SzYq9gFcql
+T5gUVp/KfsW4uH0jeSMK/I+hK8gb0zYsduZ1b0d7PBEVzGOYrR+PjfyyrJnvLZQoWzA
+FYfqN9IxBbkLqspJC2pkvh9Xjm9gvIqr5XFFNjFBzcS9wPqHarb9p6+Ft4/28tphV6u
+cpHeXaBgoHIX1JQdhXecFyNfhpqgRTIGGFciAxP4hheH8R55M7F1p97B2Na/+MvWftgfexW7oOKrvoJR/
r3r3mFFYHe5R+a96Eu/32kKaySvMe72catybYYM5ifiKAA2DqejBXzvWC/VH52wChlcIHas8Kaa8UML/yjS
+iko1jk0SGzJMPbCwwkOxXayw/hJD4thTvlOfFpqm6+Tw9G9hfJFuVS/et8FJLIyrgcNK1ToDy3+K/y9UBqtV0st/
jkoWo29PztJ1G5sUm9BDIjidUmSo/IrC3/vLAr+s2r3vcyCIXakt+rXIbaNbpeO+QqJEwWNzaslWnwKJuo
+JxcsHZc3Rs35ZqpH6ofrfwpbPiK3mSdJKi+QNHkaxkz70Bv4CvDDUq/9m9wUnbZ
+xvljxbcL6r1domDjlIAphlltXoNC+TZZS+oSL2DCIMGYZtHIoyhkq2gJ4ujvpCV3yEpUbJ/aFLM2NKp3RJy0+Juh/
kb1YFfXbJOKb9S8j+C/+go2z0Wl7zJfK01zCPJgO0rladkuF1+1bEVQMBO/RGrpS9A1+7Acrv/
xCPLbuV45Ta882LlUDM159RVsHt2QO7Fj9970VqyKuBwSwEoH2xnS4sQc0ZzJmTrJa6WB9X
+J3ILWzA9y4LOKQPIi23+vInVtmqpPIQUZl1hWj65fKfelvw0OX4RnHWpEBXM4a7arIaw9ZuA85ncoSS
+SeutXZcUswr66wOql+qVvF5DILmJZ3cRG6zXSWvh5pIipbU51U2GgPIqdUjmFcy0bzBGXIHkMs/
UbL6NSuFXYElYV2Hcqs+KbEx+r30Uso4hydvBIeiOU43K0WFSsrQ6gmtu9QLj1MqvdVgfyPHQzfxG
+j82pbMw22V3QepGBu4BMlNzMaGfqpeZOdOWOtG6G0lyEuLdaq34tmLZm6u4UcsMqZtbs3M/HxAc+/
lYQKJNdsISt+grGj8yzWli6YvZjvPV2SeMFKJjrEmaVJGvu55768RcxHyqpYtuljC6RtVaxFerj6uGKiUvvjlK5arOs
+cZlxnTDVb+LOKsqZOX0BVJPfxKKZdAPoHK50uKWxXIFn
+v0uVV8bgEtZZdf20dfDOl8uz4F52Q03zZe7LdabX5Jbln4J7hMBsfMxbKZvBKJssV1+TFpJPchB2vYPGnTM5/
HBso/G2kD5ai5sqtrlOhRA+8c/9VXsFl0Q95tnipN
+WGIGYrlp5uJCVopK87a0YzGAjOFHsPovoM5bN1phydb9qwSxi+S1Y1TcsvSp
+htZGiYy5Duq2UzRQZs5thabqWTTU+i87GB8segcOi6xh
+Rm6NHRk5vWIBZyGVYmnNwr76CaUswLeYeMReikH4/ouMMIQAbztgCEBNojtQO72omJkRwNzATE2xrhT
+vnwP9R/Vr8J2shQW1/2XDFvmzEzDJa6CwT0UeMbuZy18+jmx+bY7T12ET5Um5EkunrrMnI+dDjPc
+bbmMl4uZh6q+gk1z/
MWWaz35TjQA7BL6Ot92qyAoYEIN05YJzMSEFMuiasgEsX1HuAjm1IdnF5JmYkIMc4pZSWJCAsSoiAlR8lIU
+H1yKOLC3MGwYg6iFeL4DcU5wacAC4jI5sVFmO/CGiRk7TRBvJnkSXKv/Lisnf0LObTncz6eyZCViyN5soi2d
+jqK5itKacgyPegsK5j7MLxFqEdpS39sPAKZaBcMczEhMibiQl2HSJKFzEh8mZiAsNpGGthCzjdvH8qYPIcTHxchgW
3fyW/HD3mvGX+V8wB7JP4ZtgcwAPFYto+P159rEozSHf6UK9s/
uBTw8jiy6Hc90O572LQicDKxZE8UTzbPHD1Fczump1QkL
+OAvt48grIctO2NjEKu7ZAWnDbmBL3hdkKX80e51s4be2I25A1w1K7j3S3igp34kReJatY4qhxZsO7ML4bOyA
+jVsx48ianWJvKXiaPB0r7Pfj9I2/
wQLm8RnbrqDama6kofoK5huGsaV3u3mCPC7XoBT7SQEWVhRubaFiJMDuHzGB3T8DMzFBzcSElvdLTKBytBCn
dinzCpePP98CMlbmxcVuo+z4Q/RW34kJPvtbdQAtCB6rsmp+6JQdLzGtRM5DC/oqLOf627F3AGh+GH
+FofoKli0cowqSH5HvlZcgmG8JYLLdP481Ptop8FhOjp
+ICXELZjSjxBbYpNLsD6RwYzlO3jt3zoXQ5OdEnPJiZ6KO4fIKR/qsfxe7xFDcFMpMTKC57u2sBcxW2b07SwDX
+WtJYMtcz7bQNtDWn9LPADX5Vvmg
+Yex9rRNIpet3Gx7k7J122d07Ay6YjZ6cK4DvKf1TShECQpgslUA6yi8LRRiYEIKcwwzMUHNxPad9izw3r1t9i2a9Z
NR0HZCKhqGY1wanupkz8vYip950fitsuCP2MYN/63MpEkdZqtENg7kH2HriDtLD9NTepiNDgX0aan/
L7ReKneYf5a34ESqUWBcuYySxjbwq1LcBlmZURayZbdoEnZqW54PZUkkaaVSQ6FKtICjtNnelC/
BdGNhJCaoWQuogb2BOzFBzcSEvEIynNrRPR+/s+O/A874sf3jP4H/+rh350Y/BAOR052YoGZiQs3bKybdw+g/
1foG+TXzCXlbdM5FUuB/HLkUiHa7eam+grErooWnKPffLc+BV4bEDJy2Fr7GlwVYc5c/sQUU3OyyhLz/XIvTFV/
OPfYiUZw2oXDYBU1MUDMxIfX+FQv8pXTz/kHAFg30PyQ+G2n2L09PD/
pT0L8hV2NM9kmMyfRzQDaSbnPoInbzZEfa2ImuETRsBWezbzSXUUhdQeGMIfchExPYvcrOIrIm5qyb1sg1r3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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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oGgo8MUELv8W0gL3a8VX9EhNSxGfT0HgzdtZD159r0bRaSVkZABTn4++Vv1jzhHBF6ScPFlAx3Wk+U
+iD9AgiYfZ3KuyOFqyodLi+MJZ9qPE3gR3UUdBbUC5iAtWujsKu9bQWFMW051ZJdY/
RAjSplL4FtPEiKo2fDYzaIVjbL8MQ4k2Ex/kdxASe5UEzMcHmDX6JCb3ym80PFc8pt88xorFdXhddOy+av17xDaL/
bnkmTou6f
+gUvk7i2ExX96/6CmZXbPvCM0iOx7A6YnPjiShsG5iHiIBdIM4GstXSWUF2uZzZuatiKWYaWfMCSjeH/
8QEqxBQDlWIBGZeCU5MqG3AvAQ7YIKaie078wO/mh+u42dcxASmteQx3xnPZia+Oswt2BETOAFSZxy
+AiDdk9J/RJ6OmP/Hxt/vr6hc
+oXfIfbVV7AiNSW35zfXz0cx3XSTeCh7Wc5kzVQwN6GwVaApbJ1Dq69jPLKMmTlga+/
NtCMs4+EXNWIC42IBd3EiXRR8a+cVgK3LAjTGtjL0z3gRl8V892ZiBZeye4us4sC/
VyAu8uJMIjFBzcT2nX9wytKcNRehv4W83G4ukF
+Kvmjj7PVXRC69wu0wu07W7bDMF8putrD1CsC9UAtnnyyyx3Xq2BI0l7dahOZZmPfADtgCzBHNwL3ALeKFH7+
Y1xZIa3b+tfXTFojjOyqUP28K2IHiBaS1jrSICU1vJiYwLy2YbZ7wvrAHynjWYbovUAHxIybQH+lR/wL/C/BPTJgW/
Ztna5i+34/p+1Mu4tz/qGPjXPCd8lp9BbOTD711wQtpv0RQLp6iQWBh5PiH2L6j4LGwR74AWoXZQzfnfxH
+GJaYsInCa+28AqhZ3U/jrM59GOYRE5b2GTlzOrLY2XT+Rz4th+mGvGXSV/
OWO7y08ypy1ueNmLCIsNbOxsGxIvIL8yzo/z+0gytmGTOLbhWMzYD/48TrQLFkPe9cc/UVzHZFXNnvEhOFf/
ZL6HwdbAF7TweNMwMTzoPi8LR2YvduEd4dqBsxIe8/735gn4uPmEB3teP7sPD0oxMoNHP8xqLqsAjvmER7bDE
QdM3wLF6L+a5hFVu6lWZ6UPPU6K/b3dL5rS5swTzHmWpVofoKRiH2EuQKvrT+Lwrfkw9uAEfAW/
XpnoNb8s4X+C0XZ8or0MOMC/ESE9RMTMjHlw
+vn2oVc2T4fwhLTFAzMSGf3rNgdz8eYgL9Xezj4LulFXbEBNI9a/o/zlEmdqRmFwf3konNULX
+qq9gvbqIXKkR2WOqMfKxZqy28IN8FgK1s7KmPatb794220HE8NKgcU0t/
mH5yblTDVmYnTrCnKNv6vnLsUTjv0P55931u2HOe9Veq69gvbqIHTWpV5RedlbaqkiKaZk1DykSGq9iGzwbXs2
Kh8Wv/hTn/au9x9pSKM6nr/lSnHdv06rx5tPj+wDQeBWr1+y3P7WrIN4FCoaStQuuydlxZTOr8Dsu88UzrN/
ri4fYaT6j9AEcD/YMuf9+fn4NsB04cOIETi42z8DzwHbIzizzUP16xGAy418+/XGMQV6E8QcF
+h8Yk7ivTF3jE9Q3ekoUua5mPTFqVEmQu5qGjQ9/
alckLvWrUtK4dDxVJI6sn2Hx8TIGpZnh1Dw9+tljej56FFeAD3fJC6/+Zj8WzuayUmYVXaWIGkjMQw
+dJ6dO7ZIh9kBOlO
+4f38il1yi86Plpx9SD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
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AgcCBwIHCifA/
8PxBap6c8k1pYAAAAASUVORK5CYII=",
    "thumbnail": "data:image/jpeg;base64,/9j/4AAQSkZJRgABAQEASABIAAD/
4QAiRXhpZgAATU0AKgAAAAgAAQESAAMAAAABAAEAAAAAAAD/
2wBDAAIBAQIBAQICAgICAgICAwUDAwMDAwYEBAMFBwYHBwcGBwcICQsJCAgKCAcHCg0KCgsMDAwMBwk
ODw0MDgsMDAz/
2wBDAQICAgMDAwYDAwYMCAcIDAwMDAwMDAwMDAwMDAwMDAwMDAwMDAwMDAwMDAwMDAwM
DAwMDAwMDAwMDAwMDAwMDAz/wAARCABKAIUDASIAAhEBAxEB/
8QAHwAAAQUBAQEBAQEAAAAAAAAAAAECAwQFBgcICQoL/
8QAtRAAAgEDAwIEAwUFBAQAAAF9AQIDAAQRBRIhMUEGE1FhByJxFDKBkaEII0KxwRVS0fAkM2JyggkKFhcYG
RolJicoKSo0NTY3ODk6Q0RFRkdISUpTVFVWV1hZWmNkZWZnaGlqc3R1dnd4eXqDhIWGh4iJipKTlJWWl5iZmq
KjpKWmp6ipqrKztLW2t7i5usLDxMXGx8jJytLT1NXW19jZ2uHi4+Tl5ufo6erx8vP09fb3+Pn6/8QAHwEAAwEBAQ
EBAQEBAQAAAAAAAAECAwQFBgcICQoL/
8QAtREAAgECBAQDBAcFBAQAAQJ3AAECAxEEBSExBhJBUQdhcRMiMoEIFEKRobHBCSMzUvAVYnLRChYkNOE
l8RcYGRomJygpKjU2Nzg5OkNERUZHSElKU1RVVldYWVpjZGVmZ2hpanN0dXZ3eHl6goOEhYaHiImKkpOUlZa
XmJmaoqOkpaanqKmqsrO0tba3uLm6wsPExcbHyMnK0tPU1dbX2Nna4uPk5ebn6Onq8vP09fb3+Pn6/9oADAM
BAAIRAxEAPwD5F0y507Q9at7fxBBM2mzSYkubdik0Q9sgqcdcYJr1zxR+xhcX/gKLxR4F1uHx3pZ/
4+Le0tJI9QtfcwfMWUd2U5HUqBzXO3vg2O+iKTQxyKexXOa9U/ZM+NP/AAzb4nWSS0urvSJmBmhjky0fuinAz
+IGK/qLienn2HpfXcil7ScNXSlblqLtdq8ZdmpJX3TP5N4Gz/hXGN5XxLH2Sn8NeN+anL+8k7Sj35otrWzW6+a/
+EdIP3QM0q+H8D7uK93/AGmta0H4pfGzWvEPhuyubHTdVdJzFNCsTecUUSNtUkfMwLE5ySzE9a4VPDP
+yfyr7TKcRUxOFpV61N05Sim4PVxbSbi31aejt2Pic2xtHCY2thaNVVYQlKMZx2mk2lJeUlrbzKvwS8eTfCXxhBfNZ
2+pWe4edZXFrHPHcrkZUhhxn1HPTrivVPiV
+2d8RNIvb2PQdKsfAWh38ubW2i0mASxqADjzDGNzDIO4KDyOleb2/
h6S1lWSPcrr0OOlXrH4fWt3pVxeXGpWcU8LKVs3jlM1yM87SEKDGc/
Mwzg98A8+O4fy3E4lYrFUYzei1jzddNNtH9pp2XVK59Bk/iNm2FwLy7BYmVON3JWmoW01XM/e1/li1d62bOU
+KvxR8UfGq8t7nxRqP9q3FrGIo5Xt4kdVGeMqoPOcn1PPWuSPhzA5X9K9Bk8MMCcKPpTD4ZYnbt5+le3h8LRoU
1SoRUYrZJJJeiWiPncXxNXxdZ18TUc5veUm236t6nBJ4cx/DViHw/u/g/SvU9O+B2uX2hx6p/
Zs8OmzO0cV1MPLjnZc7ghbG8jBB25wRjrW5oXwGlu8ecrHPUAYqJY7DQvea000d9TvoYbMcRbkpytJJptNJp7NX
3T7o8bh8OZHSr1t4XaX5VjZvoK+itD/AGekG3/R8/8AAa7DSP2e/lXFuPyrjlxJhKZ7+H4LzKt8Tt8r/
wCR8s2fga5kHy2srf8AATV2PwHeDraycf7NfXmmfs+ELj7P+laCfAd7YNtto2/3og2PzFY/
64YZOyt953f8Q3xUleU39x8cf8IbcoPmt5f++DQPC8ifejdfqK+urv4GMXZmh6nOAuB+Qqhc/BJYT/
qOPda66fFmGl2PHxHh9jIfDN/Nf8E+VP8AhHyvVT+VFfS9x8GFEn+pH/fNFda4kwzPHlwbmF/iX3HOyfAib/a/
756Uz/hQtx/tf984r2jQPjx8NNZ2+d4k0m3dioxG0lwCSPVU4x7gfhXUaV40+HOpMPL8W6Dyf47gR/8AoWK/A/
8AiIGLpP8AeUZr/tyX52PqqPhRRqJOm0/+31/mfO13+z+uIfs7XUjMmZBJCI9regIY7h3yQPpUo/
Zyuo4FkeOURyfdfHyt+P8ASvqbTX8E3Cqy+KPDrbgSpGoRc46/xVq2vhnw/q9r/wAS3XNDeaQ/
KPtMbc47rnOcdsZqY+KDgvev801+i/r7z06fg6qjbdO19rPS+nm2/v38tD5Lsf2dGlk2yeaiMQGk2FvLHrgdat6p
+zMunTboZGvrXgLMIXiUtjJXDAHIr2nxv8G/iXqV5DdWOq+CbHT7XJaFpARdgH7zF0YA+2dtdLf+KJ/
COmR3Xj210OO5k2It5azHyccABhEjY4/iwATjg9a6H4mSdWHsJqopXVotN306NJvS
+z07Pp7eD8EqTwc6lWKhKLTXNdXWt9U2t+jjd90lZ/N9r+zynRrYn8M1vaD+zjHcLK0awRNAnmbX
+UyAdQvGCR1wSPbPSvXbv9pP4S6TNGtxq0bGQkL9mTzVxnGckjb0PDYPtW34Y+Ovwv1+/
jjtdb05YeSXluYomGORlHYE59sj61tjuPcVCnzzpzS78r/yOnJfC+EqnLSjGTXZpfjc8t0f4ISSLt/
eMhAG3JxgHOMfXmuw8P8AwHK7f3P/AI71rs/EX7QfhvT/ALM1vqWliwjH7zGnTXcWd20+W0Dgls4HMRB/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49



vDoNGx/ae8P29z5H/CK+MJ+3mLpX2ZXPXI82Tdtx/s5r89zbxKqwp88oPz8vm+X5pan63kvhhXlU9nBXfS6d391/
zt5lXw98D4wFDRfjiu68O/AqJ9oEY/Km6Z+0J4ckK7rW+0uNvlM2oQLHGrDjbkP1PbmtS6/a38H
+GLJJhcfanMgiMMKqJB6tgv8Ad/HrX57ifFGNZfu5O/azP0nA+HGMpTUKlH5m5pfwAtxtLL+lXrj4CWvl/
KuT9K3PhD+0n4D8ealDDNqhsd52gXaiNW7/AHgSo9OTWN+2/wDtL+G/
gZ8FvGvidfEHh3RbfwBdw3CqNWja48QQm1Dm3jRdzh3mkEYwB9wnOM18nW8UKroyr0anM4u3Inabdm7Wd
rXS0bsm9Fq1f23wnGliFg61CUW9buNlZtK/nq1t67IwNQ+AiltscPmM3AVVyTXxt+1F/
wAFKf2af2ZLhrXXPih4f1jVgJP+Jb4af+3LhWjO1o5Gt90UMgbjZNJGevGAa/NT/gqh/wAHBnxA/bf
+Gv8Awrvwto1z8O/A94q/2xJHqMs+oeI8DBjkfO2K2LZbyFL5IAaRwMV+dNs5tjIHjXcYzt3r
+vNfoGT8T5rOhGtiFySf2W7tettD4XOcrwHtnSpK6W72+4/XTx1/wcbfDCz1Xb4d
+FvjPV7PnMuo6jbabIPT93GtwP8Ax/j3or8gyMgfTtRXsf61Zn0qfgv8j57/AFfwL1cPxf8Amf0K2H7DPh2SFW/
t3xIVncFQj2KuSc4XPlYA+gHIxxWvB+xp4X0MMqan4lE3Qu91Zy7TnuroRnH+zgfWvSBoekrp7Rqst2rYAj/
tOTy9o9fMk4HHOTnpwelXtL8D+D9Hbz/7P02C9kQb1ZfMkiweARkt9OcemK+jrZxJfFKT
+48zC5PQT9yCTPLbz9jfw7fDY3ijxlaqpILW9zp1s2dx+bi3BPpxkDbzjnNrT/
2NPDOnJHJD4j8fXDR4ZgdYjkLDO45Tbjjr8oHTA44Pq0/
hzwXAFuJtD8O3HnNuJexGcnPJyjYzxk8HFXrbSfCtuWuI9I8PQzyOywuljH5jjGSTz9epHToahZvPpzfgdkcpo31ivxP
JbP8AZ+8G6WPLOtaxNHy2J76OSaPJbgnZ5nZsZySMYyMCsu5+EnwzvI51OtaldPDnekV
+kzRYOCGwCM5xkHvx1OK+hI9Q0/QlsfM04WlowLW5FoEGScnaeAOueCSfc5xp2njexu7Ldb7HCnahhi84hM/
e2xn7v+eMilLPqidrP71/kz0KOUUuS6t9z/zPl/Ufgd8MNUt42tpdauFyxJtWVsnP8RSPgD0+vXFWLD4I+DI1Yw
+GfiJcSRt5f7jQd2DnGVItCGBI+8u7A619L/8AC17WK8aCTULfzVYgtHG3mYDY
+7gnHv0xz0wanT4nwmb5WmC5wrSwmIg5wc/J8g9zx9KyrZ1XcdE/v/4B6GFy6EZXX9fieCW/ge
+tIFtLTQvixaw8gIYVhUj3/wBHUfhkGq+n/
CfxBq0e6PwX8QZ9mCRNe2XXrnD424OfvEcGvo278ex21ytvK8MLKMsqvgJ/vc8Zx17kVo2fjxAjNuj25OHGNp/
EkY7nH+AFfG5lXc/e9jG79f8AM+6y/EVIWjzP72fPVn8AvHTTL9n8D
+JVj6SGbWNKQLwTngE4BAHTPt3rZ039mX4glPl0i0hKnI+3a9BuHsfLtnX8+eK99tPGscky7ZFj2jBVSEZce3B5z
+fNatn4mjcqXjmVVYDPDK3HYg5/x5r5XERi179KH3f5s+io5liVK8akvvZ4zZfsT
+MPElq1tfa5Y6Pb3CESyWGvXqyJxggMkMbKcHqu0jtmvNfiH/wbv+AvFfhm/
nvvEWuPJEVdnXU7+6eXeO7XFy2QMH+HoT
+H2zofimGN9m6Ndo3FirLkDnkkfzNbOteJoZdDmRZI2Ew4BxuYdwCwwR9Dx
+lfJ1qFKnNypwUX5RS9Oh6GIzLHVXGM5uS2d9dLq/nsfjz8Tv8Ag25+E
+mabJOPEHjVZmG8+VdwqB6cyRyYHOSTnt0HXxHWP+CBHgmzciHXvHx64zLblWA9/swwOQM8jOa/Zzx/
q9rd6VIqMsqsMqNwySQc49sZ59Oee3iHiC202KRitwY4/
m2iMqsa559evryc9K9rL8ZipKzlf7v8jz8bluBb5pUkj8rbn/ghP4duJW8nXPGflqTgsbc5GcZ/
1Y64or9KrtdNldvOktVy7EbppOecfwkHt3z6DAAAK+spyruKdvwPDlluDvpAwtT1m5tr63muWs49Pt/lkvL4W2Ll
+pSNFdkby8EEknnoGxk6Vr4gA8HrrlrqGn2yzXICX1zO2Lck4DOCCHP90FVOSOPTw
+71BtE1yy0dvsVnfSxxS3EdlG11elCxw0jyov2gnPCIpXuuOCfV7PUS/hSCxtWXUQlzG8sV5aiyv7JXO0zIiLlm
+ZiN5GQG+/jFfZTvKbS6fn6f8D5n5nh4xjBN/wBI6S31zQ/G1vBNZ65pl9eafFLLOTbxxyTp/
fRGdeCxRRxtO4AnNYkeuae3gnUr7U5WN7pc5t/
OtdSgjzd9VhWCNDxgZYSDcADgfeAyfiF8UNYsNPvl8N6PFJeqRbz36yR+Va7QBk/unxIQ7/60hQP4skoL/
wAIPB2h+F9IuLxfEC+IF1JvNWaSJDbw4yUIMedh9WDAHrtzXVGP2Q0vcuXGs2ukTNqXii/
uoDBMbRLElhcEhQwYkoGCLuBO4qAMcfMoPTa14ntYdQsbf+31K3i/
bLK7u5EZECMGwi4DFCDkqWUsAxwwya828e/
ELzvj9oFreahLEtnCsatpixXKoA7JMtw0jFIwob7ygsck7VYgVpfEnw3Zx
+Jo7rSG0fTftjPaz2gtVV7w8BOHjKCNcElihxtHBPI55e87rU9ajFJWZ1PiX4q211qsNrqF34VmXUoWTTZkWS1llbA
C7ZpQ6H7wABGGJA9RWf4f8SatJfSW9/p92se1pn+2W0scUqoRkK8GQMK4z+7br0xXAfErxdax+HF1a0k/
tZoLcR3E8UdrJ9jkDgee7IBLkEdEDqwXbtwCtQ6z4a1OWezutXhObBSy3DyOblAAWDbWjlG1+DtZAAGfIJwo2V
NSdjrpxsetweLLPUrBm0dmMlhcKZ7e
+b958wJKxMhQqfQunzbemeav6V4xWWWFrVbqSFgMSPDMGiY87AFZRuxnlPlBHzYArx2HxJZf29JrEfiS4muIYv
KS9u3MKPHn/j3VoYwERmXJ/dk8/JjBqEfEPUtWa6tZrDbqtzL5NxbXpjc
+WOmyUIu9kcRsM78lhySBWcsuU9GtT06OI5T6Jk8VfZ7Xyo7oyR7RvW4lK
+WDgcnaDzk8gEZPU8boIviPZ6VabXvbWJoSv2gCXyym7OEK/Njd2GVDc4Jzg/Ofiz4iyeB9SuY/
EHiKHTbiSPaun6bH/aN+pYDJaISFV3AqxEoQL8wGV
+VuFtvj8keoMtj4TuGhUMIW1LX0t7e2z122lvEyuv8AsNOc9NxPNeTjMoox+Jnq4fFX2R9hW/7Usdk1rBDb
+dfTTGAQRxyXUTN1Uq0YPJHzAZK4PUZzUfin9o3xdYTSW6+GfEMN7cYdB
+6aRweC5GAQoGBh1B5znBIX5l0746Sxac1k2o/Y7acl5rTSIns7e4LcneRIZpAcnKySEEEhga0vDHxe0TwnayW
+n22h6VHMQ0kVnYxWvmEcZIQnPpyK+VxGW4fmvGN357Hrxxk7WPdriXxX46s45bz
+0dKunbORfRQwxJtAb5wk0hJbLf6pceqn5mm0/
wCCOmTTb9Y8TXl22B8lugTB4zuMzSCTBAwdiYx93kivIbb41LqB+WSNR2LPGAfyFaEHxma0XauVz3DEj
+orWhh5L4El6L/
PU561acup7tYfDHwNZ2qo1rLcOBhpTeyRNJ7lYiifkoorxNfjmyKMTKfUkUV6EcNWavzP72cLpzbvc8n
+Cfgu48NabdeKNTk0WSSaNZbZYoxJDbrnJZI4gv7xyqjADEsP4s1Yv9Wku/
Et1d6TpurXHiKSJZJ7i4SGyjCjGMRTeVExxj70ZccNuIGwv+Kd3No02h29nJJaweX/
AKuFjGnCccDivLPh5cSaj8R9SkuHeeT+19Pj3SHcdrSMzDJ7FlBI7kA9q+rxUVR5ILq7X67b37n5jhpOfNJ/8D0PStB
+Ey6l4J1CKbyrdmkuC1xbM1xLdRq7GMEZ27WHlvshWPdkA7cYOh8CvGn9nyWtraaTFpVqZz5s11MY1uThQvKS
MdxySIypRjjpgmrlnqdzd
+PrzT5bieSwglvBHbPIWhjCwErhOgweRgcGrHwGkaT4cvEzM0dvpDSxIT8sbmSRSyjsSCRkc4JrT2fJWjGPb8mv8z
ohUvTbff8Az/yO5udF0/xtoNu93p915uqI7/ZZCYrEr853uIQFzgk5wWIyeCvFTEfh
+3XT7jSYbeeSVYorVo2W38xtxLRupdwdhDHzFBPYjnHJ/
GK1jnXEkcbhdbjt1DKDtjM0sZQf7JT5cdNvHSsL4Xzu8uj7mZvs+p2PlZP+q/0aP7vp
+FdtOhHmsVHES5TvbPxTp8etWkl9eXmlzXEavbB7m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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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FTIaQIhlMYDKFJkCk9iBhjzHiXw5qHi7UpFtfD9ndW9ixlW8jeVY7aV5NsnLMm9DkNs3IDkqWJXcPdrHwxpt5H
NBNp9jLDLBCzxvArK5LjJIIwa+JP+CjnxC1/
wL4u0m10PXNY0e1s9TRYIbG8kt44R5A4VUICjk9PU11ypxjBvsdFLESuexalpWm
+EbK0bxp4k03QbdjJEiXl7Csh5VsIshCSIQHA3b2KrggdB4T8YP2rbRE/sf4czatouix/LLqaSSWt/
qHIKhWTbJFEvzKATkoVHygFa8AKhdsgAEioFDdwOuM+lRF2Z48kncOc96+Xx2cVG/Z01y/M9/
D0UlzS1OyXx1vkkaTbJJMxkkZ2YNIxOSzMeSxOSSckk81p6V49kiZZI5JI2T/nn+9C9v4v6jFefTcQ/
gavW0ajQFk2rva6dC2OSAgIGfTNeLKpKW56MarR6RpvxAWLG2Td2IkiHPHXIIPH
+fQ6kHxAaXaPOVtowvzLwPSvLdNkbyx8zd+/0ra06JX+8qnjuKxlvc39o9j0yL4iKU4VnbHJxnn2x/
WrUPxFYjb55i9AwPH6EGvLbg7ANvy/SnwzyFW+duAMc9K1p7l+0Z603xBJA+bd7jP8ASivLlkbyl
+Zvzor0Y7GkakrH/9k="
}

若显示如下，文件成功上传，表示成功调用连接器。

步骤7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2.10.3.16 对接华为云 API Explorer

通过对接华为云API Explorer，集成华为云服务的所开放的API，为开发者提供丰富的
连接器。

背景信息

API Explorer是华为云为开发者提供的一站式API解决方案的统一平台，集成华为云云
服务开放API，支持全量快速检索、可视化调试、帮助文档，帮助开发者快速查找、学
习API和定位修复错误。

AppCube通过对接API Explorer可获取到大量华为云云服务的API元数据信息，从而为
开发者提供访问这些API的连接器，无需再针对每个云服务单独开发连接器。

AppCube当前支持对接如下云服务的API：

●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简称NLP）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针对各类企业及开发者提供的用于文本分析及挖掘的云服务，旨在帮助用
户高效的处理文本。更多内容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nlp/。

● 对话机器人服务

对话机器人服务（Conversational Bot Service） 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针对
企业应用场景开发的云服务，主要包括智能问答、智能质检、定制对话机器人和
任务型对话等功能。更多内容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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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识别服务

人脸识别服务（Face Recognition Service，简称FRS），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
息，利用计算机对人脸图像进行处理、分析和理解，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智能服
务。更多内容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face/。

● 内容审核服务

内容审核（Content Moderation），基于图像、文本、视频审核技术，可自动进
行涉黄、广告、涉政涉暴、涉政敏感人物等内容检测，帮助客户降低业务违规风
险。更多内容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moderation/。

● 文字识别服务

文字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简称OCR）以开放API的方式提供给
用户，用户使用Python、Java等编程语言调用OCR服务API将图片识别成文字，帮
助用户自动采集关键数据，打造智能化业务系统，提升业务效率。更多内容请参
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cr/。

● 图像识别服务

图像识别（Image Recognition），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可准确识别图像中的视觉
内容，提供多种物体、场景和概念标签，具备目标检测和属性识别等能力，帮助
客户准确识别和理解图像内容。更多内容请参见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image/。

● 图像搜索服务

图像搜索（ImageSearch）基于深度学习与图像识别技术，结合不同应用业务和
行业场景，利用特征向量化与搜索能力，帮助客户从指定图库中搜索相同或相似
的图片。更多内容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magesearch/。

● 视频接入服务

视频接入服务（Video Ingestion Service，简称VIS）是华为云提供的实时视频数
据接入服务，提供了摄像头视频数据采集、实时数据分发和视频数据转储等能
力。借助视频接入服务，您可以与华为云视频分析服务集成，快速构建基于实时
视频数据的智能分析应用。更多内容请参见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vis/index.html。

● 视频分析服务

视频分析服务（Video Analysis Service，简称VAS）依靠AI技术对视频进行智能分
析，提供了视频预处理、视频审核、视频内容分析、视频编辑、视频搜索、视频
指纹等功能。包含了对视频中目标的检测、跟踪、属性识别、行为识别、内容审
核、摘要、标签等能力，在多种场景下为用户提供快捷高效的视频分析能力。更
多内容请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vas/。

● 语音交互服务

语音交互服务（Speech Interaction Service，简称SIS）是一种人机交互方式，用
户通过实时访问和调用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将语音识别成文字或者将文本转换成逼真的语音等。更多内容请参见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sis/。

场景描述

本章节以自然语言处理为例，向您介绍如何使用华为云API Explorer导入的连接器。

前提条件

已在华为云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注册帐号下获取如下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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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登录华为云官网。

如果您没有华为云帐号，请立即注册，相关操作请参见如何进行帐号注册。注册后参
考企业帐号如何完成实名认证完成企业帐号实名认证。

步骤2 获取项目ID。

1. 单击右上角的“控制台”，进入“管理控制台”界面。

2. 鼠标移动至用户名处，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进入“我的凭证”页
面。

3. 在“API凭证”页签下，获取所用NLP资源对应区域的项目ID。

图 2-932 获取项目 ID

步骤3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
对。

----结束

配置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华为云开放API > 自然语言处理”。

步骤2 单击“+”，输入与NLP连接器对接的参数，单击“保存”。

表 2-279 新建 NLP 连接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新建连接器的名称，唯一标识。

长度不能超过255个字节，由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组成，且必须以
字母开头。

访问密钥ID 配置为步骤3中获取的“Access Key Id”对应的值。

访问密钥 配置为步骤3中获取的“Secret Access Key”对应的值。

区域 NLP服务所在的区域，可以跨区域，即NLP和AppCube不在同一个区
域。

项目ID 当前用户的项目ID，配置为步骤2中获取的值。

描述 新建连接器的描述信息。

 

步骤3 在该连接器详情页面，单击测试中的某个接口，再单击“测试一下”可模拟API接口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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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服务”中的“RunNer”接口为例。

图 2-933 API 接口请求参数信息

注意

请务必按照“示例模型”中的格式配置接口请求参数，各接口请求参数配置说明请参
见各服务的API参考，如《自然语言处理 NLP > API参考> API >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服
务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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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34 API 接口返回参数信息

----结束

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云服务NLP的对接，下面以新建一个脚本为例进行
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步骤3 在脚本编辑器中输入如下代码。

以“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服务”中的“RunNer”接口为例。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connector from 'connector';
let client = connector.newClient("NLP","NS__TEST");
let req ={
    "postNerRequest": {
        "text": "我订购一张明早10点北京到上海的票",
        "lang": "zh"
    }
};
let resp = client.invoke("RunNer", req);
console.log(resp)

其中，connector.newClient中“NLP”为云服务名称，“NS__TEST”为连接器的名
称。示例中的红色内容为图2-933中的请求消息参数。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的 ，保存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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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的 ，执行脚本。

2. 步骤3中代码已设置入参，故此处不需要再次设置，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的

图标。

3. 检查日志页签，由日志可看出刷新了NLP上数据。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Build #AppCube Core 1.3.6 on amd64
Built on 2021-06-26 20:14:28  
Commit #b5759f4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node:  12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script:  NS__NLP001 1.0.1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locale:  zh_CN
0628 16:00:52.971|debug|vm[310]>>> timezone: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Asia/Shanghai)
0628 16:00:57.441|debug|vm[310]>>> {
     named_entities: [ {
             len: 3, 
             offset: 7, 
             tag: 't', 
             word: '10点'
         }, {
             len: 2, 
             offset: 10, 
             tag: 'ns', 
             word: '北京'
         }, {
             len: 2, 
             offset: 13, 
             tag: 'ns', 
             word: '上海'
         } ]
 } (NS__NLP001.ts:12)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的 图标，启用脚本。

----结束

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调用连接器实现与NLP的对接，此处以新建一个Flow为例进行说
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为服务编排设置入参和出参变量。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2. 新建入参变量inputrequest、出参变量output，变量类型为“任意”，如图2-9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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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35 新建变量

3. 单击 ，设置服务编排入参和出参。

图 2-936 为服务编排赋值

步骤4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华为云开放API > EI企业智能”，拖拽“自
然语言处理”图标至画布中。

步骤5 单击 ，在“基本信息”中进行配置。

● 标签：该图元的展示名。

● 名称：该图元的唯一标识，不能和其他图元相同。

● 描述：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 连接器：该Flow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选择配置连接器中创建的连接器“命名空
间名__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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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设置调用“NLP”参数。

图 2-937 配置“NLP”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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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0 “NLP”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以“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服务”中的“RunNer”接口为例，故此处
动作设置为“RunNer”。

输入参数 设置输入参数。

“目标”为“postNerRequest”：将变量中inputrequest拖拽到
“源”中。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源”从下拉框选择“result”，将变量中的output拖拽到“目
标”中。

 

步骤7 连接开始和NLP图元。

步骤8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9 单击 ，设置输入参数，运行服务编排。

输入参数样例如下：
{
    "inputrequest": {
        "text": "我订购一张明早10点北京到上海的票",
        "lang": "zh"
    }
}

单击“运行”后显示如下信息，表明连接成功。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59



步骤10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的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2.10.3.17 对接函数工作流调用无服务器服务

通过配置FunctionGraph连接器，实现AppCube与华为函数工作流（FunctionGraph）
对接，对接后可调用在函数工作流控制台开发的服务。

背景信息

函数工作流（FunctionGraph）是华为云提供的一款无服务器（Serverless）计算服
务，无服务器计算是一种托管服务，服务提供商会实时为你分配充足的资源，而不需
要预留专用的服务器或容量，函数以弹性、免运维、高可靠的方式运行。此外，按函
数实际执行资源计费，不执行不产生费用。

更多函数工作流说明可参考函数工作流官方网站。

场景描述

通过AppCube的服务编排调用在函数工作流控制台上创建的函数。

前提条件

参考快速创建第一个FunctionGraph函数，登录华为云，进入函数工作流控制台，创
建一个函数“hello”。函数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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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s.handler = async (event, context) => {
    const result = {
        "greetings": event.name + ", hello"
    }
    return result;
}

配置连接器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类型选择“HTTP > FunctionGraph服务”。

步骤2 单击“+”，输入连接器的标签和名称，单击“下一步”。

表 2-281 新建 NLP 连接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标签 该连接器的标签名。

名称 新建连接器的名称，唯一标识。

长度不能超过255个字节，由字母、数字和单下划线组成，且必须以
字母开头。

图标 该连接器的图标。

描述 该连接器的相关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步骤3 配置对接信息，单击“保存”。

表 2-282 对接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账号所在地
区

函数工作流服务所在的区域，可以跨区域，即函数工作流和
AppCube可不在同一个区域。

鉴权方式 访问函数工作流的鉴权方式。

● 委托授权：通过创建委托，可以将函数工作流资源共享给
AppCube。选择该方式后，保存连接器设置时在弹出的提示框单
击“是”，即可访问函数工作流，不需要输入访问密钥对
（AK/SK）。

● AK/SK：通过IAM用户的访问密钥对（AK/SK）来进行鉴权。

访问密钥ID 配置为访问密钥对中“Access Key Id”对应的值。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

访问密钥 配置为访问密钥对中“Secret Access Key”对应的值。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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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配置动作，即要调用的函数。

1. 在右侧“动作列表”页签单击“新建”。

2. 在“基本信息”页签选择要调用的函数，如前提条件创建的“hello”，设置动作
的标签和名称，单击“下一步”。

图 2-938 选择函数

3. 配置消息头入参。该示例场景不需要配置消息头入参，单击 删除第一行参数。

若此接口没有消息头输入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请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消
息头输入参数，且有多个，请单击“+ 新增”。

表 2-283 消息头入参配置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标签 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消息头输入参数的名称，唯一标识，长度不超过255个字
节。

数据类型 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数字：数字类型。

– 字符串：字符串类型。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默认值 参数的默认取值。

描述 消息头输入参数的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默认 参数是否有默认值。

必填 参数是否必填。

操作 单击 或 ，可对Header输入参数进行添加或删除操作。

 
4. 配置输入参数。如图2-939所示，该示例场景需要设置字符串类型的入参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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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接口没有输入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输入参数，
且有多个，请单击“+ 新增”，并定义输入参数的基本信息。

页面上方“消息体格式”参数使用说明：当方法为“PUT”或“POST”时，该参
数才会显示。当第三方入参为数组类型或者非JSON类型时，需要将“输入消息体
方式”设置为“值”形式。

例如，若设置“消息体格式”为“键-值”，假设定义了输入参数A、B、C，调用
时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 {A: 1,B:2, C:3} ，此时被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是 {A: 1,B:
2, C:3}；若设置“输入消息体方式”为“值”，此时默认使用$in输入参数定义，
调用时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in: [1,2,3] }，此时被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为
[1,2,3]。

图 2-939 输入参数配置页面

表 2-284 输入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标签 输入参数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输入参数的名称，唯一标识，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参数位置 输入参数位置。

– 消息体

– URL查询参数

– URL路径参数

数据类型 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 日期：日期类型，精度到天。

– 日期/时间：时间类型，精度到秒。

– 数字：数字类型。

– 字符串：字符串类型。

– 布尔值：布尔类型，取值为“true”和“false”。

– 全局结构体：全局结构体类型，由命名空间和结构体类型
共同决定。

– 键值对（Map）：Map集合类型。

– 对象：对象标识类型。

命名空间 输入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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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结构体类型 输入参数结构体类型。

对象 当“结构体类型”为对象时，需要设置具体的对象。

默认值 参数默认取值。

描述 输入参数的描述信息，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默认 参数是否有默认值。

必填 输入参数是否必填。

勾选，表示是必填字段。

集合 输入参数是否是数组型。

勾选，表示是数组型。

操作 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入参数。

 

5. 配置输出参数。如图2-940所示，该示例场景需要设置字符串类型的出参
“greetings”。

若此接口没有输出参数，则不需要配置参数，请删除第一行参数。若有输出参
数，且有多个参数，请单击“+ 新增”，并定义输出参数的基本信息。

页面上方“消息体格式”参数使用说明：设置“输出消息体方式”为“值”后，
系统会引入一个通用的出参变量“$out”，将body的内容存到“$out”中，作为
出参。

例如，若设置“消息体格式”为“键-值”，假设定义了输出参数A、B、C，调用
后返回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 {A: 1,B:2, C:3} ，此时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是 {A:
1,B:2, C:3}；若设置“输出消息体方式”为“值”，此时默认使用$out输出参数定
义，调用业务接口返回消息体中传递了参数[1,2,3]，此时调用方收到的参数信息
为{$out:[1,2,3]}。

图 2-940 输出参数配置页面

表 2-285 输出参数配置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标签 输出参数的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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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输出参数的名称，唯一标识，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参数位置 参数位置。

数据类型 输出参数的数据类型。

命名空间 输出参数所属的命名空间。

结构体类型 结构体类型。

对象 当“结构体类型”为对象时，需要设置具体的对象。

描述 关于输出参数的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集合 输出参数是否是数组型。

勾选，表示是数组型。

操作 单击 或 ，可添加或删除输出参数。

 
6. 单击“保存”

7. 单击该动作所在行的 ，进行启用。

步骤5 可选，测试该函数。

1. 单击刚创建的动作名称，进入动作详情页。

2. 单击“测试”。

3. 输入如下入参，单击测试。
{
"name":"Lily"
}

弹出如图2-941所示返回消息，表示函数执行成功。

图 2-941 返回消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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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编排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业务Flow中通过连接器图元调用在函数工作流控制台上创建的函数，此处以
新建一个Flow为例进行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为服务编排设置入参和出参变量。

1.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号。

2. 新建入参变量“name”、出参变量“greetings”，变量类型为“文本”，如图
2-942所示。

图 2-942 新建变量

3. 单击 ，设置服务编排入参和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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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43 设置出入参

步骤4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FunctionGraph> 连接器名称”，拖拽步
骤2创建的连接器至画布中，并连线。

图 2-944 拖入图元

步骤5 设置动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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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动作 调用步骤4配置的具体动作。

输入参数 调用接口的入参。在“目标”从下拉框选择为参数，在“源”中
拖入全局上下文中的对应变量。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在“源”从下拉框选择为参数，在“目标”中拖入全
局上下文中的对应变量。

 

步骤6 单击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输入入参。
{
"name":"Lily"
}

若输出如下结果，表示成功调用函数。

{
  "interviewId": "002N000000pjDj5T7Djk",
  "outputs": {
    "greetings": "Lily, hello"
  }
}

----结束

脚本中调用连接器

您可以在脚本中调用连接器实现调用在函数工作流控制台上创建的函数，这里以新建
一个脚本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基本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其中“LT927__test”表示步骤2创建的连接器名称，“LT927__hello”
为动作名称。
import { Decimal } from "decimal";
import { Error } from "error";
import * as connector from "connector";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description: "name" })
    nam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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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String", required: true })
    greetings: String;
}

export class Functiongraph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do a operation" })
    run(input: Input): Output {
        let output = new Output();
        let client = connector.newClient("functiongraph", "LT927__test");
        let result = client.invoke("LT927__hello", input);
        console.log(result);
        output.greetings = result.greetings;
        return output;
    }
}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参数，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
"name":"Lily"
}

若输出如下结果，表示成功调用函数。
{
"greetings":"Lily, hello"
}

----结束

2.10.3.18 对接华为云 ROMA Connect

背景信息

应用与数据集成平台（ROMA Connect）是一个全栈式的服务平台，聚焦应用和数据
连接，提供数据（跨机房、跨数据中心、跨云的数据）、服务API（将数据和后端服务
以API形式开放）、消息（为企业提供跨网络访问的安全、标准化消息通道）和设备信
息（使用MQTT标准协议连接设备，帮助企业快速、简单地实现设备云端管理）集成
能力，帮助企业快速联接云上云下，消除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化转型。

AppCube通过连接器和ROMA Connect对接后，可调用ROMA Connect的API，从而集
成服务。

AppCube提供了默认对接的ROMA Connect服务器，如下图所示，您可登录开发环

境，在应用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ROMA > ROMA”，登录系统提供的预
置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AppCube也支持对接通过华为云开通的自有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请参考配置ROMA Connect在AppCube侧管理台配置对接信
息，并请从华为云控制台登录自有ROMA Connect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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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45 默认对接的 ROMA Connect 服务器入口

前提条件

这里以AppCube对接自有ROMA Connect为例进行截图说明，默认对接的ROMA
Connect服务器配置类似。

● 已在ROMA Connect平台上完成应用创建（创建时，应用的“Key”字符长度必须
小于60，否则后续向AppCube同步时失败），函数API创建、API分组创建、API创
建、调试、发布和授权操作。关于ROMA Connect相关操作可参考使用ROMA
Connect集成服务与配置API授权。

例如，如图2-946所示已在ROMA Connect平台创建“人员管理”应用；如图
2-947所示已发布“获取人员信息”API，且该API已授权给“人员管理”应用。

图 2-946 集成应用

图 2-947 授权 API

● 已在ROMA Connect平台上设置“app_secret”和“app_route”值为“on”。具
体方法：在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的“实例信息”页面选择“配置参数”页
签，修改“app_secret”和“app_route”的“参数运行值”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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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pCube 上调用 ROMA Connect 的 API

ROMA Connect平台上创建的应用和发布的API可以直接同步到AppCube平台。通过
AppCube的ROMA Connect类型连接器，可在Flow或者脚本中调用ROMA Connect的
API。

步骤1 查看ROMA Connect侧创建的应用Key值是否带有前 ，如果带有前 ，则需要在
AppCube新建系统参数。

1. 在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左侧的导航栏选择“集成应用”，单击应用名，即
图2-946中应用名“人员管理”，进入概览页面查看Key值。

– 如果Key值带有前 ，例如为“test__com.appcube.user”，带有前
“test__”。则需要执行步骤1.2。

– 如果Key值不带前 ，例如为“com.appcube.user”，则执行步骤2。

2. 在开发环境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台页面。在管理台选择“系统管理 > 系
统参数”，单击“新建”，如下图所示创建系统参数“roma_app_prefix”，配置
参数值为此前 取值“test__”，AppCube在后续同步API和调用API时会主动拼上
此前 。

图 2-948 创建系统参数

步骤2 在连接器中同步ROMA Connect应用和API，并查看具体API。

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HTTP > ROMA连接器”。

或者在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页面。选择“应用管理 > 连接器”，选择
“HTTP > ROMA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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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同步应用”，将ROMA Connect平台上注册的应用直接同步到平台。

同步后，可在ROMA Connect连接器列表中查看到“人员管理”应用。

说明

平台ROMA Connect连接器里的应用可以由ROMA Connect平台同步而来，也可以通过安
装包导入。通过安装包导入的ROMA Connect连接器里的应用，在ROMA Connect平台并
不存在。需要将ROMA Connect资产导入到ROMA Connect平台，用户才可正常使用
ROMA Connect连接器。请登录ROMA Connect环境，单击右下角“用户手册”，在“用
户指南 > 管理控制台 > 资产包管理 > 导入导出管理”中获取导入导出操作帮助指导。

3. 单击“人员管理”对应的连接器名称，在右侧“API接口”页签单击“同步
API”，将ROMA Connect平台上发布并授权的API直接同步到平台。

同步后，可在“API接口”页签中查看到“获取人员信息”API。
4. 单击API名称，可查看API具体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消息头入参、输入和输出参

数。

说明

如果ROMA Connect平台上该API有更新，请在ROMA Connect平台重新发布并授权API，
然后在平台重新同步应用和API。

图 2-949 查看 API 具体信息

该API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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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6 API 参数说明

参数类
别

参数名称 说明

消息头
入参

X-HW-
APPKEY

X-HW-APPKEY：ROMA应用的请求密钥，用于私钥认
证。

获取方法如下：在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左侧的导
航栏选择“集成应用”，单击应用名，即图2-946中应用
名“人员管理”，进入概览页面。单击Secret右侧的

“ ”查看Secret信息。

X-HW-ID ROMA应用的Key值。

获取方法如下：在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左侧的导
航栏选择“集成应用”，单击应用名，即图2-946中应用
名“人员管理”，进入概览页面查看Key值。

Accept 接收类型，默认值“application/json”，可不填。

输入参
数

userID 用户ID，为自定义入参。

输出参
数

retCode 结果码。

retJSON 接收JSON格式化的ROMA Connect返回数据。

$out 接收非格式化的ROMA Connect返回数据。

注意：对于POST请求类型，输入参数会有“$body”，
通过此入参传递body结构体。可使用出参“$out”接收
非格式化的ROMA Connect返回数据，$out为结构体类
型。

 

如果业务需要在API中增加其他消息头入参或者输入参数，需要在ROMA Connect
的API管理侧重新编辑API，定义好入参，重新发布并授权API，然后在平台重新同
步该API。

图 2-950 ROMA Connect 的 API 管理侧编辑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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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1 添加入参

步骤3 在Flow中调用ROMA Connect的API。

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
务编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连接器 > ROMA > 人员管理”（连接器名称为
ROMA应用名称），拖拽“人员管理”图标至画布中。

4. 根据表2-286设置变量和Flow的输入输出参数。

a. 选中开始图元，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私有结构体页面单击
“新增”。

创建输出参数结构体类型变量前，首先需要创建私有结构体类型。

图 2-952 添加私有结构体类型

b. 新增一个空的私有结构体“retJson”，不用设置结构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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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对象变量”后
的加号。

d. 选择“私有结构体”，设置页面参数，名称为“retJson”，结构体选择刚创
建的私有结构体“retJson”。

图 2-953 配置私有结构体变量

e. 参照步骤3.4.a~步骤3.4.d新增“out”私有结构体变量，结构体选择创建的空
私有结构体“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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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变量”后的加
号。

图 2-954 创建变量

g. 设置如下图所示两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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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单击工作区域开始图元或者空白区域，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
设置该Flow的入参和出参。

i. 参考配置系统参数新建系统参数“appkey”，值填写为ROMA应用的请求密
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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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X-HW-APPKEY”为ROMA应用的请求密钥，可能发生变化，您可新建
系统参数，加密存储此入参，并通过公式引用。当请求秘钥变化时，修改系
统参数即可。

j.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单击“公式”后的加
号，新建公式变量“appkey”，表达式为“SYSPARAMETER("app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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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连接器”页面进行配置，“动作”选择具体调用的API，例如“获取人员信
息”，根据表2-286配置入参和出参。并连接图元。

表 2-287 “连接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动作 具体调用的API，API选项由步骤2.3同步而来。

例如选择“获取人员信息”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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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从“全局上下文”中拖入相应
变量。

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

单击“新增行”可进行添加。从“全局上下文”中拖入相应
变量。

 
6. 单击保存图标，保存服务编排。

7. 单击 ，输入入参，运行Flow。

入参样例如下：
{
"userid":"001"}

若显示如下所示，表示成功调用ROMA Connect的API。
{
  "interviewId": "002N000000cOeh5XCDrc",
  "outputs": {
    "out": {
      "retCode": "0",
      "retJSON": {
        "result": {
          "employ_name": "zhangsan",
          "employ_no": "00xxxxxx"
        }
      }
    },
    "retCode": "0",
    "retJson": {
      "result": {
        "employ_name": "zhangsan",
        "employ_no": "00xxxxxx"
      }
    }
  }
}

步骤4 在脚本中调用ROMA Connect的API。

1. 新建脚本，编辑代码如下：
// Here's your code.
import * as roma from "roma";
import * as sys from "sys";
// 通过ROMA应用名创建client，第二个参数可以不填写, roma.newClient("人员管理");
let client1 = roma.newClient("人员管理", roma.NameType.AppName)

// 通过ROMA应用的APPID创建client
let client2 = roma.newClient("com.appcube.user", roma.NameType.AppId)

//通过API名称调用，第一个参数是API名称，入参在第二个参数中传入，$body可以传入body参数
let resp1 = client1.sendRest("获取人员信息", {
    "X-HW-APPKEY": sys.getParameter("appkey"),
    "X-HW-ID": "com.appcube.user",
    userID: "1110000",
    $body: {}
});
console.log(resp1.$out)

//通过API的URL调用，第一个参数是请求方法，第二个参数为接口URL，入参在第三个参数中传入，$body
可以传入body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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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resp2 = client1.sendRestByURL("GET", "/getUserInfo", {
    "X-HW-APPKEY": sys.getParameter("appkey"),
    "X-HW-ID": "com.appcube.user",
    userID: "1110000",
    $body: {}
});
console.log(resp2.$out)

2.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脚本。

3.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脚本中已设置输入参数，请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
角 图标执行脚本。

日志显示如下，表示成功调用ROMA Connect的API。
0813 16:33:31.504|debug|vm[2]>>> app cube 1.2.12 8fce52d0 2020-07-17 10:14:41 +0800 debug
0813 16:33:31.504|debug|vm[2]>>> node: 1
0813 16:33:31.504|debug|vm[2]>>> script: gongzhen10__roma 1.0.1 
0813 16:33:31.504|debug|vm[2]>>> locale: zh_CN
0813 16:33:31.504|debug|vm[2]>>> timezone: Local
0813 16:33:31.723|debug|vm[2]>>> { retCode: '0', retJSON: { result: { employ_name: 'zhangsan', 
employ_no: '00xxxxxx' } } } (gongzhen10__roma.ts:17)
0813 16:33:31.773|debug|vm[2]>>> { retCode: '0', retJSON: { result: { employ_name: 'zhangsan', 
employ_no: '00xxxxxx' } } } (gongzhen10__roma.ts:26)

----结束

2.11 消息事件
在业务流程中有意义的状态变化都可称为事件。自定义好事件后，您可基于该事件实
现事件发送、事件订阅，对发送的事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等功能。

2.11.1 如何自定义事件

您可以通过创建自定义事件，并通过服务编排、BP或者外部系统订阅该事件。

背景信息

事件分为标准事件和自定义事件。

● 标准事件是系统定义好的事件，可直接订阅。标准事件目前有几下几种：

– Absolute Time Alert，即定时器发送的系统事件。

– EV_FLOW_STARTED：流程启动，用于记录BPM流程的启动。

– EV_FLOW_TERMINATED：流程终止，用于记录BPM流程的流程结束。

– EV_FLOW_REVOKED：流程撤回，用于记录BPM流程撤回。

– EV_TASK_STARTED：任务启动，用于记录人工任务启动。

– EV_TASK_TERMINATED：任务终止，用于记录人工任务结束。

● 自定义事件可由用户自行定义。

例如在某个公司招聘场景中，招聘人员A和招聘经理B负责面试，招聘经理B负责
决定该应聘者是否被录用，录用后，人事部C来给新员工办理各种手续。需要进行
软件设计，一旦应聘者被录用后，不需要招聘经理自己去通知人事部，而是创建
一个记录应聘者录用结果状态的事件，通过订阅该事件，系统根据状态结果自动
发邮件给人事部，通知人事部是否办理入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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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创建一个记录应聘者是否被录用状态变化的事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事件”。

步骤2 选择“创建新事件”，填写基本信息，单击“添加”。

表 2-288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事件标签名，命名体现该事件提供的功能。

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例如“标签”取值为
“EmployResultNotify”。

名称 该事件的名称，唯一标识。系统自动生成。取值为事件标签名加
“__e”后 。

例如“标签”取值为“EmployResultNotify”，“名称”自动取值
为“EmployResultNotify__e”。

描述 可选字段，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步骤3 单击“自定义参数”页签，新增自定义参数。

自定义参数用于记录有意义的事件状态变化，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创建。例如在本节
中创建的是记录应聘者是否被录用状态变化的事件，您需要新增应聘者姓名
“EmployName”和招聘结果“Result”两个参数字段。

1. 在自定义参数页签，单击“新建”。

2. 如图2-955所示，设置“EmployName”参数信息，字段类型为“文本”。单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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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5 设置参数

表 2-289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参数标签名。

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参数的名称，唯一标识。系统根据“标签”取值可自动生
成。

字段类型 该参数的字段类型，支持以下几种。

– 数字

– 日期

– 日期/时间

– 布尔

– 文本

描述 可选字段，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是否必填 表示该参数是否必填。

勾选表示是必填字段。

 
3. 参考以上步骤新增字段类型为“布尔”、“标签”取值为“Result”的参数。

新增参数后显示如图2-956所示。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83



图 2-956 自定义参数显示页面

步骤4 单击“基本信息”页签，单击“启用”，启用该事件。

步骤5 单击“订阅”页签，该页签显示该事件的订阅者信息，例如显示有哪些Flow或者BP订
阅了该事件。

由于事件刚创建，暂没有事件订阅者，下个章节介绍如何订阅该事件。

----结束

2.11.2 如何订阅事件
可以通过定义脚本、服务编排、BPM或者触发器来订阅事件。目前版本只实现了通过
Flow和BPM来进行订阅，其他待后续实现。

场景介绍

上节中创建了一个记录应聘者是否被录用状态变化的事件。本章节介绍通过Flow来订
阅该事件，通过事件发送接口模拟招聘经理给出招聘结果，通过订阅该事件，系统根
据状态结果自动发邮件给人事部，通知人事部是否办理入职手续。

通过 Flow 订阅事件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添加服务编排”页面参数如下：

● 标签：服务编排展示名称。

● 名称：输入“标签”值后单击该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名称。

● 类型：服务编排类型，分为Autolaunched Flow（自启动Flow，在接口调用后会
立即执行Flow中定义的逻辑）和Event Trigger（事件触发的服务编排，在事件触
发时才会开始执行服务编排中定义的逻辑）。这里选择“Event Trigger”。

● 事件：选择上一节创建的事件，注意事件需要处于启用状态（在事件基本信息页
签单击“启用”）。如果未启动，这里不会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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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可选参数，服务编排描述信息。

步骤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逻辑 > 决策”，拖拽决策图标至画布中。

该图元类似if语句的判断，用于在服务编排流程中创建判断条件，根据判断结果连线其
他图元，决定后续执行何种操作。您需要设置应聘者被成功录用、应聘者没被录用和
其他三个判断分支。

步骤4 选中决策图元，单击 ，如下图所示，设置分支条件参数。

图 2-957 Pass 分支条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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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8 Unpass 分支条件配置

表 2-290 条件分支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可编辑的事
件

所有的判断条件。

● 可通过单击“新增”来增加判断条件分支。双击新增的分支可修改
分支名称。

● 默认：默认输出，当其他所有条件均不满足情况下，进入该分支。

本示例中需要新增如下两个判断条件，配置举例如下：

● Pass：应聘者被录用。应聘通过时事件中自定义的布尔类型参数
“Result”赋值为全局常量“{!$GlobalConstant.True}”，表示结
果为真，即应聘通过。

● Unpass：应聘者没有被录用。应聘失败时事件中自定义的布尔类型
参数“Result”赋值为全局常量“{!$GlobalConstant.False}”，表
示结果为假，即应聘拒绝。

 

步骤5 在左侧选择“基本 > 发送邮件”，拖拽发送邮件图标至画布中，弹出发送邮件配置窗
口。

发送邮件是发送邮件接口。您需要根据录用结果发送不同的邮件给人事部。如果录用
成功，需要邮件通知人事部办理入职；如果录用不成功，需要邮件通知人事部告知应
聘者应聘失败；若事件超时（默认分支），则需要邮件通知招聘经理，看其是否给出
招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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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如下图所示，以应聘者被成功录用为例，设置发送邮件参数。

图 2-959 设置邮件发送基本信息

图 2-960 配置邮件发送参数

表 2-291 邮件发送参数说明

区
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基
本
信
息

标签 该邮件发送的标识。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邮件发送的名称，唯一标识。

描述 该邮件发送的描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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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动
作

邮件 您可选择“直接编辑”手动设置邮件信息或者“基于模
板”选择邮件模板。

这里选择“直接编辑”。

主题 邮件标题。

内容 邮件内容，需要使用事件变量
“EmployResultNotify__e”。

配置为：{!
HW22__EmployResultNotify__e.EmployName} is
employed.

地址 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字符串：表示直接输入。

● 集合：表示可以拖入一个集合变量。

 

步骤7 参考步骤5~步骤6，设置应聘者录用失败和超时邮件发送。

步骤8 如图2-961所示，连接所有元素。

图 2-961 连接并设置起始元素

步骤9 单击 ，保存Flow。

步骤10 单击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服务编排。

启用后，当有“EmployResultNotify”事件触发时才会开始执行服务编排中定义的逻
辑。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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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验证

通过Flow或者BP订阅“EmployResultNotify”事件后，招聘经理需要给出招聘结果，
即给“Result”赋值后，人事部经理才会收到招聘者是否被录用的邮件通知。即您需要
设置发送事件，订阅者才可以接收事件。

这里，可以通过单独创建一个Flow来给应聘者Lily的应聘结果“Result”赋值，模拟事
件发送。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图 2-962 配置 Flow 基本信息

步骤3 在Flow编辑器左侧选择“基本 > 发送事件”，拖拽发送事件图标至画布中，弹出发送
事件配置窗口。

Send Event为系统提供的发送事件接口。

步骤4 如图2-963所示，以应聘者Lily被成功录用为例，单击“全局上下文”中“变量”后的
加号，新增变量，设置发送事件参数。

图 2-963 设置发送事件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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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64 发送事件配置页面

表 2-292 发送事件参数说明

区
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基
本
信
息

标签 该发送事件的标识。

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发送事件的名称，唯一标识。

描述 该发送事件的描述说明。

动
作

事件 请选择待发送的事件，这里选择“EmployResultNotify”。

分区字段 可选配置。从事件中选择一个自定义参数用作Kafka的分区字段，
则根据该字段值进行路由，相同的值将路由到同一个Kafka分区；
如果不指定，则默认随机路由到不同Kafka分区，从而提升并发处
理性能。

发送到外
部

系统内部有配置与AppCube相连Kafka的固定
Topic“__BINGO_SYS_TOPIC”。

● 若不勾选“发送到外部”，表示将事件数据发到默认的Topic
上。

● 若勾选“发送到外部”，则表示将事件数据发送到与AppCube
相连Kafka的其他Topic上，您需要配置其他的Topic。

默认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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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延迟到事
务结束
（提交或
回滚）后
才发送

是否延迟到该服务编排事务结束后才发送事件。

默认不勾选。表示流程执行到该图元时立即发送事件。

目标/源 该事件自定义参数取值，请单击“新增行”添加并进行赋值。

● “目标”取值为“EmployName”时：请在“源”里从“全局
上下文”中拖入新建的变量。

● “目标”取值为“Result”时：请在“源”里拖入全局常量应
聘结果“{!$GlobalConstant.True}”，表示应聘者Lily被成功录
用。

 

步骤5 按照下图连线。

图 2-965 连线

步骤6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7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设置输入参数，单击“运行”，运行后，才能发送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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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接收者收到邮件，验证成功。

----结束

2.11.3 如何配置事件流

当需要对事件A进行订阅，分析处理后转换成事件B进行发送，这时您可通过配置“事
件流”来实现这整个事件流程。目前该复杂场景只应用于：开启事件后，spark
streaming从kafka中提取事件并按照定义规则对事件的数据流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发
送新事件给kafka。为了节省资源，一个租户只能创建一个事件流。

背景信息

首先，您需要理解以下概念：

● kafka：是由Apache开发的一个开源流处理平台，是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
统。它主要用于处理活跃的流数据。一般kafka部署为集群模式。

● Topic：用来区分kafka集群中不同类型消息的主题。例如应用程序A订阅了
Topic1，应用程序B订阅了Topic2而没有订阅Topic1，那么发送到Topic1中的数据
将只能被应用程序A读到，而不会被应用程序B读到。

● spark streaming：大规模流式数据处理工具，第三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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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某仓储公司需要对该公司各个区域设置温度监测，当温度大于60度时，需要触发高温
报警。

将温度监测和触发高温报警定义为两个事件，可通过配置“事件流”定义整个事件流
程及事件数据筛选规则，开启流程后，spark streaming从kafka中提取温度监测事
件，按照筛选规则分析处理后提取温度大于60度的数据，发送高温报警事件给kafka。

图 2-966 流程示意图

前提条件
● 您需要联系运维开启事件流License权限。开启后，才可新建、查看并管理事件

流。

● 已创建并启用温度监测事件“temperature”，该事件中自定义参数为文本类型
“position”和数字类型“temperature”，分别表示位置和温度。具体操作步骤
请参考如何自定义事件。

● 已创建并启用高温报警事件“fire_alarm”，该事件中自定义参数为文本类型
“positionalarm”和数字类型“temperaturealarm”，分别表示高温报警位置和
温度。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考如何自定义事件。

● 用户要执行或者停止运行事件流时，需要具有管理事件流权限。添加管理事件流
的权限方法：在“管理 > 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中设置，勾选用户对应的权限配
置文件中系统权限“运行和停止数据接入与事件流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事件流”。

您需要联系运维开启事件流License权限。开启后，才会有新建事件流的入口。

步骤2 单击“新建”，进入“事件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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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事件流”页面右侧单击“设置”，进行数据配置。

图 2-967 设置页面

表 2-293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窗口长度 流处理的数据采集时间间隔，单位为分钟。建议时间间隔不要
配置过小，否则系统频繁的建表和执行SQL语句，会影响系统
性能。例如：配置为“1”表示spark streaming每隔1分钟去
kafka获取事件数据。

 

步骤4 在“事件流”页面右侧单击“图元”，拖拽“输入源”中Kafka图标至左侧画布区域，
并配置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输入源中Kafka图标表示数据来自Kafka。

图 2-968 数据来源 Kafka 基本信息页面

表 2-294 数据来源 Kafka 基本信息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数据源Kafka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数据源Kafka的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事件 需要订阅的事件。

例如：配置为温度监测事件“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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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从外部接收 是否从外部Kafka接收事件。

若关闭该开关，表示从与AppCube相连的Kafka接收事件；若打开该
开关，表示从外部Kafka接收事件，需要配置“Kafka集群地址”和
“订阅主题”。

● Kafka集群地址：数据源Kafka集群地址。
多个节点服务器地址可用“,”间隔，格式为“Kafka节点1的ip:节
点1端口号,Kafka节点2的ip:节点2端口号,...”。

获取Kafka的IP和端口号方法：可以通过登录每台Kafka节点服务
器，查看“${KAFKA_HOME}/config”目录下
“server.properties”中“listeners”取值获取。例如：
10.136.104.56:9092

● 订阅主题：获取的事件数据来源，即来自于kafka集群的哪个
Topic。
例如：__BINGO_PROD_SYS_TOPIC

该章节示例中关闭该开关，使用与AppCube相连的Kafka。

 

步骤5 从“图元”中拖拽“投影”图标至左侧画布区域数据源Kafka下方，并在弹出的“添加
投影器”页面配置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图 2-969 “添加投影器”页面

表 2-295 “添加投影器”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投影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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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名称 该投影的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输入字段 订阅事件的所有事件参数。

请从中选择需要的参数单击 ，选中的参数会出现在“输出字
段”中。

输出字段 从订阅事件中的事件参数进行筛选后，用到的事件参数。

 

步骤6 从“图元”中拖拽“过滤”图标至左侧画布区域投影下方，并在弹出的“添加过滤
器”页面配置基本信息和过滤条件。单击“保存”。

图 2-970 设置过滤条件

表 2-296 过滤条件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Filter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Filter的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条件设置 过滤条件。

● 字段：上一步筛选后的事件参数。

● 比较符：操作符，下拉选择。

● 值：字段值。

例如：上图中的配置表示提取温度大于60度的事件。

单击“新增行”可以新增条件。

 

步骤7 （可选）从“图元”页面中拖拽“分组”图标至左侧画布区域过滤器下方，并在弹出
的“添加分组器”页面配置基本信息和分组条件。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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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71 “添加分组器”页面配置

表 2-297 分组条件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GroupBy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GroupBy的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分组设置 分组条件。

例如上图中配置表示按照相同位置的大于60度的温度取温度平均
值。

 

步骤8 在“图元”页面右侧拖拽输出源中的Kafka图标至左侧画布区域 下方，设置spark
streaming输出事件和输出事件数据的接收方。单击“保存”。

您可拖拽多个Sink中的Kafka图标，设置多个事件接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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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72 数据接收方配置

表 2-298 数据接收方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数据接收方Kafka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数据接收方Kafka的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事件 spark streaming输出的事件。并设置订阅事件和输出事件的参数对应
关系。

这里配置为高温报警事件“fire_alarm”。温度监测事件
“temperature”的“position”对应高温报警事件“fire_alarm”中
的“positionalarm”，温度监测事件的“temperature”对应高温报
警事件“fire_alarm”中的“temperature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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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发送到外部 是否发送到外部Kafka。

若关闭该开关，表示发送到与AppCube相连的Kafka；若打开该开
关，表示发送到外部Kafka，需要配置“Kafka集群地址”和“订阅主
题”。

● Kafka集群地址：接收事件的Kafka集群地址。
多个节点服务器地址可用“,”间隔，格式为“Kafka节点1的ip:节
点1端口号,Kafka节点2的ip:节点2端口号,...”。

获取Kafka的IP和端口号方法：可以通过登录每台Kafka节点服务
器，查看“${KAFKA_HOME}/config”目录下
“server.properties”中“listeners”取值获取。

例如：10.136.14.56:9092
说明：接收事件的kafka集群不需要一定配置为和AppCube相连。

● 订阅主题：接收事件数据的kafka Topic。
例如：__BINGO_PROD_SYS_TOPIC

该章节示例中关闭该开关，使用与AppCube相连的Kafka。

事件属性/属
性、值

配置输出事件与接收事件中已定义参数的对应关系。

单击“新增”可添加多行。

 

步骤9 单击页面右上方保存按钮。设置该“事件流”基本参数。

图 2-973 该“事件流”基本参数页面

表 2-299 “事件流”基本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事件流”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事件流”的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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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描述 描述信息。

 

步骤10 单击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事件流”。

----结束

结果验证

步骤1 创建一个服务编排“fire_alarm”，创建后启用该服务编排，实现当kafka中出现高温
报警事件时，AppCube需要接收该事件，再向第三方系统发送该告警邮件。

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标签和
名称填入“fire_alarm”，单击“添加”。

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拖拽“逻辑”下“等待”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
左键。

4. 单击 ，在“可编辑的事件”区域单击“新增”，新增“event0”分支，配置该
分支事件为高温报警事件，当系统中出现该事件时，则会执行该分支。

图 2-974 配置等待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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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拖拽“基本”下“发送邮件”图标至画布中，松开鼠标左键。

6. 单击 ，设置发送邮件参数。配置高温报警邮件的主题和内容，地址填入第三方
系统的邮件接收地址。

图 2-975 配置发送邮件图元

表 2-300 邮件发送参数说明

参数名
称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直接编
辑

手动设置邮件信息。 选中单选按钮。

“直接编辑”和“基于模
板”两者择一。

默认选中“直接编辑”。
基于模
板

基于同一租户或基线里已有的邮件模板
设置邮件主题和内容。

方便用户增加效率。

模板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您需要选择邮
件模板。

在下拉框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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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称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主题 邮件标题。

– 当选中“直接编辑”时，您需要配置
邮件标题。

–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该参数配置
区域置灰。

– 当选中“直接编辑”
时，您需要直接输入
邮件标题。

– 当选中“基于模板”
时，不用配置。

内容 邮件内容。

– 当选中“直接编辑”时，您需要配置
邮件内容。

–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该参数配置
区域置灰。

– 当选中“直接编辑”
时，您需要直接输入
邮件内容。

– 当选中“基于模板”
时，不用配置。

自定义
变量

当选中“基于模板”时，您需要配置模
板中的参数，在“值”中进行赋值。

在“值”中直接输入参数
取值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
拽变量。

地址 接收人的邮箱地址。 – 字符串：表示直接输
入分号分隔的字符串
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
拽变量。

– 集合：表示可以从全
局上下文拖拽集合变
量。

抄送 抄送人员的邮箱地址。 直接输入分号分隔的字符
串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拽
变量。

密送 秘密发送人员的邮箱地址。 直接输入分号分隔的字符
串或者从全局上下文拖拽
变量。

 

7. 按照下图连接所有图元，等待图元和发送邮件图元之间选择“event0”分支。

图 2-976 连接所有图元

8.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9. 单击 ，启用服务编排。

步骤2 创建一个服务编排“send_fire_event”，将温度监测事件“temperature”中位置参数
“position”赋值为仓储公司某区域，温度“temperature”赋值为70度，启用该
Flow，用于模拟事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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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标签和
名称填入“send_fire_event”，单击“添加”。

3. 在服务编排编辑器页面左侧，拖拽“基本”下“发送事件”图标至画布中，松开
鼠标左键。

4. 单击 ，设置发送事件参数。

图 2-977 配置发送事件图元

表 2-301 发送事件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事件 请选择待发送的事件。 从下拉框选择
“temperature__e”
。

分区字段 可选配置。从事件中选择一个自定义参数
用作Kafka的分区字段，则根据该字段值进
行路由，相同的值将路由到同一个Kafka分
区；如果不指定，则默认随机路由到不同
Kafka分区，从而提升并发处理性能。

从下拉框选择。

该示例不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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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发送到外
部

系统内部有配置与AppCube相连Kafka的
固定Topic“__BINGO_SYS_TOPIC”。

若不勾选“发送到外部”，表示将事件数
据发到默认的Topic上；若勾选“发送到外
部”，则表示将事件数据发送到与
AppCube相连Kafka的其他Topic上，您需
要配置其他的Topic。

默认不勾选。

去掉勾选。

延迟到事
务结束
（提交或
回滚）后
才发送

是否延迟到该服务编排事务结束后才发送
事件。

默认不勾选。表示流程执行到该图元时立
即发送事件。

勾选或者去掉勾选。

主题 当勾选“发送到外部”时，该参数才会显
示，表示非系统配置的默认Topic。

不用配置。

目标/源 配置事件数据。为该事件自定义参数赋
值，将“源”取值赋值到“目标”中。

请单击“新增行”添加并进行赋值。

“目标”请从下拉框
中选择事件的自定义
参数“temperature”
和“position”，在
“源”中给目标赋
值。

 
5. 按照下图连接所有图元。

图 2-978 连接图元

6.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7. 单击 ，启用服务编排。

步骤3 在“事件流”列表页面该事件流程所在行单击 ，运行该事件流程。

步骤4 单击服务编排“send_fire_event”编辑器上方的 ，执行服务编排。不用输入任何输
入参数，单击“运行”。

步骤5 参考上一步，执行服务编排“fire_alarm”。不用输入任何输入参数，单击“运行”。

步骤6 打开第三方系统邮箱，成功收到高温警报邮件，验证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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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如何配置数据接入
当需要从外部数据源获取数据，按照需求对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然后转化成内部事
件，输出给Kafka或者ROMA Connect。这时您可通过配置“数据接入”来实现这整个
流程。

场景描述

从物联网OneNET中获取数据源数据，经过数据处理后转化成内部事件，然后输出给
Kafka。

前提条件
● 已创建数据接收后转化的内部事件parking。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考如何自定义事

件。

● 在第三方外部数据源侧配置AppCube提供的鉴权信息，具体操作请参考第三方文
档。

● 用户要执行或者停止运行数据接入时，需要具有管理数据接入权限。添加管理数
据接入的权限方法：在“管理 > 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中设置，勾选用户对应的
权限配置文件中系统权限“运行和停止数据接入与事件流任务”。

背景信息
● AppCube提供了默认对接的ROMA Connect服务器，如下图所示，您可登录开发

环境，在应用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ROMA > ROMA”，登录系统提
供的预置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

● AppCube也支持对接通过华为云开通的自有ROMA Connect实例控制台，请参考
配置ROMA Connect在AppCube侧管理台配置对接信息，并请从华为云控制台登
录自有ROMA Connect实例。

操作步骤

说明

在开发环境修改数据接入的任意配置数据（包括所有图元的配置信息），在打包时，可配置是否
覆盖新环境中的同名数据接入配置。具体配置可参考应用打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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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数据接入”。

步骤2 单击“新建”，进入“数据接入”创建页面。

步骤3 从页面右侧“图元”的输入源中拖拽OneNET图标至左侧画布区域，并配置外部数据源
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Source中不同的图标表示不同的第三方数据源，支持以下几种数据源。

● OneNET

图 2-979 OneNET 配置信息页面

图 2-980 OneNET 元数据定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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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02 数据来源 OneNET 基本信息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数据源OneNET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数据源OneNET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
签”取值自动生成。

协议 通信协议。

Token 数据签名，即令牌，由OneNET提供。

报文加密 对传输过来的报文内容是否进行加密，勾选表示加密。如
果设置为加密的，则需配置“Aeskey”。

Aeskey 解密密钥，由OneNET提供。

元数据 源数据的元数据定义。如果为空的{}，您只能传送原始数
据，无法使用拦截器对数据进行处理。

定义好的元数据将会显示在右侧区域中。

单击“格式化Json”，可对元数据进行Json格式化处理。

元数据定义示例如下：
{
    "notifyTyp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eventTime": "datetime",
    "deviceId": "STRING",
    "gatewayId": "STRING",
    "deviceService": {
        "name": "STRING"
    },
    "service": {
        "serviceType": "STRING",
        "serviceId": "STRING",
        "body": "OBJECT",
        "data": {
            "battery_low": "number",
            "light": "STRING"
        }
    }
}

 

注意

数据接入对接中移物联OneNET平台的认证，是按照中移物联给出的对接标准，
需根据配置的Token（令牌）、报文中的随机数、报文内容拼接后获取MD5摘
要，并和报文中的摘要做比对，如果一致则认为报文是正常的报文。目前中移物
联只支持MD5算法获取数据摘要。参见OneNET平台开发文档。

同时，对于报文内容来说，OneNET平台支持对报文内容进行加密后上报。
AppCube要使用跟OneNET平台一致的加密算法进行解密，获取的加密向量要跟
OneNET平台一致。因此，使用了Aeskey（解密密钥）的前16位作为加密向量。

● 设备接入 IoTDA（该产品之前名为“Ocean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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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81 设备接入 IoTDA 配置信息页面

表 2-303 数据来源设备接入 IoTDA 基本信息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数据源设备接入 IoTDA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
字节。

名称 该数据源设备接入 IoTDA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
据“标签”取值自动生成。

数据格式 设备上报数据的格式。

数据传输的协议支持http或者https，由IoTDA决定。

Access Key 单击“生成AK/SK”，该值会自动生成。请将生成的Access
Key保存到本地，开发人员通过该值在设备侧生成鉴权属性
“authorization”。

Secret Key 单击“生成AK/SK”，该值会自动生成。请将生成的Secret
Key保存到本地，开发人员通过该值在设备侧生成鉴权属性
“auth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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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元数据 源数据的元数据定义。如果为空的{}，您只能传送原始数
据，无法使用拦截器对数据进行处理。

定义好的元数据将会显示在右侧区域中。

单击“格式化Json”，可对元数据进行Json格式化处理。

元数据定义示例如下：
{
    "notifyTyp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eventTime": "datetime",
    "deviceId": "STRING",
    "gatewayId": "STRING",
    "deviceService": {
        "name": "STRING"
    },
    "service": {
        "serviceType": "STRING",
        "serviceId": "STRING",
        "body": "OBJECT",
        "data": {
            "battery_low": "number",
            "light": "STRING"
        }
    }
}

上报的合法数据示例如下：
{
    "notifyType": "deviceDataChanged",
    "requestId": "45678",
    "timestamp":"1900012929922992",
    "eventTime":"20151212T121212Z",
    "deviceId":"8b3979fc-b072-433b-b3f6-673072e1bc04",
    "gatewayId":"XXX",
    "deviceService":{"name":"buttery"},
    "service": {
     "serviceType": "",
     "serviceId": "",
     "data":{
                     "battery_low":444,
                     "light":"99",
                     "authorization":"Bingo bDTKFSGi:ZwGnN
+bb*****************************TjFRMA="
            }
    }
}

其中“authorization”值根据AK/SK、上报URL和Body数
据生成。

 
● 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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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82 π 平台配置信息页面

表 2-304 数据来源 π 平台基本信息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数据源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数据源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
自动生成。

字段 请填写输入源的数据字段，不同的字段以逗号进行分隔，
例如“id,name,age”。

协议 数据传输的协议。

Access Key 单击“生成AK/SK”，该值会自动生成。请将生成的Access
Key保存到本地，并将该值填写到对应的物联网平台中。

Secret Key 单击“生成AK/SK”，该值会自动生成。请将生成的Secret
Key保存到本地，并将该值填写到对应的物联网平台中。

 
● ROMA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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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83 ROMA Connect 配置信息页面

表 2-305 数据来源 ROMA Connect 基本信息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数据源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数据源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
自动生成。

APP ID MQS平台应用ID。应用ID能够引用一个本平台定义的系统
参数，引用位置不限制。示例：{!
roma_app_prefix}other_roma_app_id。

密钥 MQS平台应用请求密钥。

主题 MQS主题。主题能够引用一个本平台定义的系统参数，引
用位置不限制。示例：{!
roma_topic_prefix}other_roma_topic。

标签 设置订阅消息的标签，可以指定消费某一类型的消息。默
认*表示消费所有类型的消息，可以写多个，用“||”隔
开，例如“tag1 || tag2 || tag3”。

通道加密 数据是否加密。若勾选，表示MQS数据传输采用TLS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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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消费位置 若勾选，停止数据接入任务，后续重新运行数据接入时，
停止和重新运行期间ROMA Connect发来的消息会被完全
丢弃。若停止与运行数据接入之间时间间隔在十分钟之
内，消息可能不会丢失。

注意：存在数据丢失风险，请谨慎勾选。

默认不勾选。

元数据 源数据的元数据定义。如果为空的{}，您只能传送原始数
据，无法使用拦截器对数据进行处理。

定义好的元数据将会显示在右侧区域中。

单击“格式化Json”，可对元数据进行Json格式化处理。

元数据定义示例如下：
{
    "notifyTyp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eventTime": "datetime",
    "deviceId": "STRING",
    "gatewayId": "STRING",
    "deviceService": {
        "name": "STRING"
    },
    "service": {
        "serviceType": "STRING",
        "serviceId": "STRING",
        "body": "OBJECT",
        "data": {
            "battery_low": "number",
            "light": "STRING"
        }
    }
}

 
● Ka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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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84 添加 Kafka

表 2-306 数据来源 Kafka 基本信息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数据源Kafka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数据源Kafka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
值自动生成。

连接外部
Kafka

AppCube支持从平台内部Kafka或者外部Kafka采集数据，从内
部Kafka采集的数据不能再输出到内部Kafka中。勾选该项，表
示从外部Kafka采集数据，则需要配置“Kafka集群地址”和
“订阅主题”；默认不勾选，表示从平台内部Kafka采集数
据。

Kafka集群地
址

当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该参数才会出现。表示Kafka集
群地址，多个节点服务器地址可用“,”间隔，格式为“Kafka
节点1的ip:节点1端口号,Kafka节点2的ip:节点2端口号,...”。

获取Kafka的IP和端口号方法：可以通过登录每台Kafka节点服
务器，查看“${KAFKA_HOME}/config”目录下
“server.properties”中“listeners”取值获取。

例如：10.10.10.1:9091,10.10.10.2:9092

订阅主题 当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该参数才会出现。表示采集数
据所属的Kafka主题。

主题是消息存储和发布的类名，通过主题您可以分类传输和处
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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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开启
SASL_SSL

当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该参数才会出现。开启
SASL_SSL后，访问外部Kafka需要提供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
证，且数据会加密传输。需要根据外部Kafka服务端的实际情
况配置。

默认不勾选。

用户名 当勾选“开启SASL_SSL”，该参数才会出现。表示访问外部
Kafka需要的用户名。

密码 当勾选“开启SASL_SSL”，该参数才会出现。表示访问外部
Kafka需要的密码。

元数据 当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会出现“元数据定义”页签，
选择该页签，配置源数据的元数据定义。如果为空的{}，您只
能传送原始数据，无法使用拦截器对数据进行处理。

定义好的元数据将会显示在右侧区域中。

单击“格式化Json”，可对元数据进行Json格式化处理。

元数据定义示例如下：
{
    "notifyTyp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eventTime": "datetime",
    "deviceId": "STRING",
    "gatewayId": "STRING",
    "deviceService": {
        "name": "STRING"
    },
    "service": {
        "serviceType": "STRING",
        "serviceId": "STRING",
        "body": "OBJECT",
        "data": {
            "battery_low": "number",
            "light": "STRING"
        }
    }
}

事件 当不勾选“连接外部Kafka”时，该参数才会出现。表示从平
台内部Kafka采集数据时，数据所关联的具体事件。

 
● 5G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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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85 5G 消息配置信息

图 2-986 5G 消息元数据定义

表 2-307 数据来源 5G 消息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数据源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数据源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
自动生成。

协议 数据传输的协议。这里所选的协议必须与在5G消息云服务
平台选择的传输协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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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格式 设备上报数据的格式。

APP ID 设备ID。这里填写的APP ID必须与在5G消息云服务平台填
写的保持一致。

支持引用变量。变量在应用开发界面左下角“设置”里
“系统参数”页签进行设置。

密钥 5G网关请求密钥。

需要引用变量时，请勾选“引用变量”。变量在应用开发
界面左下角“设置”里“系统参数”页签进行设置。

元数据类型 该参数在“元数据定义”页签。为元数据类型，说明如
下：

– 上行消息：5G消息云服务平台向业务应用转发的终端用
户上行消息。

– 状态报告通知消息：业务应用通过5G消息云服务平台向
用户发送消息后，5G消息云服务平台向业务应用发送的
结果状态报告（即回执消息）。

– 媒体审核通知：业务应用向5G消息云服务平台上传多媒
体内容文件后，文件会送运营商的MAAP平台审核，审
核后，5G消息云服务平台向业务应用通报媒体文件审核
结果。

– 消息撤回通知：业务应用发送5G消息给使用5G消息云
服务的用户，希望撤回消息。业务应用发起撤回动作到
5G消息云服务平台，5G消息云服务平台发送到终端用
户，撤销成功后返回5G消息云服务平台，5G消息云服
务平台发送消息撤回状态通知给业务应用。

 

步骤4 在页面右侧拖拽拦截器中适当的图标，对源数据进行数据拦截。配置后单击“保
存”。

拦截器中包含以下图标。

● 投影：数据选择器。可从源数据中选择部分数据进行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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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87 投影配置

表 2-308 投影配置参数说明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投影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投影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自动生
成。

字段选择器 左侧为外部数据源传入的全部元数据，勾选所需数据字段，单

击 将所选数据移到右侧输出字段中。

 
● 赋值：数据赋值器。可将缓存中的对象数据、传入的外部数据源数据、某个常量

数据或者数据取表达式值赋值给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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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88 赋值器配置

表 2-309 赋值器配置参数说明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赋值器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赋值器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自动
生成。

新增字段 被赋值的参数。

源 源数据。支持以下几种类型。

– Cache：缓存中的对象数据。需要提前在设置中单击“新
增缓存”进行添加。

– reference：传入的外部数据源元数据。

– formula：数据取表达式值。格式为“XXX(数据源参
数)”。

– constant：某常量。格式为“常量值”。

 

在设置中单击“新增缓存”添加缓存对象数据时，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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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89 “新增缓存”配置

表 2-310 “新增缓存”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Cache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Cache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自
动生成。

对象 映射的对象名。

高级配置 高级配置，开关打开后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 缓存上限： 大缓存记录数。

– 过期时间：缓存超时时间。

默认不打开，采用系统默认配置。

字段选择器 左侧为该对象的全部字段，勾选所需数据字段，单击 将
所选字段移到右侧输出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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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键 与外部元数据关联的对象字段。

选择源字段 传入的外部数据源元数据中与该对象关联的数据字段。

 

● 过滤：数据过滤器。您可通过配置一定的过滤条件对外部元数据进行数据过滤。

图 2-990 过滤器配置

表 2-311 过滤器配置参数说明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过滤器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过滤器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自
动生成。

条件设置 过滤条件配置。

单击“新增”可添加多个过滤条件。

 

步骤5 在页面右侧拖拽通道中“内存通道”图标至左侧画布区域Onenet下方，并配置数据通
道的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通道中“内存通道”表示普通的数据通道，当数据较多时可选择“文件通道”图标进
行拖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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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91 内存通道配置

表 2-312 内存通道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内存通道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内存通道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自
动生成。

高级配置 高级配置，开关打开后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 通道容量：通道数据 大条数。

● 大传输量：发到单个输出源的数据 大条数。

默认不打开，采用系统默认配置。

 

步骤6 在页面右侧拖拽Sink输出源中的图标至左侧画布区域 下方，设置输出事件和输出事
件数据的接收方。

● 当接收方是Kafka时，配置如下。

您可拖拽多个Sink中的Kafka图标，设置多个事件接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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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92 数据接收方配置页签

表 2-313 数据接收方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数据接收方Kafka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数据接收方Kafka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
自动生成。

事件 输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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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发送到外
部

是否发送到外部Kafka。若打开该开关，需要配置“Kafka集群地
址”和“订阅主题”。

– Kafka集群地址：接收事件的kafka集群地址，多个节点服务器
地址可用“,”间隔，格式为“Kafka节点1的ip:节点1端口
号,Kafka节点2的ip:节点2端口号,...”。
获取Kafka的IP和端口号方法：可以通过登录每台Kafka节点服
务器，查看“${KAFKA_HOME}/config”目录下
“server.properties”中“listeners”取值获取。

例如：10.136.14.56:9092
说明：接收事件的kafka集群不需要一定配置为和AppCube相
连。

– 订阅主题：接收事件数据的kafka Topic。
例如：__BINGO_PROD_SYS_TOPIC

– 是否开启SASL_SSL：当发送到外部Kafka时，该参数才会出
现。表示是否开启SASL_SSL认证，开启后，访问外部Kafka需
要提供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证，且数据会加密传输。需要根据
外部Kafka服务端的实际情况配置。默认勾选。

默认不打开该开关，表示输出到与AppCube相连的Kafka。

事件属性/
作为分区
Key

是否将事件中的参数字段作为Kafka的消息头，用于事件分发时发
送到不同的Kafka分区。建议选择有区分度的关键字段。

事件属性/
属性、值

配置传输的数据与事件中已定义参数的对应关系。

单击“新增行”可添加多行。

 

● 当接收方是ROMA Connect，配置如下。

图 2-993 数据接收方 ROMA Connect 配置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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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4 ROMA Connect 基本信息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接收方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接收方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取值
自动生成。

APP ID MQS平台应用ID。应用ID能够引用一个本平台定义的系统
参数，引用位置不限制。示例：{!
roma_app_prefix}other_roma_app_id。

密钥 MQS平台应用请求密钥。

主题 MQS主题。主题能够引用一个本平台定义的系统参数，引
用位置不限制。示例：{!
roma_topic_prefix}other_roma_topic。

标签 设置订阅消息的标签，可以指定消费某一类型的消息。默
认*表示消费所有类型的消息，可以写多个，用“||”隔
开，例如“tag1 || tag2 || tag3”。

加密传输 数据是否加密。

 

步骤7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设置该“数据接入”基本参数。单击“保存”。

表 2-315 “数据接入”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该“数据接入”的显示标签名。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名称 该“数据接入”的名称，单击参数值后系统可根据“标签”
取值自动生成。

描述 描述信息。

 

步骤8 单击页面上方 图标启用。

步骤9 单击页面上方 图标运行该“数据接入”。

Kafka接收到数据，表示设置成功。

说明

在数据接入编辑页面上方单击停止图标 ，可停止运行。

步骤10 在运行成功的提示框中复制数据推送地址，并进行保存。

也可在该数据接入运行后，单击页面上方 复制数据推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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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 在第三方外部数据源侧配置AppCube提供的数据推送地址，具体操作请参考第三方文
档。

步骤12 可选，可执行该步骤进行调试或故障定位。在数据接入编辑页面上方单击下载图标

，下载日志，查看日志进行定位。

当数据源或者输出源配置信息有误时，可通过下载日志进行定位。

步骤13 可选，进行消息跟踪。在数据接入编辑页面右侧选择“消息跟踪”页签，单击“启
动”，可启动消息跟踪。

可实时查看上报的报文处理情况。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25



图 2-994 消息跟踪

说明

消息跟踪在一个周期（默认30分钟）后自动关闭。

----结束

异常处理

当数据源类型选择的是ROMA Connect，配置完数据接入后，MQS平台收不到消息，
业务设置的EventTrigger没有拉起Flow。现象、原因分析以及解决方法如下：

● 问题现象：ROMA Connect消息轨迹是灰色的，可能是MQS服务地址配置错误或
者没有配置。解决方法为：检查iotgateway容器的“roma-server”参数是否配
置，若没有配置，请配置该参数或联系运维添加正确的“roma-server”地址（端
口为“9776”），确认网络正常以及MQS服务器正常，兼容客户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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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现象：ROMA Connect消息轨迹是红色的，则可能是MQS的source定义错
误。解决方法为：在ROMA Connect平台查看应用ID和对应的密钥是否一致，查
看该应用是否订阅了主题。配置错误时会导致鉴权失败。

● 问题现象：ROMA Connect消息轨迹是绿色的， 表示MQS接收成功，并成功发送
到Kafka，AppCube也收到了对应的消息，但是可能没成功拉起Flow。解决方法
为：查看iotgateway的“flume.log”日志，确认MQS是否接收成功，通过
“kafka-console-cumer”确认消息是否转换成功，通过AppCube的日志跟踪功能
或者AppCube后台日志确认（日志关键字为“OnEvent”）平台是否收到事件。
如果没有对应的服务编排或者脚本日志，可以确定Flow未拉起，联系华为工程师
解决。

2.11.5 事件状态机
通常情况下状态机会关联一个对象，并关联该对象的主键字段，目的一般用于标识具
体某个设备。状态机根据接收的事件和配置的条件规则更新该设备的状态，并根据执
行规则中的设定进行不同的动作。系统也支持非对象绑定的模式配置状态机，例如绑
定事件中的一个变量来配置状态机，一般称为流程状态机，这种状态机只能访问来自
事件中的变量，与对象无关。

场景描述

某公司需要对该公司各个区域设置温度监测，每个区域都有温度监控设备，当温度高
于20度时，需要触发高温报警，设备状态需要从“Normal”转为“High”状态，当温
度小于等于20度时，设备状态需要从“High”转成“Normal”状态并更新温度监控设
备存储的温度值。

前提条件
● 已创建温度监控设备对象“Conditioner__CST”，对象中id字段用于标识具体某设

备（用户也可自定义某字段用于标识具体某设备，该字段必须是unique，即能够
唯一标识一条记录），“current”字段用于标识设备记录的温度。

● 已创建温度监测事件“temperature_obtain__e”，该事件中自定义参数为
“dev_id”（该字段必须为“Is Required”，用于匹配对象记录，字段类型需要
和设备对象“Conditioner__CST”中标识具体某设备的id字段类型相同）和
Number类型“temperature”，分别表示该区域的温度监控设备id和温度。具体
操作步骤请参考如何自定义事件。

● 已创建高温报警事件“fire_alarm__e”，该事件中自定义参数为String类型
“positionalarm”和Number类型“temperaturealarm”，分别表示高温报警位
置和温度。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考如何自定义事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状态机”。

步骤2 系统弹出新建状态机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状态机”，配置相关数据，单击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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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95 新建状态机

参数说明如表2-316所示。

表 2-316 新建状态机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关联的对象 该状态机关联的对象，配置为温度监控设备对象
“Conditioner__CST”。

每个对象 多只能关联创建一个状态机。

关联字段 该状态机关联的对象中的字段，配置为“id”。

名称 该状态机的名称，唯一标识。系统自动生成。取值为关联的对象
名加“FSM”后 。

标签 该状态机的标签名。

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

描述 该状态机的描述信息。

事件/名称 该状态机接收的事件，配置为“temperature_obtain__e”。

您可单击“增加”设置多个接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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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事件/关联字段 接收事件中的参数，配置为“dev_id”，用于匹配状态机关联的
对象记录。

注意：该字段必须为必选字段，即“Is Required”。

 

说明

当编辑已有状态机时，为防止编辑时多人篡改，编辑前请单击 进行锁定。

步骤3 单击“+”添加状态节点。在本节示例中创建两个节点，选择节点图标双击名称分别命
名为“Normal”和“High”。

图 2-996 添加状态节点

步骤4 如下图所示连线走向，连接两个状态节点。

系统默认会将第一个节点作为起始节点。若需要将其他节点作为起始节点，需要选择

该节点并单击 。

图 2-997 连线

步骤5 选择从“Normal”到“High”的连线，在配置窗口设置该状态变化的入口条件和后续
动作，单击“确定”。

当温度高于20度时，需要触发高温报警，设备状态需要从“Normal”转为“High”状
态。

若“当事件发生时”中选择的事件发生并满足“条件表达式”中设定条件表达式，则
状态机将执行相关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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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98 从“Normal”到“High”的连线配置

表 2-317 “Normal”转为“High”的 Rule setting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规则名称 规则名称。

当事件发生时 可配置为该状态变化关联的事件，也可配置为定时器。

这里配置为事件“temperature_obtain__e”。

条件表达式 该状态变化的入口条件。

配置为：{!temperature_obtain__e.temperature} > 20

增加窗口条件(与) 满足“条件表达式”入口条件，并且频率达到该参数设置（事
件在设定时段内重复发生次数达到指定值）后，才可进行状态
迁移。

例如配置为“至少发生 2 次/ 1 天”，表示一天内有2次温度
大于20度时，才执行后续动作。

不配置表示满足“条件表达式”入口条件后，即可进行状态迁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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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执行（按顺序） 满足入口条件后，执行的动作。支持如下类型：

● 赋值：给变量赋值。

● 变量初始化：重置变量。

● 发送事件：发送事件。

● 新建：新增对象记录。

● 更新：更新对象记录。

● 删除：删除对象记录。

● 查询并赋值：查询对象记录。

在此示例中，配置为“发送事件”并选择高温报警事件
“fire_alarm__e”。

您可单击“新增执行命令”设置多个动作。

 

发送高温报警事件“fire_alarm__e”动作配置如图2-999所示，将报警的温度更新到温
度监控设备记录中。

图 2-999 配置发送事件“fire_alarm__e”的动作

步骤6 选择从“High”到“Normal”的连线，在配置窗口设置该状态变化的入口条件和后续
动作，单击“确定”。

当温度小于等于20度时，设备状态需要从“High”到“Normal”状态并更新温度监控
设备存储的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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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00 从“High”到“Normal”的连线配置

具体参数配置如下。

● 当事件发生时：这里配置为事件“temperature_obtain__e”。

● 条件表达式：该状态变化的入口条件。配置为：{!
temperature_obtain__e.temperature}<=20

● 执行（按顺序）：满足入口条件后，执行的动作。配置为“更新”。

“更新”动作配置如图2-1002所示，将事件中的温度参数值传给“current”。您需要
提前在状态机的“变量”页面单击“新增变量”创建“current”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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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01 创建“current”变量

图 2-1002 配置发送事件“Record Update”的动作

步骤7 单击 保存设置。

步骤8 单击 进行启用。

----结束

结果验证

步骤1 在状态机编辑页面单击 ，在右侧输入测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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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03 测试

表 2-318 测试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事件 该状态机接收的事件，配置为“temperature_obtain__e”。

事件信息 该事件的输入参数。示例如下：
{
   "temperature": 35,
   "dev_id": "c01v000000JzvtESDJFw"
}

 

步骤2 单击“发送”，如果高温报警事件“fire_alarm__e”，状态处于“High”，表示测试
成功。

----结束

2.12 触发器

2.12.1 配置流程介绍
触发器以图形表示的方式将业务流程呈现给用户，触发器配置好后，用户不必手动执
行这些操作，系统会自动执行。在开始配置触发器业务前，您需要了解相关概念、配
置流程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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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04 配置流程图

1. 新建触发器，设定该触发器关联的对象，触发器名称等信息。

2. 进入该触发器编辑页面，配置规则条件。

3. 根据不同的条件设定各个Action动作。

4. （可选）添加规则条件，设定各Action动作。

5. 启用创建的触发器。

6. 测试流程，确保该触发器符合预期场景。

2.12.2 触发器编辑页面总体介绍

通过单击“触发器管理”页面触发器所在行的 ；或在“触发器管理”页面列表中

单击触发器名称，在“触发器详情”页面单击某个版本所在行的 ，即可进入触发
器编辑页面。

说明

通过单击“触发器管理”页面触发器所在行的 ，进入的是该触发器启用版本的触发器编辑
页面，若该触发器下版本都是未启用状态，则进入 大版本号的触发器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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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05 触发器编辑页面

参数说明如表2-3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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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9 触发器编辑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1 该触发器的触发条件，在新建触发器时生成。包括如下参数：

● 对象：关联的对象（不可编辑）。

● 标签：该触发器的标签，用于展示。

● 名称：该触发器的唯一标识，系统根据Label取值自动生成。

● 描述：该触发器的描述信息，可选。

● 触发类型：触发器启动类型，新建后可修改。类型如下：

– 仅在插入记录时：当系统创建某条记录时。

– 仅在更新记录时：当系统更新某条记录时。

– 插入或更新记录时：当系统创建或更新某条记录时（本任务中选择该
选项）。

– 被别的触发器调用时：被其他触发器所调用时。

– 收到平台事件时：被事件（event）触发。选中该条件时请在“事
件”中配置具体事件。

2 该触发器的规则条件，系统根据这个条件来判断触发器将执行怎样的操
作。包括以下参数：

● 条件名称：该条件规则的名称。

● 执行操作条件：条件的判断标准。

– Conditions are met：满足条件时执行操作。选择该选项时，还需配
置条件，如：字段“性别”等于“女”。

– Formula evaluates to true：公式计算结果为True时执行操作。选择
该选项时，还需配置公式，如：(A.a == "b") && (A.a != A.b) || (A.b
> c)

– No criteria—just execute the actions!：不判断条件，直接执行操
作。

3 满足规则条件后执行的动作。包括以下参数：

● 操作名称：该动作名称。

● 操作类型：动作类型，分以下几种：

– 创建记录：创建一条记录。

– 更新记录：更新记录。

– 邮件告警：发送邮件告警。

– 触发器：调用子触发器。

– 脚本：调用Script脚本。

– 服务编排：调用服务编排。

– BPM：调用BPM。

– 发送事件：发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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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4 触发器的按钮，包括：

● 启用/禁用触发器。

● 查看该触发器的基本信息。

● 克隆当前打开的触发器。单击该按钮后，弹出框中显示将当前触发器另
存为一个新版本还是另存为一个新的触发器。

● 切换版本。

● 锁定。

● 解锁。

 

2.12.3 创建触发器
根据需求分析和设计，创建所需要的触发器。

操作步骤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触发器”。

步骤2 填写基本信息，单击“添加”。

● 对象：选择“Travel_Information_CST”表示将触发器与对象关联。

● 标签：定义为“TravelProcess”。触发器显示名称。

● 名称：系统根据Lable取值自动生成“TravelProcess”。系统其它地方调用触发器
时所引用的唯一标识。

● 触发类型：配置了触发器的启动条件。

– 仅在插入记录时：当系统创建某条记录时。

– 仅在更新记录时：当系统更新某条记录时。

– 插入或更新记录时：当系统创建或更新某条记录时（本任务中选择该选
项）。

– 被别的触发器调用时：被其他触发器所调用时。

– 收到平台事件时：被事件（event）触发。选中该条件时请在“事件”中配置
具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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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06 新建触发器

说明

当编辑已有触发器时，为防止编辑时多人篡改，编辑前请单击 进行锁定。

步骤3 单击“添加条件”，进入创建规则条件页面，进行配置，并单击“保存”。

图 2-1007 创建规则条件

参数说明如表2-320所示。

表 2-320 条件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条件名称 该条件规则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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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执行操作条件 进入该条件规则的条件。有以下三种类型：

● 当条件满足时：只有满足以下设定条件时。

● 当满足条件表达式时：支持手写的规则条件，自定
义逻辑。

● 没有条件，直接执行：无条件进入该分支。

设置条件 当进入该条件规则勾选的是“当条件满足时”时，您需
要设定具体条件。通过设定该触发器涉及对象的某个或
某些字段取值的与或关系，来控制进入该触发器的条
件。

单击“新增”可添加多个字段取值条件。

条件中当字段是数字、百分比、币种金额类型时，取值
不用加“""”；其他字段类型取值请加“""”。

支持在条件中引用旧记录字段的取值，可判断字段级变
化。

构建公式 当进入该条件规则勾选的是“当满足条件表达式时”
时，您需要手写的规则条件。

系统会对输入的规则条件进行简单的校验。

条件 当进入该条件规则勾选的是“当满足条件表达式时”时
且设置的多个条件时，多个条件的关系。

● 满足所有条件(AND)：与关系，必须满足所有条
件。

● 满足部分条件(OR)：或关系，只要满足条件之一即
可。

 

步骤4 单击“添加操作”，设置满足规则条件后执行的动作，并单击“保存”。

图 2-1008 创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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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1 操作类型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操作类型 操作类型：动作类型，分以下几种：

● 创建记录：创建一条记录。

● 更新记录：更新记录。

● 邮件告警：发送邮件告警。

● 触发器：调用子触发器。

● 脚本：调用Script脚本。

● 服务编排：调用服务编排。

● BPM：调用BPM。

● 发送事件：发送事件。

操作名称 该动作名称。

 

步骤5 （可选）若需要设定多个规则或者多个分支动作，请单击“添加条件”、“添加操
作”进行配置。

步骤6 在触发器开发页面单击 启用触发器。

----结束

2.12.4 典型示例

要根据需求设计触发器，使得系统按照设计自动执行某任务，完成目标。本节举例说
明如何创建一个触发器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场景描述

基于“Employee__CST”对象创建一个触发器，当系统中该对象“name”字段取值为
“syw”的记录创建或者更新时，给用户“123@qq.com”发送通知邮件。

前提条件

已成功创建邮件模板并配置Email告警。通过该Email告警，系统可以给用户
“123@qq.com”发送电子邮件。相关配置可参考邮件模板章节。

操作步骤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触发器”。

步骤2 系统出现“增加触发器”弹框，在该页面中填写基本信息，单击“添加”。

“对象”设置为“Employee__CST”，设置触发器名称、标签，触发类型配置为“插
入或更新记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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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09 新建触发器

步骤3 单击“添加条件”，进入创建规则条件页面，进行配置，单击“保存”。

参数说明如表2-322所示。

表 2-322 条件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条件名称 该条件规则的名称。

执行操作条件 进入该条件规则的条件。配置为“当条件满足时”。

设置条件 设定具体条件。字段配置为“name”，操作符配置为
等于，类型配置为常量值配置为“"syw"”。

因为具体条件只有一个，所以不用设置与或关系。

条件中当字段是数字、百分比、币种金额类型时，取值
不用加“""”；其他字段类型取值请加“""”。

 

步骤4 单击“添加操作”，设置满足规则条件后执行的动作，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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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10 创建动作

表 2-323 操作类型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操作类型 动作类型，设置为“邮件告警”。

操作名称 该动作名称。

电子邮件告警 选择配置好的邮件告警。

 

步骤5 单击 进行启用。

----结束

结果验证

步骤1 基于“Employee__CST”对象创建一条记录，该对象“name”字段取值为“syw”。

步骤2 用户“123@qq.com”收到邮件通知。

----结束

常见问题

问题：是否有执行触发器设定的操作权限，取决于触发器的创建人还是触发人？

回答：是否有执行触发器设定的操作权限，取决于触发者本人是否有相关权限，和触
发器创建人无关。例如某个触发器关联了对象“D__CST”，触发类型是“插入或更新
记录时”，触发时执行脚本C，即对象“D__CST”数据有新增或者更新时，会触发该
触发器，从而执行脚本C。用户A是触发器的创建人，没有对象“D__CST”的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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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脚本C的执行权限，用户B有“D__CST”的操作权限和脚本C的执行权限，当用户B更
新“D__CST”对象数据时，会触发该触发器，执行脚本C。

2.13 报表和仪表板

2.13.1 概述
AppCube对内部数据提供了一种汇总方式的视图，即报表。利用报表功能，您可以让
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并进行分析与洞察，更好地了解业务现存的问题与机遇。

AppCube提供报表构建器让您完成报表的开发。报表构建器由如下两个主要模块组
成。

● 报表

报表定义了报表数据来源于哪些对象，以及对象的连接关系。您可以创建一个带
有多个对象连接起来的汇总报表，不必局限于单个对象。报表可以展示什么对象
中的哪些字段、用何种方式展示。能够对已有的原始记录数据进行归类、筛选、
分组、公式计算以及数据汇总。

● 仪表板

仪表板是多张报表的可视化集合。通过仪表板，您可以对一个主题对多张报表进
行汇总，并以图表化的方式呈现。

报表构建器中的报表和仪表板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使用。仪表板则提供了丰
富的图表功能，如下图所示。仪表板能够让用户高效地查看报表数据，有效洞察出当
前系统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图 2-1011 仪表盘

在实际App开发过程中，需要先利用报表Widget创建一个报表展示页面，再调用本章
节介绍的AppCube创建的报表或仪表板。

2.13.2 开发报表
本节介绍如何创建报表并查看运行态报表。

前提条件

报表关联的对象需要提前设置为“允许报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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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在对象的“基本信息”页面勾选“允许报表使用”。

图 2-1012 设置“允许报表使用”

创建报表

要定义一个报表，您需要设定要显示的对象以及数据范围。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报表 >报表”，单击“新建”。

步骤2 在“基本信息”页签配置报表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

图 2-1013 新建报表

表 2-324 报表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主对象 主对象，该对象定义了报表的汇总主体。例如：如果报表想展
示图书的作者，数据来源于“Author__CST”，即
“Author__CST”作为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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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报表在用户界面展示的名称。

名称 报表在系统中存储的唯一标识。

文件夹 通过文件夹对报表的分类管理，在后续新建仪表板时，可以从
相应的文件夹下快速选择报表。您可以在Report列表页面单击
“管理文件夹”新建这个文件夹。

描述 报表的简要描述。

 

步骤3 定义报表中要展现对象的连接关系。例如将两个对象数据的交集作为报表展示的数据
范围。您也可以只选用一个主对象。单击“下一步”。

对象连接关系：

● 每个'A' 对象的记录至少关联一条'B'的记录：为内连接，表示取连接双方的交集。

● 'A' 对象的记录可以关联或不关联'B'的记录：为左连接，表示取左方的全集以及双
方的交集数据。

您可以通过右侧的图示看到所选择的连接关系。

图 2-1014 选择数据对象

步骤4 编辑报表要展示的信息。

1. 选择报表要展示的字段。

编辑器左侧“可选字段”中会显示报表所选对象中的所有字段，鼠标拖拽至右侧
“报表预览”页面。

如果对象中的字段较多，您可以通过 来过滤显示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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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15 选择字段

2. 单击某个字段后 选择“按该字段分组”，设置分组字段。

图 2-1016 按该字段分组

3. 除了添加对象中的实际字段，还可以自定义公式。双击“Add formula”将对象中
的字段进行运算，得出新的公式字段。

注意：只有按某个字段进行分组时，才会出现“Add formula”公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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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17 Add formula

表 2-325 Add formula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名称 公式字段的名称，该名称将作为报表中一列的表头字段。

格式 定义该公式输出的数据类型。

小数点放置位置 小数点位置，定义该公式输出的数据精度。

描述 公式的简要描述。

展示位置 – 综合：所有级别，在所有分组级别都进行计算、显示。

– 分组一：仅在第一级分组上计算、显示。本示例中一级
分组为“Publish Year”字段。

详情 可以添加字段以及由操作符连接各种公式。

– 单击“字段”选择字段，单击“操作”选择运算符。

– 检查公式：检查所输入的公式的合法性。

 
4. 设置报表数据过滤条件。

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挑选出想要获得的数据，例如下图，展示了创作时间在
2019-02-01至2019-03-28之间的图书情况。

说明

编辑状态的报表仅显示前20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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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18 设置报表数据过滤条件

您还可以自定义过滤条件，单击空白区域，系统会生成一个过滤条件配置记录。

图 2-1019 自定义过滤条件

步骤5 单击“下一步”，显示运行态报表页面。

图 2-1020 运行态报表页面

步骤6 单击“完成”，在弹出的提示框单击“确定”，完成报表创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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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运行态报表

报表运行态可以对报表进行进一步的数据筛选和可视化呈现，也是对报表的一种预览
和检查。

步骤1 在报表列表页面单击需要查看运行态的报表后面的 运行报表。

步骤2 单击右上角“显示图表”，可以设置报表的展示样式。

说明

您需要在创建报表时设置分组字段（参考步骤4.2），该界面才会有“显示图表”。

图 2-1021 设置报表的展示样式

● 式样与类型：可以为数据选择合适的图表类型，如柱状图、堆叠图、折线图、饼
图、仪表图、漏斗图、散点图等，不同的图表有不同的选项，可以在“设置”页
签中配置。

– 柱状图、堆叠图、折线图的设置页签配置如下：

▪ 图例位置：图例的位置。

▪ X轴：选择一个分组字段作为X轴。

▪ X轴标签：X轴显示名称。

▪ 次级分组：可以额外地指定一个分组字段作为次级分类，在同一个柱状
图上显示，或者作为堆叠图中的堆叠。

▪ Y轴：选择一个公式字段（默认记录计数）作为Y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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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轴标签：Y轴显示名称。

▪ 显示参考线：在图中显示一个参考线，以便比较不同分组的Y轴的值。

▪ 显示数值：显示每个柱状的数值。

– 饼图的设置页签配置如下：

▪ 图例位置：图例的位置。

▪ 值：可以指定一个公式字段（默认位记录计数）。

▪ 切片：可以指定一个分组字段。

▪ 显示数值：显示每个饼的数值。

– 仪表图：仪表图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图表，用于展示一个具体数值，以及该数
值在3 段范围内的状态（ 小、中等、 差）。仪表图的设置页签配置如
下：

▪ 测量：可以指定一个公式字段（默认位记录计数）。

▪ 小值：指定一个度量的 小值。

▪ 大值：指定一个度量的 大值。

– 漏斗图的设置页签配置如下：

▪ 值：选择一个公式字段作为数值度量。

▪ 着色依据：选择一个分组字段作为分组度量。

▪ 显示数值：显示每层的数值。

– 散点图的设置页签配置如下：

▪ X轴：指定一个公式度量。

▪ Y轴：指定一个公式度量。

▪ 详情：指定一个分组度量。

▪ 显示数值：显示每点的数值。

● 调色板：可以为图表选择不同的配色方案，以便制作出个性化的图表。

运行报表界面上的操作仅为用户提供一种快速的数据探索的途径，并不会保存到数据
库中。

步骤3 单击齿轮图标，设置展示数据。

● 可以对数据进行过滤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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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22 数据过滤展示

– 显示细节：显示分组的详细记录信息。

– 分组汇总：是否显示每个分组的汇总信息。

– 整体汇总：在表格底部显示汇总信息。

----结束

2.13.3 开发仪表板

仪表板可以将功能相关的报表在同一个界面上同时展示，方便进行多维度的数据分
析。

创建仪表盘

仪表板可以将功能相关的报表在同一个界面上同时展示，方便进行多维度的数据分
析。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报表 > 仪表板”。

步骤2 单击“新建”。

步骤3 从左侧“报表列表”中选择报表，拖拽至右侧编辑框中，单击上方保存图标。

左侧显示的文件夹是对报表进行归类管理的文件夹。通过文件夹分类，可以快速找到
所需要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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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23 选择报表

步骤4 填写仪表板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图 2-1024 基本信息

表 2-326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仪表板在用户界面显示的名称。

名称 系统存储仪表板所用的唯一标识。

文件夹 通过文件夹对仪表板进行归类管理。您可以在“报表 > 仪表
板”首页单击“管理文件夹”进行新建便可在此选择。

描述 对仪表板功能的简要描述。

 

步骤5 在仪表板管理列表页面单击仪表板名称，进入仪表板编辑页面。

步骤6 （可选）单击“+过滤器”，可设置过滤条件。设置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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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25 设置过滤条件

表 2-327 过滤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过滤器名称。

字段 过滤字段。

字段条件 通过设置“比较符”、“值”可设置过滤条件，“展示文本”为
界面展示的滤器选项文本。

 

步骤7 单击上方保存按钮。

步骤8 单击 运行仪表板。

运行后可按照过滤条件展示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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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26 展示报表

----结束

查看运行态仪表板

步骤1 在仪表板管理列表页面单击仪表板名称所在行的 ，可查看运行态仪表板。

图 2-1027 Dashboards

步骤2 在仪表板运行界面，单击每张报表的“查看报表”，可以跳转到报表运行态展示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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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28 查看报表

----结束

2.13.4 开发实例
在本章节，将会以创建一个以监控用户增长为主题的仪表板为例进行介绍。

场景描述

监控用户增长在电商中有很普遍的意义，根据每天新增用户数进行预警，连续一个月
对用户增长数量趋势曲线的观察，可以对每天营销情况进行回顾。

前提条件
● 对象“Account”已存在，且在对象的“基本信息”页面勾选“允许报表使用”。

● 为该场景构造报表数据，预览对象“Account”的“Account Records”页面，新
建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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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29 预览记录页面

图 2-1030 构造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创建今日用户报表。

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报表 >报表”，单击“新建”。

2. 配置报表基本信息。选择“Account”主对象，“标签”和“名称”设置为
“TodayAccount”。单击“下一步”。

图 2-1031 配置报表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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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Account”作为主对象。单击“下一步”。

图 2-1032 选择数据对象

4. 编辑器左侧“可选字段”中会显示报表所选对象中的所有字段，选择报表要展示
的字段，鼠标拖拽至右侧“报表预览”页面。单击某个字段后 选择“按该字段
分组”，设置分组字段。设置统计的“时间区间”设置为“今天”，即今日报
表。后续查看该报表数据时，会刷新展示为当日数据。单击“下一步”。

图 2-1033 设置报表

5. 单击“完成”；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步骤2 创建用户增长趋势报表。

1. 在报表列表页面单击“新建”，配置报表基本信息。选择“Account”主对象，
“标签”和“名称”设置为“AccountTrend”。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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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34 配置报表基本信息

2. 选择“Account”作为主对象。单击“下一步”。

图 2-1035 选择数据对象

3. 设置报表展示字段、分组字段、统计时间等信息。“时间区间”、“从”、
“到”自定义一个月内创建用户。单击“下一步”。

图 2-1036 设置报表

4. 单击“完成”；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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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创建仪表盘。

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报表 > 仪表板”，单击“新建”。

2. 添加相关的图表到仪表板面板中。

a. 拖动“TodayAccount”报表到仪表板中，选择“仪表板”作为图表类型，根
据业务情况，设置 小值、 大值，作为评价业务的不可接受值、一般值以
及较优值。

b. 拖动“AccountTrend”报表到仪表板中，选择“折线图”作为图表类型。

图 2-1037 添加相关的图表到仪表板面板中

3. 单击上方保存按钮。

4. 填写仪表板基本信息。单击“保存”。

5. 单击 运行仪表板。

到这里，一个监控业务情况的仪表板创建完毕，更多功能可以由用户来探索。

----结束

2.14 CICD 持续集成与交付
AppCube通过对接软件开发生产线（CodeArts）、代码托管（CodeHub），提供应用
代码托管、代码检查、代码编译、验证、部署、发布功能，实现软件持续集成
（Continuous Integration，简称CI）和持续交付（Continuous Delivery，简称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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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 软件开发生产线（CodeArts）是集华为近30年研发实践、前沿研发理念、先进研

发工具为一体的一站式云端DevOps平台，面向开发者提供的云服务，即开即用，
让开发者快速而又轻松地开启云端开发之旅。更多介绍，请参见软件开发生产线
（CodeArts）产品文档。

● 代码托管（CodeHub）是面向软件开发者的基于Git的在线代码托管服务，是具备
安全管控、成员/权限管理、分支保护/合并、在线编辑、统计服务等功能的云端代
码仓库，旨在解决软件开发者在跨地域协同、多分支并发、代码版本管理、安全
性等方面的问题。更多代码托管（CodeHub）说明可参考代码托管（CodeHub）
官方网站。

场景描述

将在AppCube开发环境中开发的某些应用元数据上传到云端代码仓库中进行托管，解
决软件开发者跨地域协同、多分支并发、代码版本管理、安全性等方面的问题。通过
创建自动交付流水线，完成代码检查、编译构建、部署任务，将这些应用打包成资产
包，部署到其他AppCube环境。

操作流程

CICD持续集成与交付基本操作流程如图2-10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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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38 操作流程图

步骤 1：开通 CodeArts 服务并完成前置操作

步骤1 开通软件开发生产线（CodeArts）服务。

使用华为云帐号或者拥有DevCloud Console FullAccess权限的IAM用户帐号（配置权
限策略方法请参考创建用户并授权使用软件开发平台控制台）登录CodeArts控制台，
区域请选择“华北-北京四”。请根据需求选择规格，这里选择“基础版”，按照提示
开通软件开发生产线服务。

步骤2 创建项目。

1. 在CodeArts控制台的总览页面，单击“立即使用”。

2. 在项目模板中，将鼠标放在Scrum上，单击“选用”。

如果已有项目，可在“所有项目”中，选择“新建项目”。

3. 设置项目名称为“testSH”，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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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添加项目成员。

1. 在所有项目页面，单击已创建项目上的 ，进入项目设置页面。

图 2-1039 设置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成员管理”，单击“添加成员”。

3. 根据自身业务需求，选择添加用户的方式（本示例选择“从本企业用户”）。

图 2-1040 选择从本企业用户

4. 在添加成员页面，选择对应的用户，单击“下一步”。

图 2-1041 勾选用户

5. 根据需要，设置项目角色（本示例设置为“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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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42 设置项目角色

6.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4 在“testSH”项目中，新建代码仓库。

1. 在主菜单中，选择“服务 > 代码托管”，进入代码托管页面。

2. 单击“普通新建”，设置代码仓库名称为“testSH1”，其它参数保持默认，单击
“确定”。

3. 在代码仓库列表中，单击已创建的代码仓库“testSH1”。

4.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克隆/下载”，选择“用HTTPS克隆”，单击URL后的复制图
标。

请记录该地址，该地址为代码仓库的HTTPS方式访问地址。

图 2-1043 用 HTTPS 克隆

----结束

步骤 2：在 AppCube 上配置代码库

代码仓库用于项目代码的版本管理，在代码托管前，需要在AppCube上配置代码库对
接信息。若需要将不同服务区域（跨地域协同开发场景）的AppCube开发环境的应用
元数据归档，则需要在各个AppCube开发环境中配置代码库。

AppCube支持以下两种托管方式，请根据需要选择一种方式配置代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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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户级代码库托管：通过配置整个租户的代码仓库（华为云 Codehub）。配置
后，租户开发的应用元数据可以同步到代码仓库，提供历史变更记录、对比等版
本管理能力。

a. 开发者登录要进行应用代码托管的AppCube开发环境，在首页上方单击“管
理”，进入管理中心。

b.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代码库配置”。

c. 在右侧租户级代码库配置页面，单击 ，参考表2-328设置对接参数，单击
“保存”。

图 2-1044 配置对接参数

表 2-328 代码仓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仓库地址 配置为步骤4.4中记录的代码仓库HTTPS方式访问地址。

分支 归档代码用到的仓库分支，默认为“master”。

1. 使用代码仓库成员的IAM帐号登录CodeArts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代码托管”。

3. 在仓库列表中，单击仓库名。

4. 在“分支”页签，查看当前分支取值，默认为
“master”。

租户名 开通代码托管服务的华为云帐号。

用户名 添加为仓库成员的IAM用户名。

密码 IAM用户登录华为云的登录密码。

 
● 项目级代码库托管：以应用为维度，通过配置某个应用的代码仓库，将某应用元

数据可以同步到代码仓库，提供历史变更记录、对比等版本管理能力。

a. 开发者登录要进行应用代码托管的AppCube开发环境，单击某一需要归档代
码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工作台。

b. 单击左侧 ，再单击右上 。若之前未绑定过代码库，请参考图2-1046配置
应用代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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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45 应用代码仓设置入口

图 2-1046 初次配置代码仓

c. 弹出提示“基于项目的配置能为元数据管理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但切换基于
项目的仓库配置将会破坏你当前的提交记录。请确认是否切换到项目级仓
库？”，确认后单击“确定”。

d. 参考表2-328，配置项目级代码仓库。

其中，“忽略测试脚本”表示是否忽略脚本名以“_test”结尾的脚本，该脚
本为开发者在开发应用时创建的测试脚本，脚本命名时以“_test”结尾。勾
选表示忽略，勾选后，“_test”结尾的脚本不会归档至代码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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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47 项目级代码仓库配置

步骤 3：进行代码托管

将AppCube上开发的应用代码元数据归档到代码仓库。这里以归档某开发环境某个应
用为例进行说明，您可对多个配置代码库的AppCube环境的多个应用进行代码托管。

步骤1 返回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单击某一需要归档代码的应用，进入应用开发工作台。

步骤2 参考图2-1048和图2-1049，在左侧单击 ，首次归档应用代码，所有代码显示在“未
暂存的更改”下，单击后面的“+”，单击 ，设置归档描述信息，单击“确认”，即
可归档该应用所有代码。

支持选择部分代码归档，在需要归档的代码目录后单击“+”进行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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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48 归档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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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49 设置归档描述

步骤3 在“源代码管理”后单击 ，打开代码仓库首页。在代码仓库“文件”页签下单击
“Application”，可查看应用的归档代码。

图 2-1050 提交代码

图 2-1051 查看归档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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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52 查看应用代码

说明

代码仓库“提交网络”页签是以流向图的形式展现了某条分支或标签的整个提交（commit）历
史（包括动作、时间、提交者、提交系统生成备注和手动填写备注）以及提交历史的关系。

----结束

步骤 4：配置流水线

流水线提供可视化、可定制的自动交付流水线，支持代码检查、编译构建、部署等多
种任务类型。更多关于流水线说明可参考流水线官网文档。

步骤1 使用华为云帐号登录CodeArts控制台，区域选择“华北-北京四”。

步骤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所有项目”，在项目列表中单击项目名，进入项目详情页
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构建&制品 > 流水线”，进入流水线。

步骤4 创建流水线。

1. 单击“新建流水线”，进入新建流水线页面。

2. 在“选择流水线源”中，选择流水线源“CodeHub”、选择步骤4中创建的仓
库、默认分支“master”，单击“下一步”。

3. 在“选择模板”中，选择系统预置的“应用魔方编译部署”模板，单击“确
定”，进入工作流配置页面。

其中，代码检查任务中已预置好TypeScript代码检查任务，不需要再自定义修改。

步骤5 配置流水线。

1. 在工作流配置页面，单击“构建任务”中的任务，记录任务名称，也可自定义任
务名称并记录下来。

编译构建任务名称和发布任务的名称是一致的，在部署任务中会用到该名称，用
于标识从哪个发布任务中获取部署需要的应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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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53 记录编译构建任务名称

2. 在“参数设置 > 自定义参数”中，配置流水线参数。

通过将流水线参数传递给各个任务使用，实现了任务间数据流动的统一，用户只
需要配置好流水线参数，即可完成编译构建、部署、测试等任务的数据拉通。

表 2-329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deBranc
h

代码所属的仓库分支，说明如下：

– 字符串类型参数。

– 默认值为“master”。

– 不是私密参数。

– 打开“运行时设置”开关，表示单独执行构建任务时支持变更
参数值，并且也会把该参数上报流水线。

– 状态为“已使用”，记录参数已被使用。

releaseVers
ion

流水线版本号，说明如下：

– 自增长类型参数。

– 默认值不用配置，每全新执行一次流水线后，下次执行时该参
数值末位数字会自动+1。

– 不是私密参数。

– 打开“运行时设置”开关，表示单独执行构建任务时支持变更
参数值，并且也会把该参数上报流水线。

– 状态为“已使用”，记录参数已被使用。

packageNa
me

发布后包的名称，说明如下：

– 字符串类型参数。

– 需要自定义默认值，取值为发布后包的名称。

– 不是私密参数。

– 打开“运行时设置”开关，表示单独执行构建任务时支持变更
参数值，并且也会把该参数上报流水线。

– 状态为“已使用”，记录参数已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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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repoName “编译构建”中的任务名称，说明如下：

– 字符串类型参数。

– 需要自定义默认值，取值为步骤5.1中的任务名称。

– 不是私密参数。

– 打开“运行时设置”开关，表示单独执行构建任务时支持变更
参数值，并且也会把该参数上报流水线。

– 状态为“已使用”，记录参数已被使用。

appcubeDo
mianName

需要部署应用的AppCube环境域名，说明如下：

– 字符串类型参数。

– 需要自定义默认值，配置为需要部署应用的AppCube环境域
名，例如域名为“https://sappcuberun.cn-
north-4.huaweicloud.com”。

– 不是私密参数。

– 打开“运行时设置”开关，表示单独执行构建任务时支持变更
参数值，并且也会把该参数上报流水线。

– 状态为“已使用”，记录参数已被使用。

appNames 编译发布的应用包名称，即步骤3：进行代码托管中托管到代码
仓库中的应用名称。说明如下：

– 字符串类型参数。

– 需要自定义默认值，配置为代码仓库中的应用名称。如果打包
所有应用，则配置为“all”；如果配置为多个应用，应用名称
之间用英文空格间隔。

– 不是私密参数。

– 打开“运行时设置”开关，表示单独执行构建任务时支持变更
参数值，并且也会把该参数上报流水线。

– 状态为“已使用”，记录参数已被使用。

boNames 编译发布的BO包名称，即步骤3：进行代码托管中托管到代码仓
库中的BO名称。说明如下：

– 字符串类型参数。

– 需要自定义默认值，配置为代码仓库中的BO名称。如果打包
所有BO，则配置为“all”；如果配置为多个BO，BO名称之
间用英文空格间隔。

– 不是私密参数。

– 打开“运行时设置”开关，表示单独执行构建任务时支持变更
参数值，并且也会把该参数上报流水线。

– 状态为“已使用”，记录参数已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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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complileOp
tions

表示在安装应用包时，在导入实例化配置数据之前或者之后执行
的脚本。说明如下：

– 字符串类型参数。

– 默认值不用配置，在提交代码，在AppCube平台打包设置的参
数配置会自动提交过来。例如值为：preInstallHandler=安装
前置脚本名称,postInstallHandler=安装后置脚本名称。

– 不是私密参数。

– 打开“运行时设置”开关，表示单独执行构建任务时支持变更
参数值，并且也会把该参数上报流水线。

– 状态为“已使用”，记录参数已被使用。

 
3. 在页面左上角根据需要修改流水线名称，名称中建议携带发布部署的应用名和

AppCube环境实例名。

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6 新增参数。

1. 在项目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构建&制品 > 编译构建”，进入编译构建页
面。

2. 根据步骤5.1中记录的任务名称搜索任务，单击搜索到的任务名。

3. 单击“编辑任务”，在“参数设置”页签，单击“新增参数”，新增图2-1054和
表2-330中两个参数。

图 2-1054 新增参数

表 2-330 新增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lientId 在AppCube环境上部署应用需要调用AppCube的接口，这里需要
配置通过“客户端模式”OAuth鉴权的客户端ID。

– 字符串类型参数。

– 需要自定义默认值，配置为“客户端模式”OAuth鉴权的客户
端ID，即client_id，获取方法请参考客户端模式接入认证。

– 设置为私密参数。参数为私密参数时，系统会将输入参数做加
密存储，使用时进行解密，同时在运行日志里不可见。

– 关闭“运行时设置”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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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clientSecret 在AppCube环境上部署应用需要调用AppCube的接口，这里需要
配置通过“客户端模式”OAuth鉴权的客户端鉴权密钥。

– 字符串类型参数。

– 需要自定义默认值，配置为“客户端模式”OAuth鉴权的客户
端鉴权密钥，即client_secret，获取方法请参考客户端模式接
入认证。

– 设置为私密参数。参数为私密参数时，系统会将输入参数做加
密存储，使用时进行解密，同时在运行日志里不可见。

– 关闭“运行时设置”开关。

 
4.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7 返回项目页面，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构建&制品 > 流水线”，进入流水线。

步骤8 单击流水线名称，进入流水线详情页面，单击“全新执行”，一键执行流水线。

步骤9 执行完成后，查看执行结果。

● 单击构建任务旁的 ，可以下载通过流水线自动构建出来的构建包。

● 单击任务旁的 ，可以查看该任务的执行日志。

● 单击任务旁的 ，可以单独执行该任务。

步骤10 登录部署应用的AppCube环境，检查是否部署完成。

● 若部署的环境为其他开发环境，应用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库”页签下。

● 若部署的环境为运行环境，登录AppCube管理中心，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
用管理 > 应用导航”，可查看到已部署的应用。

----结束

扩展知识

步骤2中是以界面操作方式提交应用代码至代码仓库，AppCube还支持在开发者控制台

中以命令行的方式提交应用代码。在应用开发工作台的导航菜单上，单击 ，弹出控
制台页面。输入“code help”可查看相关命令行用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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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55 控制台入口

图 2-1056 开发者控制台

2.15 组态管理（BA）

2.15.1 功能介绍

为方便园区解决方案用户自动化管理设备，AppCube提供了BA（“Building
Automation”的简称）组态管理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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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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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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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该功能目前仅面向AppCube商业用户，功能依赖于设备BO服务，您可先在“行业应
用”下订购“智慧烟感”模板，订购后系统会自动安装设备BO服务，具体订购过程请
参考基于行业应用模板创建应用。

商业价值
● 降低领域应用构建门槛

打破原有设备提供商如“Johnson Control”等提供的封闭式设备管理开发模式，
基于AppCube组态设备开发工具可屏蔽不同厂商差异，支持楼宇设备应用管理系
统的一站式开发和不同厂商设备的统一接入，呈现，维护和控制，极大的降低了
组态应用开发门槛。

● 沉淀多行业资产

通过沉淀设备、设备属性、设备控制等行业资产，丰富平台开发场景，助力设备
管理行业应用构建生态构建。

2.15.2 预置的设备组件说明

可在页面设计左上方单击 ，从相应文件夹中拖出来系统预置设备组件直接进行拼装
使用。系统支持输入组件名，再单击 进行组件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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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57 预置的设备组件

系统预置的设备组件和园区解决方案预置的设备规格一一对应，园区解决方案预置了
“闸机”、“门禁”、“摄像头”、“环境监测传感器”、“电表”、“电子标签”
和“人脸识别器”等设备规格供综合安防、设施管理、便捷通行和能效管理等业务的
设备管理使用。在AppCube平台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台，选择“应用管理
>BO配置”，单击“Device”，打开设备BO的配置界面。选择“设备规格配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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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定义”可查看到园区解决方案预置的设备规格，编辑某个规格时，可单击“上传
图标文件”设置对应设备组件的图标，您也可在页面配置组件时，设置设备图标。

预置组件设置属性说明

页面创建后，在设计页面左上方单击 ，用户可以按需拖拽各种预置组件到页面中，
在页面中单击选中该组件，会在右侧显示该组件的设置面板；在设置面板中绑定设备
实例，配置设备属性，调用服务发送指令，从而实现对设备实例进行自动化管理、监
控等功能。

图 2-1058 设置设备组件

预置组件的设置属性说明如下表所示，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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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1 预置组件设置属性说明

页
签

区
域

参数名 说明

配
置

基
础

设备实例 该设备组件绑定的设备实例。单击该属性后的编辑按钮，
在弹出的实例选择框中，选择具体的设备实例，单击“确
认”。

这里展示的设备实例，来源于园区中的设备数据。您可通
过预览园区App“Facility Management”，在“设施信
息管理”页面查看设备实例数据。如果没有设备实例，可
在“设施信息管理”页面进行创建。

仿真设备
实例

该设备组件绑定的仿真设备实例。单击该属性后的编辑按
钮，在弹出的仿真设备实例选择框中，选择具体的仿真设
备实例，单击“确认”。

这里展示的仿真设备实例，来源于园区中的设备数据。您
可通过预览园区App“Facility Management”，在“设
施信息管理”页面查看设备实例数据。如果没有仿真设备
实例，可在“设施信息管理”页面进行创建。

展示设备
标题

您可设置是否展示设备的标题。

默认已打勾，表示展示设备标题。单击该属性后的齿轮图
标，可设置标题位置、宽度、高度、堆叠顺序（层叠显示
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大，显示
越靠前。当需要让标题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为
“0”）、连线，当标题文字过多时，是否展示溢出文
本。

选择设备标题，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高级设置”，设置标
题文本内容。

展示设备
状态

您可设置是否展示设备的状态。

默认已打勾，表示展示设备状态。单击该属性后的齿轮图
标，可设置状态展示的位置、连线。

设备图标 您可设置该设备组件在页面显示的图标。

可从图片库选择或上传并使用新图片作为图标。

是否隐藏 勾选后，在开发环境及运行环境，该设备组件及其副图元
组件都将被隐藏。

默认不勾选，即不隐藏。

位
置

距离左侧 到页面左侧距离。

距离上侧 到页面顶部距离。

宽度 该组件宽度。

高度 该组件高度。

堆叠顺序 层叠显示顺序。组件的堆叠顺序默认都是“1”，数字越
大，显示越靠前。当需要让组件置底时，可设置堆叠顺序
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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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签

区
域

参数名 说明

高
级

设备周期
任务页面
链接

在运行态下，当用户单击编辑设备周期任务按钮后，将打
开该页面链接。

属
性

- - 选中设备组件，在右侧的“属性”页签下单击“新增”，
可新增空调机组设备属性展示框，例如“新风温度”、
“运行状态”。

当设备BO中设备属性有变更时，需要单击“同步”，从
设备BO中同步模型属性过来，注意同步保存后将不可回
退。同步完成后，再单击“新增”，选择具体的设备展示
属性，单击“确认”。新增后可配置设备属性展示框，例
如在页面的位置、连线。

指
令

- - 选中设备组件，在右侧的“指令”页签下单击“新增”，
可增加设备指令框，例如“冷水阀开度调节”。

当设备BO中设备指令有变更时，需要单击“同步”，从
设备BO中同步模型指令过来，注意同步保存后将不可回
退。同步完成后，再单击“新增”，选择具体的设备指
令，单击“确认”。新增后可配置指令框，例如在页面的
位置、连线。

 

2.15.3 开发 BA 组态管理应用
本章节以空调机组设备为例，介绍如何使用BA组态工具开发组态管理应用，用于管理
空调机组设备。

图 2-1059 BA 组态管理应用

前提条件

IOC的设施管理App中已存在空调机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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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流程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行业应用”，再单击“BA
（Beta）”。

步骤2 请参见表2-332配置参数，单击“创建”。

图 2-1060 配置基本信息

表 2-332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添加图标 可为该BA应用设置图标。 单击“添加图标”，设置图
标。

标签 BA应用的展示名称。 直接填写。

名称 BA应用在系统内的唯一标识。 填完“标签”值后，单击该参
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填
充。

在同一租户内不能重复，如果
重复，系统会提示。

分类 BA应用所属的分类。 从下拉框选择。

描述 BA应用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

运行时版本 展开“高级设置”时才会显示该
参数。开发的资产包依赖所选择
的运行时版本，若线下运行版本
不一致，可能产生不兼容。

默认选择当前开发环境版本。

 

创建后，系统呈现BA应用开发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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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61 BA 应用开发页面

说明

若出现提示“系统检测到设备BO服务未安装正常，这将导致BA页面中设备相关功能不可用，请
检查！”。请先在“行业应用”下订购“智慧烟感”模板，订购后系统会自动安装设备BO服
务，具体订购过程请参考基于行业应用模板创建应用。

步骤3 单击BA Template文件夹后的加号，选择“楼宇自动化（BA）页面”。

步骤4 单击“创建空白页”，输入页面路径和页面标题，单击“新增”。

步骤5 弹出提示框“在锁定页面XXX前，所有页面将会自动更新至 新版本。”，单击“确
认”。

步骤6 在右侧的“页面设置”中，自定义设置像素、背景颜色和背景图片等。

步骤7 单击左上角的组件库，按照实际需要将空调机组设备组件拖到右侧画布中。

组件中已集成设备BO、空间BO的接口，例如：物模型查询（queryDeviceDef）、空
间查询（querySpaceTree）、基于空间+物模型查询设备、获取设备实例的属性
（getDeviceAttributes）、设备指令下发（callServi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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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选中空调机组组件，在右侧“配置”页签中单击“设备实例”后的编辑按钮，在弹出
的实例选择框中，选择设备空间和空调机组设备实例，单击“确认”。

这里展示的设备实例，来源于园区中的设备数据。您可通过预览园区App“Facility
Management”，在“设施信息管理”页面查看设备实例数据。如果没有设备实例，
可在“设施信息管理”页面进行创建。设备空间从空间BO中获取。

步骤9 选中空调机组设备实例，在右侧的“属性”页签下单击“新增”，可新增设备属性展
示框，例如“新风温度”、“运行状态”。拖动属性展示框，调整在页面的显示位
置，设置设备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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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62 设置设备属性

步骤10 选中空调机组设备实例，在右侧的“指令”页签下单击“新增”，可增加设备指令
框，例如“冷水阀开度调节”。拖动设备指令框，调整在页面的显示位置，设置设备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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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63 设置设备指令

步骤11 按照实际需要，设置其它属性、指令发送框，或者拖入其它设备组件到画布中。

步骤12 单击页面上方保存图标，保存后单击 发布。

步骤13 单击预览的链接，在预览界面可查看上面配置的设备属性值，以及对设备发送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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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64 预览界面

下发的指令可以在ROMA Connect侧查看。

步骤14 （可选）您可单击配置好的页面后“...”，对页面进行各种操作。

● 选择“设置”：可设置页面名称、页面标题。

● 选择“发布为模板/更新模板”：从而将页面保存为页面模板或者更新模板。

● 选择“删除”：即删除该页面。

----结束

2.16 服务组件（BO）

2.16.1 什么是 BO
BO（全称Business Object）即商业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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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用户可以开发各自的BO，在BO里创建逻辑使其具有特定的业务功能，开发好后制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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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包并进行发布。下载用户包给其他用户，其他用户安装BO包后，在上层应用（需
要使用该BO服务的应用）里导入发布好的BO，即导入特定的业务功能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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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2 如何创建 BO

操作步骤

步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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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 填写BO基本信息，单击“创建”。

表 2-333 BO 基本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添加图标 单击“添加图标”，为该BO设置图标。

标签 BO的展示名称。

名称 BO在系统内的唯一标识。输入标签值后单击该参数的输入框，系统会
自动生成BO的名称，且自动在该名称前添加命名空间__。

分类 BO所属的分类。

标志 在分类下展示的图标。

描述 新建BO的描述信息。

运行时版本 展开“高级设置”时，才会显示该参数。开发的资产包依赖所选择的
运行时版本，若线下运行版本不一致，可能产生不兼容。

 

步骤3 在BO开发页面，根据业务功能开发相关对象、服务编排、事件、脚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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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65 BO 开发页面

您可以根据业务功能开发新的系统特性，也可以复用系统中已存在的类似特性。例
如，需要复用系统中已存在的服务编排“queryProfiles”，可在新建服务编排时选中
“使用已有的服务编排”，选中该服务编排，单击“添加”进行复用。

图 2-1066 复用特性

说明

BO内部目录结构中定义的事件以及事件参数，可在BO视图下单击“服务”，在“公共接口”页
面单击“预览”后在“事件”页签下查看。也可以在AppCube管理中心的“应用管理 > BO配
置”中，单击具体的BO，在“服务接口”的“事件”页签下查看BO中定义的事件和事件参数。

例如开发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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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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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67 设备 BO

BO新建私有接口时允许绑定服务编排、脚本、对象资源，通过定义服务的api，可迅速
满足您定制所需要的业务接口，并将该接口服务注册到网关，供第三方使用。

图 2-1068 新建私有接口

注意

其他应用如果使用该BO里私有接口，绑定资源为flow类型的私有接口允许被flow、脚
本调用，绑定为脚本、对象类型的私有接口只允许脚本调用，暂不支持flow调用。

步骤4 将开发好的BO打包并进行发布。

1. 在BO开发页面，单击 ，选择“编译”。

编译成功后，页面会显示“编译XXX成功”。关闭编译成功的窗口，默认发布的是
资产包。若想了解更多关于发布应用的设置，请参考编译设置。

2. 单击左下角的 ，选择“发布到我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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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版本号和描述信息，单击“发布”。

发布成功后，页面显示“程序包已经被成功上传到我的仓库”。

在BO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可在“已发布”下查看到已发布的应用包。在首页单
击“管理”，选择“应用管理 > 我的仓库”可查看到发布的应用。

----结束

2.16.3 如何使用 BO
当其他用户需要使用该BO时，需要安装用户包并在上层应用中进行导入。

操作步骤

步骤1 需要使用该BO的用户参考如何安装已开发好的应用章节安装用户包。

步骤2 在“项目”页签单击需要导入该BO的上层应用（需要使用该BO服务的应用），打开应
用开发页面。

步骤3 在应用开发页面下“External dependencies”目录树旁单击加号，选择“BO服务”。

说明

若发布BO，编译设置的是源码包，在上层应用中导入BO时，可在“Internal dependencies”中
进行导入，导入后，在打包上层应用时，“Internal dependencies”中的资产也会随应用打包发
布出去。

步骤4 在“添加BO”页签选择BO，单击“添加”，导入BO。

导入后，该BO会出现在上层应用中。后续，您可在应用中调用该BO中的服务。例如在
标准页面的服务模型中调用BO中的服务编排，具体操作将会在“开发标准页面”章节
进行介绍。

图 2-1069 导入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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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70 调用 BO 中的服务编排

----结束

2.17 调测能力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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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步骤1 选择以下任意一种方式进入日志跟踪页面。

● 方式一：在AppCube旧版低代码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左下角的 ，进入日志
跟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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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71 在 App 开发页面开启日志跟踪

● 方式二：在AppCube管理中心页面，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进入日志跟踪页面。

图 2-1072 进入日志跟踪页面

步骤2 单击 ，可以开启十分钟内的AppCube的后台日志追踪。

图 2-1073 开启日志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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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4 日志跟踪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日志级别 日志级别，取值说明如下：

● 会话级：只会打印当前会话的日志。

● 租户级：只会打印租户所有会话的日志。

● 用户级：支持根据用户名查看某用户或者业务用户的操作日
志。

日志类型 日志类型，取值说明如下：

● 业务日志：只会输出业务相关的跟踪日志。

● 完整日志：输出业务日志，以及数据库、中间件等的详细日
志，主要用于平台问题定位。

 

您还可进行以下操作：

● 单击下载图标 ，您可下载日志文件，下载后会自动停止跟踪，日志格式为“时
间|业务部件|操作ID|动作描述”。

● 单击 后，将会显示停止图标 ，单击 可停止追踪且不会获取日志文件。

● 单击 ，可从新窗口打开日志跟踪页面。

● 单击 小化图标 ，日志跟踪界面将会被隐藏，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的页面
右下角您可看到日志跟踪剩余时间，单击该时间，将重新弹出日志跟踪界面（您

也可在App/BO/原生服务开发界面，重新单击右下角 ，弹出日志跟踪界面）。

----结束

2.17.2 使用控制台分析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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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数据调试界面。

● 方式一：在AppCube老版低代码应用开发工作台，在左侧菜单栏下方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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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74 老版低代码应用开发工作台

● 方式二：在AppCube管理中心页面，单击右侧 图标，可以进行数据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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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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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控制台页面如图2-1075所示，界面分为多个区域，展示不同的内容。

界面介绍如下：

● 上面区域1：是该控制台支持的所有操作，包括对象管理（关于对象表的操
作）、缓存管理（对平台的缓存进行管理，主要是清理所有缓存或者清理某个特
定缓存的命令）、任务查询（对平台的一些历史任务或表数据统计的可用命令展
示）、搜索管理（展示es中的可搜索表或字段）。

● 区域2：根据点击区域1的操作从而展示对应的内容。例如点击区域1的“对象管
理”，则在区域2展示该用户有权限看到的所有表；点击“缓存管理”时，展示管
理缓存相关的命令；点击“任务查询”时，则在该区域展示任务管理相关的命
令；点击“搜索管理”，则在该区域展示搜索管理相关的命令。支持根据应用进
行过滤，默认显示“全部”，即搜索所有应用数据。

● 区域3：在点击区域2展示的命令时，会在该区域展示该命令的简单说明或者展示
一些提示文字。

● 区域4：操作按钮区域。单击“执行”（快捷键是Ctrl + Enter），可执行用户在
区域5写的命令；或选中区域5写的某个命令，单击“执行选择项”进行执行；您
还可单击“清除”来清除执行结果的展示。

● 区域5：是用户可以写命令的地方，用户可以在该区域进行表数据查询，支持多种
表操作的SQL语句。例如：在点击区域1的“对象管理”时，会在区域2展示所有
对象表，单击某个表，便可复制该表名。用户在区域5输入命令时，可快速复制粘
贴要查询的表名。且对于区域2展示的所有命令，可通过双击鼠标左键，可直接将
命令展示在该区域，然后点击区域4“执行”，执行该命令，减少了用户手动输入
命令的动作。

● 区域6：展示相关命令的执行结果。

● 区域7：展示系统的发行版本和发行时间。

● 区域8：记录用户在区域5成功执行的所有命令。用户可以通过单击该区域的命
令，可将选中的命令填充到区域5，然后点击区域4的“执行”按钮，便可执行该
历史命令。

图 2-1075 控制台

步骤3 根据 “支持SQL语句列表”提示，输入SQL查询语句，执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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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管理中除了平台预置的标准对象、用户定制的自定义对象、视图对象、聚合对
象，AppCube还有一种系统对象，即平台各项系统功能模块所使用到的对象，如
Flow、Script。一般无需关注，若需要定位问题可在数据调试控制台使用SQL语句进行
查询。

图 2-1076 执行 SQL 语句查询

----结束

2.17.3 端到端调测示例
本节以某项目的用户反馈批量导入失败进行调测定位为例进行介绍。

操作步骤

步骤1 按照开启日志监控中的方法抓取了trace日志。

步骤2 在日志中搜索taskplan，发现已生成taskplan日志，说明已生成待执行的定时任务，但
是在前台看不到定时任务记录。

图 2-1077 搜索 taskplan 发现已生成 taskplan 日志

步骤3 在日志中搜索importhistory，发现未插入任务展示记录， 初步判断该用户无权限访问
表“ImportHistory”。

图 2-1078 搜索 importhistory 发现未插入任务展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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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检查并修改用户权限，添加此表的访问权限之后，批量导入任务创建正常，问题解
决。

1. 查看分配给该用户的权限。

2. 在管理台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单击分配给用户的权限，在权限“基本
信息”页签“工作流权限”区域单击“管理定时任务”后的编辑按钮，勾选该权

限，单击右上角 保存。

----结束

2.18 工程能力

2.18.1 导入导出应用源码包

什么是应用包

轻应用或者行业应用开发完成后，应用需要编译打包，这种编译后的压缩包即应用
包。

● 应用包类型

AppCube中编译打包的应用包类型有以下两种：

– 源码包：该类型包中的所有组件都不受保护和限制。在其他环境安装后可编
辑包中组件，即在原有基础上可进行再开发。若后续其他用户在开发环境安
装后，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

– 资产包：该类型支持设置包中的组件是否受保护。打包时不做编译设置，默
认打出的包都是资产包，包中组件都为只读保护模式，将包安装到其他环境
时，只能运行和预览。不可编辑包中组件。若后续其他用户在其他开发环境
安装资产包后，应用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库”页签下。

说明

应用包类型的详细，请参见本节中的源码包与资产包对比。

● 软件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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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79 环境介绍

– AppCube分为开发环境，沙箱环境和运行环境三个部分。详细信息请参见开
发环境/沙箱环境/运行环境。

– 开发者在开发环境开发应用和BO，开发完成后生成对应的软件包。

– 发布软件包到沙箱环境中进行测试。

– 测试通过后发布安装到生产环境实际运行和维护。

说明

仅专业收费版本支持沙箱环境和运行环境，免费版本无沙箱环境和运行环境权限。

● 软件包制作

– 应用或BO创建完成后，平台会同步创建同名的软件包。

– 对应用和BO内的组件进行增删查改都会同步反映到软件包中。

– 开发者也可以在编译设置中对软件包和其中组件的属性进行修改。

源码包与资产包对比

源码包和资产包都是应用发布类型，大部分的功能都是一致的，比如都分为全量和组
件两种形式，都是按编译-发布的流程进行。目前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1. 不同的保护模式设置。源码包中的所有组件都不受保护和限制，其保护模式也无
法进行设置修改，这些组件在安装后可以被自定义编辑修改。而资产包的大部分
组件默认在安装后是不允许被修改的，甚至可以设置某些组件不可见，如服务编
排，脚本等，可防止泄露源代码，保护知识产权。其保护模式能够在编译设置中
进行修改。

2. 二次开发与发布模式不同。源码包在开发环境中安装后允许再次进行打包发布，
而资产包安装后无法二次打包发布。另外，源码包只能发布到“我的仓库”，而
资产包主要用于发布到应用市场。

如何快速区分源码包与资产包

1. 在开发环境中，应用开发开发工作台里可区分源码包和资产包。

说明

开发环境，沙箱环境和运行环境具体说明请参见开发环境/沙箱环境/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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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80 资产包和源码包位置

2. 另外，在沙箱或运行环境中安装资产包和源码包后，在packageinstall表中看
managed字段的值，true是资产包，false是源码包。如何使用控制台查看可参见
使用控制台分析查询SQL。

图 2-1081 控制台中查看 packageinstall

为什么要用源码包

应用包主要用于租户之间或者环境之间的资产复用，避免重复开发。而源码包主要用
于同一租户内，在不同环境之间的资产迁移，以源环境的状态继续开发（类似自己代
码仓库），或者用于备份租户自己的代码，以便在需要恢复时使用。

如何导出源码包
● 可参考资产包的导出流程，导出和编译设置参数详情见 应用打包发布。

● 需先发布源码包，再下载源码包到本地（下载即是导出源码包），参见本节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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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源码包的步骤请参考如何将应用发布到“我的仓库”，只需步骤2修改为：在

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选择“设置”，在“编译设置”页面配置参数，选择
“全量包”就是全量导出源码包，或者选择“增量包”设置成组件包，添加并勾
选部分组件。其他设置编译，发布的步骤保持一致。

图 2-1082 编译设置：全量导出源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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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83 编译设置-组件：部分组件导出源码包

说明

类别中“租户级组件”指的是当前租户内（不分所属项目）所存在的组件。

如何导入源码包

步骤1 获取到其他租户导出的源码包。

其他租户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可在“已发布”下“源码包”页签下看到发布
的源码包。单击“下载”，将包下载到本地，然后将发布好的源码包发送给需要安装
该应用的用户。

步骤2 登录到AppCube开发环境，单击“管理”。

步骤3 在管理台，选择“应用管理 > 软件包管理 > 软件包安装”。单击“新建”，在“软件
包安装”页面将应用包拖入进去。若需要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时，请勾选
“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单击“检查并安装”。

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表示安装前会检查软件包中的对象属性变
更情况。对象属性变更可能引起环境中某些对象记录内容的变化，默认不勾选。安装
软件包的具体操作，请参见软件包安装。

注意

运行环境和沙箱环境禁止安装源码包，因为源码包的多版本策略会破坏基线/资产包的
多版本策略，导致将来再装资产包时无法自动激活资产的版本组件。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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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 应用打包发布
当您将应用开发完成后，需要将应用进行编译打包发布操作，打包后该应用才能发布
使用。

应用发布主要流程

应用发布主要分为三个流程：

1. 属性设置：根据实际用途设置包的类型和相关组件的属性。

2. 编译：如果编译错误，则需要对错误组件进行修复，完成后才可进行下一步。

3. 打包发布：发布时可以选择发布到AppCube下的“我的仓库”，也可以发布到其
他平台，具体如图2-1084所示。发布到“我的仓库”主要用于后续的沙箱环境测
试和生产环境运行。发布到其他平台主要用于应用分享和商业用途。

有什么应用类型可以打包

在对轻应用或者行业应用打包时，打包类型支持打资产包或者源码包，它们的区别请
参见源码包与资产包对比。打包说明如下：

● 源码包：该类型包中的所有组件都不受保护和限制，源码包只能发布到“我的仓
库”。在其他环境安装后可编辑包中组件，即在原有基础上可进行再开发。若后
续其他用户在开发环境安装后，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

● 资产包：该类型支持设置包中的组件是否受保护。打包时不做编译设置，默认打
出的包都是资产包，包中组件都为只读保护模式，将包安装到其他环境时，只能
运行和预览。不可编辑包中组件。若后续其他用户在其他开发环境安装资产包
后，应用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库”页签下。

发布应用包时，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AppCube
资产包支持多种发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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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84 应用发布方式

表 2-335 发布说明

发布方式 说明

我的仓库 即发布到租户私仓，开发好应用后，将应用发布到我的仓库，
可供其他用户在其他开发环境、沙箱环境、运行环境中下载安
装软件包，以便于测试或者使用该软件。

华为
OneMobile

可将App中的标准页面和高级页面发布到华为OneMobile。需
要输入华为OneMobile的用户名和密码或扫码进行授权登录。
选择该方式发布后在华为OneMobile上可生成应用程序二维
码，扫码后按照提示可体验该应用。

华为
OneMDOS

将应用小程序发布到OneMDOS。

发布到华为OneMDOS为白名单特性，需要联系后台管理人员
开通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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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方式 说明

WeLink-We
码

华为云的企业WeLink，融合消息、会议、邮件、音视频、小
程序等服务，打造企业数字化办公协作平台，实现团队、知
识、业务、设备的全面连接。AppCube允许将标准页面或高级
页面以小程序（即应用）的方式发布到企业WeLink，提供给
企业用户使用。

WeLink-轻应
用

AppCube支持将应用发布成WeLink轻应用，提供给WeLink企
业用户使用。

微信 可将App中的标准页面和高级页面发布到微信小程序。

下载前端运行
包

选择该方式可生成前端运行包。获取包后可运行在如下容器
中：

● 华为OneMobile
● 蓝标WeLink
● Web容器（目前Web容器中运行当前只支持高级页面）

开天企业工作
台

将应用小程序发布到华为开天企业工作台。

开天企业工作台是企业一站式数字化工作台，是企业应用的统
一门户，为企业提供了用户、组织的统一管理，应用的统一管
理和授权及应用间的单点登录，提升企业的办公效率。更多相
关介绍请参考开天企业工作台产品文档。

发布到华为开天企业工作台为白名单特性，需要联系后台管理
人员开通后方可使用。

 

如何将应用发布到“我的仓库”

编译应用包时，如果是资产包，您可以选择发布到“我的仓库”，如果是源码包，则
默认发布到“我的仓库”，您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选择不同的发布方式发布应用。

步骤1 登录AppCube开发环境，选择进入一个已创建的应用，建议该应用中包含对象、页
面、服务编排、脚本等组件。

步骤2 （可选）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选择“设置”，参考表2-336配置参数。

若需要对应用中部分组件打包，或者需要配置组件发布后在打出的包中是否受保护，
则需要执行该步骤。跳过该步骤时，表示发布的资产包中所有组件是受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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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85 编译设置

表 2-336 “编译设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包类型 应用包的类型：

● 选择“资产包”发布的应用包，包中组件可设置是
否受保护。
选择该项后，您需要配置版权信息（可选）、描述
（可选）、每个组件的保护设置（必选。配置为未
受保护或者只读保护）。

若后续其他用户在开发环境安装后，会显示在开发
环境首页的“库”页签下。

● 选择“源码包”发布的应用包，包中的所有组件不
受保护和限制。在其他环境安装后可编辑包中组
件，即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再开发。
若后续其他用户在开发环境安装后，会显示在开发
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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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全量包 打包时是否打全量包：

● 全量包：表示对整个应用（包括应用中的各个组
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设置打包。

● 增量包：对应用中部分组件进行设置打包。单击
“添加应用组件”，在“类别”中选择相应的类
别，勾选需要打包的组件。

产权设置 > 签名保护 当选择“资产包”打包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是
否对打包的组件中敏感内容（例如脚本内容）是否进
行加密。

勾选表示加密。在其他环境安装前，包中敏感数据是
经过加密的。

产权设置 > 版权信息 当选择“资产包”打包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表示该
包的版权信息。

选填项。

产权设置 > 描述信息 当选择“资产包”打包时，才会显示该参数。该包的
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描述该App提供的功能。

产权设置 > 联系邮件 您可以在此留下当前软件包的问题联系邮箱，若安装
过程中出现问题会将联系邮件提示给使用者。

产权设置 > 联系链接 您可以在此留下当前软件包的文档链接，若安装过程
中出现问题会将联系链接提示给使用者。

产权设置 > 资产保护 > 保
护模式

当选择“资产包”打包时，才会显示该参数。打包数
据的保护模式。

● 未受保护

● 只读保护

● 不可见保护

未受保护的资产包在开发环境中安装后，可进行二次
编辑；在运行环境安装资产包后，不论保护模式是
“未受保护”还是“只读保护”，都不可编辑。

部署策略 > 安装前置脚本 当选择“资产包”打包且打全量包时，该配置页才会
显示。表示在安装应用包时，在导入实例化配置数据
之前执行的脚本。一般用于预清理数据，避免数据冲
突的情况。

您可以选择已有脚本，也可以单击“创建”新建脚
本。

部署策略 > 安装后置脚本 当选择“资产包”打包且打全量包时，该配置页才会
显示。表示在安装应用包时，在导入实例化配置数据
之后执行的脚本。一般用于删除、更新数据等。

您可以选择已有脚本，也可以单击“创建”新建脚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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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部署策略 > 安装时组件的
更新策略

当打包的组件中包含系统参数、连接器、Rest操作、数
据接入或事件流时，才会显示该参数。例如可设置系
统参数随包打包发布后，在升级时遇到新旧数据冲突
（唯一索引相同的数据）的数据更新策略。

● 覆盖：当相关组件数据在打包升级到其他环境，发
生数据冲突时，会进行覆盖。

● 不覆盖：当相关组件数据在打包升级到其他环境，
发生数据冲突时，不会进行覆盖。

默认“不覆盖”。在配置为“不覆盖”的情况下，例
如在开发环境修改数据接入的任意配置数据（包括所
有图元的配置信息），打包升级到测试或者运行环
境，不会覆盖同名的数据接入配置，即在开发环境修
改的数据在测试或者运行环境不会生效。

预置数据 当选择“资产包”打包时，该配置页才会显示。

您可以在该页面选择您在应用打包时一起发布的数
据。支持按照对象名称打包。单击“添加对象”可设
置数据导出条件，选择对象后，在应用打包时，会将
该对象的满足条件的数据都打包出来。打包后，在资
产包中“refdata”文件夹下可查看到导出的数据文
件。

使用该方式前，您需要先清理不需要发布的数据，且
导出对象的“基本信息”页必须勾选上“允许API批量
访问”，如图2-1086所示。

 

图 2-1086 自定义对象 Class

说明

如果选择“资产包”类型去打包，资产包中包含高级页面时，打包出来的高级页面组件都是受保
护的，在其他环境（测试或者运行环境）安装该包后，这些随包打包出的组件只可预览和下载，
不可在线编辑、更新、启用或禁用，可在高级页面中直接使用该组件，但是不能定制。

在安装升级源码包时，如果源码包中使用了受保护模式的组件，安装会报错，您需要修改源码包
中使用的组件，在环境中上传组件后，才可正常安装。

步骤3 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选择“编译”进行编译。

编译成功后，页面会显示“编译XXX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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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选择“我的仓库”。

步骤5 配置版本信息，单击“发布”。

如果勾选“压缩高级页面”，表示会对包中所有高级页面涉及的css和js文件进行合并
及压缩，这样可以有效降低运行时服务器压力，但从终端浏览器首次访问该站点页面
时，访问时间会稍微增加。

默认不勾选。

发布成功后，页面显示“程序包已经被成功上传到我的仓库。”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

单击 ，可在“已发布”下“资产包”或“源码包”页签下看到发布的应用。在右侧
单击“下载”，下载后可将发布好的源码包或资产包应用发送给需要安装该应用的用
户。

说明

发布应用到我的仓库时，如果提示“重复的元数据对象'AppExchange'名称'xxx'”，导致无法成
功发布。

出现该提示的原因是：该应用并非当前租户原生开发，而是从其他租户通过源码包方式安装而来
的，而且其他租户已发布过相同版本的该应用。

处理方法：当前租户发布该应用到我的仓库时，设置全新的版本号进行发布，避免版本号和其他
租户重复。

步骤6 应用发布后，其他租户可以在开发环境、沙箱环境、运行环境中安装软件包，以便于
测试或者使用该软件。

如何安装应用相关操作请参见如何安装已开发好的应用。

----结束

如何发布到华为 OneMobile

步骤1 AppCube的小程序包发布到OneMobile后，在OneMobile中访问时，首先要做免登逻
辑的处理，这样会获取到AppCube的访问Token，在后续的请求中会携带此Token请求
业务数据。

有两种方式实现免登逻辑，若两种方式都已配置，优先方式一的处理逻辑：

● 方式一：开发者自己实现免登接口，即通过在BO或者应用中开发服务编排来获取
访问AppCube的Token，再将服务编排封装为免登接口，使用此方式后，可以给
每个业务用户设置相应的权限，用权限控制是否可访问AppCube业务接口。

a. 开发脚本，脚本中调用业务用户查询详情接口，获取到业务用户信息。查询
该业务用户是否存在于AppCube中；如果存在，获取到业务用户详情；如果
不存在，创建一个业务用户。

b. 开发服务编排，调用登录接口（使用服务编排中的公式实现），获取Token。

c. 封装服务编排为免登接口，即华为OneMobile小程序免登录请求URL。

d. 在承载服务接口的AppCube相应环境管理中心配置内置系统参数
“token_url_in_shinemo”，即华为OneMobile小程序免登录请求URL。

在AppCube相应环境管理中心左侧选择“系统管理 > 系统参数”，选择“内
置系统参数”页签。参考表2-337配置“token_url_in_shinemo”。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0



表 2-337 “token_url_in_shinemo”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oken_url_in_s
hinemo

华为OneMobile小程序免登录请求URL，即步骤1.c封装
服务编排的接口URL。

该参数值为华为OneMobile小程序获取AppCube access-
token的请求URL。如果不配置，在华为OneMobile中打
开小程序时，会因为业务请求没携带access-token而报
错。

 
● 方式二：使用AppCube预置的免登逻辑，在承载服务接口的AppCube相应环境管

理中心配置免登信息即可。

a. 在AppCube相应环境管理中心左侧选择“系统管理 > 统一身份认证设置”。

b. 单击“新增绑定”，配置“小程序环境”、“App Key”和“App Secret”。

图 2-1087 设置绑定 OneMobile 参数

c. 设置完成后，单击“绑定OneMobile”。

当前版本仅支持绑定10个OneMobile。

步骤2 参考步骤1~步骤3，开发好应用后，进行编译设置，编译设置时请选择“资产包”。

步骤3 发布应用并登录开发者平台。

1. 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

2. 在发布应用中，选择“华为OneMobile，进入选择华为OneMobile环境页面。

3. 在页面中，选择待登录的OneMobile环境，单击“确认”，进入开发者平台登录
页面。

若当前无环境，可单击“新增环境”，新增小程序环境（当前版本 多只能添加
10个OneMobile环境）。

说明

AppCube作为OneMobile小程序开发工具，可将开发好的小程序一键发布到OneMobile开
放平台。AppCube和OneMobile之间，通过OAUTH2协议打通认证，绑定开发者帐号。当
前开发工具和开放平台之间的集成为系统级集成，开放平台提供“clientId/clientSecret”
作为工具的认证凭证，工具通过该凭证操作开放平台数据，如查询某个开发者创建了哪些
应用、推送哪些小程序包等。

OneMobile当前为非云化独立部署，每个环境凭证有所不同，请联系OneMobile侧各个环
境运维人员，获取sync-contact服务中与IDE相关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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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88 新增 OneMobile 环境

4. 在开发者平台登录页面，输入帐号、密码和校验码后，单击“登录”。

图 2-1089 登录开发者平台

5. 将应用中的标准页面和高级页面发布到华为OneMobile。

表 2-338 发布到“华为 OneMobile”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小程序名称 从下拉框选择要发布到华为OneMobile上的应用名。

主页 打开华为OneMobile小程序时，默认展示的页面。

环境类型 承载应用程序服务的AppCube环境类型，如“开发环境”、
“运行环境”和“沙箱”。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2



参数 说明

运行环境/沙
箱域名

设置运行环境/沙箱的环境域名。当“环境类型”配置为“运行
环境”或“沙箱”时，该参数才需要配置。

运行环境/沙
箱租户ID

设置运行环境/沙箱环境的租户ID，配置后，小程序运行时会在
请求头自动添加租户ID。获取方法如下：

1. 登录运行环境/沙箱环境。

2. 在管理中心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公司配置 >
公司信息”。

3. 在公司信息中，即可获取到“租户ID”。

开启调试 是否开启调试功能，当应用在华为OneMobile上运行时，是否
开启vConsole调试功能，开启后，可在华为OneMobile该应用
上单击“vConsole”查看日志。

启用js编译器 当打包的应用内有高级页面时，才会显示该参数。开启后，会
将高级页面引用的插件和资源进行JS编译，使代码规范化。

高级设置 >
导航栏显示方
式

在小程序中展示时，是否显示导航栏。

 

步骤4 在OneMobile小程序容器管理后台，发布小程序。

1. 登录OneMobile小程序容器管理后台，上传要发布的小程序包。

2. 在小程序上传成功后，单击待提交审核小程序版本号后展示的“二维码”，扫描
二维码，下载小程序进行预览。

3. 单击已上传小程序后的“提交审核”，提交发布审核。

审核通过后，即可使用或测试该小程序。

----结束

发布到华为 OneMDOS
说明

发布到华为OneMDOS为白名单特性，需要联系后台管理人员开通后方可使用。

步骤1 参考步骤1~步骤3，开发好应用后，进行编译设置，编译设置时请选择“资产包”。

步骤2 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选择“华为OneMDOS”。可将App中的标准页面和高
级页面发布到华为OneMDOS。

步骤3 在弹出的页面输入华为OneMDOS的租户名、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步骤4 单击“授权”，授权AppCube将应用包传到华为OneMDOS平台的小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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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参考图2-1090和表2-339设置发布参数，单击“发布”。

图 2-1090 发布至华为 OneMDOS

表 2-339 发布到“华为 OneMDOS”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neMDOS
项目名称

选择发布至华为OneMDOS上具体的项目名称。

小程序名称 从下拉框选择要发布到华为OneMDOS上的应用AppID。请登录华为
OneMDOS管理后台提前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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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版本号 每次发布时需要设置新的版本号。

主页 打开华为OneMDOS小程序时，要展示的主页

请选择环境
类型

承载应用程序服务的AppCube环境类型。分“开发环境”、“运行环
境”和“沙箱”。默认为“开发环境”。

运行环境/
沙箱域名

运行环境/沙箱的环境域名。当“请选择环境类型”配置为“运行环
境”或“沙箱”时，该参数才需要配置。

运行环境/
沙箱租户ID

运行环境/沙箱环境的租户ID，配置后小程序运行时会在请求头自动添
加租户ID。获取方法：登录运行环境/沙箱环境，在管理中心左侧导航
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公司配置 > 公司信息”，查看“租户ID”。

开启调试 是否开启调试功能，开启后，在华为OneMDOS小程序使用过程中会
展示控制台，方便调试使用。当小程序正式用于生产环境时，建议关
闭调试。

 

发布后，单击“发布记录”，单击具体的某条发布记录，可查看发布详情。

步骤6 可选，发布后，单击“下载”，可下载小程序包。

----结束

发布到蓝标 WeLink-We 码

具体过程请参考发布WeLink We码应用。

发布到蓝标 WeLink-轻应用

具体过程请参考发布WeLink轻应用。

如何发布到微信

具体操作请参考发布成微信小程序。

如何发布成下载前端运行包

步骤1 参考步骤1~步骤3，开发好应用后，进行编译设置，编译设置时请选择“资产包”。

步骤2 当用户需要下载前端运行包，运行在华为OneMobile、蓝标WeLink或者Web容器中

时，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选择“下载前端运行包”。在弹出的“前端运行包
下载”页面配置如下参数，单击“下载”，可生成运行包。

● 运行容器：支持华为OneMobile、蓝标WeLink和Web容器中运行。请根据需要选
择容器下载前端运行包。目前Web容器中运行当前只支持高级页面。

● 应用ID：小程序AppID，请登录小程序管理后台获取。

● 主页：打开小程序时，要展示的首页。

● 视图：运行到Web容器时，高级页面分为电脑端和移动端两个视图，选择需要下
载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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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类型：提供服务的AppCube环境类型。分“开发环境”、“运行环境”、
“沙箱”和“不依赖”（表示运行包不依赖任何环境，包中未调用AppCube任何
环境的接口）。默认为“开发环境”。

● 运行环境/沙箱域名：运行环境/沙箱的环境域名。当“请选择环境类型”配置为
“运行环境”或“沙箱”时，该参数才需要配置。

● 运行环境/沙箱租户ID：运行环境/沙箱环境的租户ID，配置后小程序运行时会在
请求头自动添加租户ID。获取方法：登录运行环境/沙箱环境，在管理中心左侧导
航栏中选择“用户管理 > 公司配置 > 公司信息”，查看“租户ID”。

● 开启调试：是否开启调试功能。开启后，在小程序使用过程中展示控制台，方便
调试使用；在正式运行环境上建议关闭调试功能。

● 启用js编译器：当打包的应用内有高级页面时，才会显示该参数。开启后，会将高
级页面引用的插件和资源进行JS编译，使代码规范化。

● 高级设置 > 导航栏显示方式：导航栏配置，在小程序展示时是否显示导航栏。

步骤3 单击“发布”，在“发布信息确认”页面检查发布参数，检查无误后单击“确定”。

----结束

如何下载发布后的包

步骤1 如图2-1091，单击左边的包管理 ，在“已发布”下面选中包后单击“下载”。下
载应用的zip包到本地。

图 2-1091 下载应用的 zip 包

步骤2 可以用该zip包安装定制应用到其他AppCube环境，zip包含的文件请参见表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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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0 应用 zip 包文件说明

文件名 说明

data APP涉及的实例化数据，在APP“配置”内创建的数据，以及该应
用使用的连接器Connector（例如发送短信连接器、ROMA连接
器、Redis连接器等），会自动归档到该目录下。

不归档非APP内创建的实例化数据。例如：在AppCube“管理 >
设置”下创建的系统参数、选项列表等，APP内即便使用了它们，
也不会自动归档，需要手动导出对象然后归档到该目录下。手动导
出的方法请参见如何导入导出数据。

图 2-1092 应用配置

flow APP涉及的服务编排。

pageresource 标准页面的相关信息。

picklist APP涉及的选项列表，只包含在APP内创建的选项列表。

schema APP涉及的对象的元数据。

script APP涉及的脚本。

website 高级页面的相关信息，例如：Widget、library、站点信息等。

CustomAPI.ya
ml

自定义接口的yaml文件。

packageinfo.js
on

软件包的元数据描述文件，主要包含APP的软件包名字、描述信息
以及作者信息等。

 

----结束

开天企业工作台

说明

发布到华为开天企业工作台为白名单特性，需要联系后台管理人员开通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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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参考步骤1~步骤3，开发好应用后，进行编译设置，编译设置时请选择“资产包”。

步骤2 在应用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选择“开天企业工作台”。可将App中的标准页面和高
级页面发布到华为开天企业工作台。

步骤3 在弹出的页面设置用户访问首页和管理后台首页，单击“发布”。

图 2-1093 发布开天企业工作台设置

页面显示“发布成功”，则表示应用已成功发布到开天企业工作台。

步骤4 登录开天企业工作台管理后台，参考应用权限控制设置应用可见范围。

----结束

2.18.3 如何发布补丁包

什么是补丁包

补丁包即组件包，对App（应用）中的部分组件进行设置打包，不包含App本身。

补丁包的作用

补丁包是对部分已安装应用的功能修补。有些时候只是需要修改应用中的个别组件，
此时如果使用完整的软件包会过于冗余，并且会导致一些已修改的内容被覆盖，而组
件允许只选择个别组件，而不包含App本身的方式，对组件进行修改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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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包发布步骤

参考 导入导出应用源码包，对App中部分组件进行设置打包。选中“组件”后，需要
单击“详情”，在“可选组件”页面勾选需要设置的组件，单击“保存”再进行后续
操作。

例如对应用中的某一个脚本进行打包：

步骤1 参考应用发布主要流程，在应用开发平台左侧导航栏单击 ，选择“设置”，进入应
用编译设置页面，设置只编译该脚本。

图 2-1094 设置编译组件

图 2-1095 勾选脚本

步骤2 单击“保存”后，再发布即可。

步骤3 在APP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选择“编译”进行编译。

步骤4 编译完成后，单击左下角 ，选择“我的仓库”，将应用程序安装包发布到当前租
户的私仓。

发布成功后，即可在“资产包”下获取仅包含脚本的补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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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补丁包发布之后，可以参考如何安装已开发好的应用中的内容进行更新安装。

----结束

2.18.4 如何制作实例化数据包

什么是实例化数据包

实例化数据是应用需要自带的预设数据，用于支持应用的默认行为。

在AppCube平台中，实例化数据包是由以下三种类型数据的整体或部分构成的数据压
缩包：

1. 系统对象数据。AppCube系统定义的实例化数据主要是用户在开发应用过程中平
台产生或用户使用平台功能生成的，在应用安装完成后能够进行配置的数据。

2. 标准对象数据。AppCube平台内部自带的或第三方提供的标准对象数据，标准对
象实例化数据包括了平台内置的（例如Account、Contact）以及订购了基线应用
所提供的对象的实例化数据。

3. 自定义对象数据。由用户通过建立自定义对象，并通过界面或接口生成的记录数
据。

说明

应用在发布时，包含一些初始化的数据，可通过进入App视图在左侧菜单栏下方单击 或者进

入管理台单击右侧 图标，使用SQL语句查询对象及对象的数据，详情可参考使用控制台分析
查询SQL。

为什么要制作实例化数据包

制作实例化数据包后，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数据备份，批量修改数据等，对数
据进行导入导出操作。

实例化数据包是App应用的数据补充，一般配合项目的软件包一起使用。因为项目软
件包多数情况仅包含应用本身，不涉及预设的数据。通常情况下，先安装项目软件
包，然后再导入实例化数据包。

定制应用的实例化数据的范围如下所示。

● 表1中的实例化数据，只要是在APP内创建的，在打包发布应用时会自动归档，请
参见如何下载发布后的包。

表 2-341 打包发布 APP 时自动归档的实例化数据

分类 对象 对象描述 归档说明

业务权限
凭证

ServicePermission 包含业务权限凭
证的信息

按照开发规范，这些
数据一般是在APP的
“配置”页签下创建
的，打包发布应用
时，会自动将这些数
据归档到应用zip包的
data目录下，不需要

ServicePermissionCus
tomAPI

包含自定义接口
配置的业务权限
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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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对象 对象描述 归档说明

其它 SysParameter 手动归档，详见如何
下载发布后的包。

包含系统参数的
信息

Connector 包含业务APP使用
到的连接器

Picklist
PicklistValue

包含选项列表的
信息

BulkTemplate 包含数据导入模
板

多语言 CustomResource
CustomResourceValu
e

包含多语言的相
关信息

CustomTranslation 包含用户自定义
的翻译

TranslationSetting 包含翻译工作台
里的信息

 
● 表2-342中的实例化数据，需要伙伴根据自己的业务逻辑和业务场景，手动导出业

务APP依赖的对象，然后归档到公共实例化数据包或者业务APP的zip包中，请参
见如何导入导出数据。

表 2-342 需要手动归档的实例化数据

分类 对象 归档场景 归档说明

Alarm BO AL_AlarmDefAttr

AL_AlarmDefCategory

AL_AttrDef

AL_AlarmDef

告警规格数据所在的对象。

如果在告警BO中新增/修改/删除
了告警规格，且定制APP有用到告
警BO，则需要导出这4个对象，然
后归档到定制APP的zip包中。

● 导出方法：请参见
如何导入导出数
据。

● 归档位置：具体业
务APP的zip包。
这部分数据一般是
某个具体的定制应
用需要用到，所以
建议将这部分实例
化数据归档到业务
应用的zip包中，
即表2-340中的
data目录下。

Barcode BO BC_BarcodeType
BC_BarcodeScenes

如果在条码BO里新增/修改/删除
了条码类型或者条码场景，且定制
APP需要用到这些数据，则需要导
出这些对象，然后归档到定制APP
的zip包中。

例如：基线的移动通行APP用到了
条码类型和条码场景，所以
MoibleAccess应用的zip包中包含
了这2个对象：
BC_BarcodeType.csv、
BC_BarcodeScenes.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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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对象 归档场景 归档说明

Device BO DE_DeviceRelationType 设备关系类型的对象。

如果在设备BO中新增/修改/删除
了设备关系类型，则需要导出该对
象。

CustomResource
CustomResourceValue
DE_AttrDef
DE_AttrType
DE_AttrTypeUnit
DE_CommandDef
DE_DeviceDef
DE_DeviceDefAttri
DE_DeviceDefCategory
DE_DeviceDefMessage
DE_DeviceDefService
DE_DeviceProduct
DE_ExternalChannel
DE_DeviceDefDisplay
（可选）

设备规格数据所在的对象。

如果在设备BO中新增/修改/删除
了设备规格，则需要导出这14个
对象。

● 在定义设备规格时，如果上传
了设备规格图标，需要导出
DE_DeviceDefDisplay对象。

● 其中CustomResource和
CustomResourceValue对象对
应多语言。

Identity BO CA_CM_LoginAccountTy
peDefinition
CA_CM_IdentitySubjectTy
pe

如果在身份BO中新增/修改/删除
了登录帐号类型或者身份主体类
型，则需要导出这些对象。

Organizatio
n BO

ORG_Organization_Syste
m
ORG_Organization_Type
ORG_Organization_Insta
nce
ORG_Organization

组织数据所在的对象。

如果在组织BO中新增/修改/删除
了组织，则需要导出所有的这4个
对象。

Person BO PE_PersonTypeAttri
PE_PersonTypeIdentity
PE_IdentityTypeDef
PE_PersonAttrDef
PE_PersonType

人员数据类型所在的对象。

如果在人员BO中新增/修改/删除
了人员类型，则需要导出这5个对
象。

Space BO SPA_Basic
SPA_Level_Relation
SPA_Level
SPA_Instance

空间数据所在的对象。

如果在空间BO中新增/修改/删除
了空间，则需要导出这4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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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对象 归档场景 归档说明

AssetManag
ement BO

SmartCampus__AssetAttr
Def__CST
SmartCampus__AssetTyp
e__CST
SmartCampus__AssetAttr
ibute__CST

资产数据所在的对象。

如果在资产BO中，新增/修改/删
除了资产自定义属性、资产分类或
者资产属性值，则需要导出这3个
对象。

Workorder
BO

EQM_FieldMeta
FWO_ElementMeta
FWO_FlowConditionMet
a
FWO_FlowMeta
FWO_FlowStatusMeta
FWO_FlowTransitionMet
a
FWO_TemplateElementR
elation
FWO_TemplateMeta
FWO_SchemeMeta

如果在工单BO中，新增/修改/删
除了工单方案，则需要导出这些对
象。

邮件模板 EmailTemplate 邮件通知模板的对象。

如果在业务平台中新增/修改/删除
了邮件通知的模板，则需要导出该
对象。

人员群组类
型

PicklistValue 人员群组类型的对象。

如果在平台的“管理 > 设置 > 选
项列表 >
PE_PersonGroup.GroupType”
中，新增/修改/删除了人员群组类
型，则需要导出该对象。

 

如何导入导出数据

实例化数据可以通过AppCube平台的“数据导出”功能，以对象的方式导出到本地；
安装实例化数据可以通过平台的“数据导入”功能实现。

数据导入导出的具体操作，请参考如何导入导出数据。

说明

1. 数据修改后，升级没变化：不是同一条数据，即ID不一致。

2. 对象存在，但数据导出里面找不到该表：开发界面里对象属性“允许API批量访问”未勾
上。

3. 报错“parsing request parameters content of JSON failed: 'record'”：表中存在lookup/
masterdetail类型的字段，该字段的值必须为id，不能是普通的值。

4. 报错“file server exception, receive response failed, TrackerTask RecvHeader recv resp
status 28 != 0”：文件服务器异常，需要咨询运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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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 如何保护应用代码

什么应用代码可以保护

应用包类型有资产包和源码包两种，仅资产包可设置是否受保护，源码包不受保护。

参考应用打包发布，选择“资产包”发布的应用包，包中组件可设置是否受保护。选
择该项后，您需要配置版权信息（可选）、描述（可选）、每个组件的保护设置（必
选。配置为未受保护或者只读保护）。

说明

三种类型保护模式：未受保护、只读保护和不可见保护。相当于Linux下的三种保护模式，即可
读可写可执行（RWX）、不可写（RX）和仅可执行（X）。

设置应用代码受保护

设置了受保护的资产包，编译发布后不可修改，不受保护的源码包，编译发布安装
后，应用包中的内容都可编辑。

步骤1 参考应用发布主要流程，在应用开发平台左侧导航栏单击 ，选择“设置”，进入应
用编译设置页面，设置组件的“保护模式”。

步骤2 选择默认的只读模式保存后，单击“保存”。

步骤3 在APP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选择“编译”进行编译。

步骤4 编译完成后，单击左下角 ，选择“我的仓库”，发布成功后，获取资产包，该资
产包已受保护，将不可修改。

----结束

2.18.6 应用版本管理

为什么要管理版本

以便于管理维护，版本可以不断更新修改。当修改脚本或服务编排等时，可以编译发
布新版本的源码包，当大部分组件都修改时，可以编译发布新的资产包。在AppCube
上安装的应用是带版本号的，在库和管理菜单里的软件包管理可以看到应用版本，可
以升级应用到 新版本。

版本号格式为“X.X.X”（系统默认版本号以0开头，界面只需要填写后两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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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96 库的版本管理

图 2-1097 软件包的版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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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7 如何使用沙箱进行测试

什么是沙箱

沙箱环境（Sandbox）是与开发环境隔离的环境，用户可以在沙箱环境中进行软件测
试，也可在开发环境直接进行测试。沙箱是一种特殊的执行环境，能够在不破坏生产
环境的情况下测试更改或更新应用程序。AppCube提供了创建沙箱环境功能，您可根
据需要决定是否使用沙箱环境。

在沙箱环境只能进行测试，不具备开发能力。沙箱环境只拥有开发环境的元数据副
本，没有数据记录。登录沙箱环境后，可以增加新的沙箱用户，并设置用户密码。新
增用户只在沙箱有效，并且只能访问沙箱环境。

开发环境/沙箱环境/运行环境

系统开发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开发、测试、上线。每个阶段都会有独立的环境，让各
阶段数据隔离，保证正式上线版本稳定。

AppCube应用开发平台包括以下三种环境：

图 2-1098 环境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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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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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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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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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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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沙箱环境

管理台下“应用管理 > 沙箱”只显示老版本在该菜单页面通过单击“新建”按钮创建
的沙箱，目前已屏蔽掉该入口。当前创建沙箱入口请参考购买沙箱，购买后，系统会
分配沙箱环境实例，分配的沙箱环境实例显示在应用魔方 AppCube控制台中。

步骤1 登录开发环境，在首页单击“管理”。

步骤2 选择“应用管理 > 沙箱”。

步骤3 在沙箱环境列表中可查看之前老版本在该菜单页面通过单击“新建”按钮创建的沙箱
环境实例。

图 2-1099 沙箱列表

如图2-1099所示，操作列图标功能说明如下。

● ：单击该图标，可出现沙箱环境登录页面，输入上一步设置的沙箱环境租户密
码即可登录。沙箱环境租户名称为“开发环境租户名称_沙箱环境名称”，例如开
发环境租户名称为“mary@qq.com”，沙箱名称设置为“test1”，则沙箱环境
租户名称为“mary@qq.com_test1”。

登录沙箱环境后，在右上角单击用户名后的下拉按钮，选择相应环境，可进行切
换。

● ：刷新沙箱状态，例如创建或同步沙箱时，刷新是否完成操作。

● ：删除沙箱环境。

----结束

沙箱测试步骤

步骤1 沙箱环境创建完成后，单击界面右上角用户名，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上面创建的沙箱
名，例如“test1”，运行沙箱环境。

步骤2 在沙箱环境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或“Login”。

● 沙箱用户名为“开发者帐号_沙箱名”，例如开发者登录帐号为
“abc@qq.com”，沙箱名为“test1”，则沙箱登录帐号为
“abc@qq.com_test1”。

● 密码为创建沙箱时输入的密码。

步骤3 在管理台选择“应用管理 > 我的仓库”，单击 将APP部署到沙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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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我的仓库”中的应用从哪里来？如何将应用发布到沙箱？具体操作请参考应用打包发布。

步骤4 （可选）如果业务APP依赖公共的实例化数据，可在管理台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
理 > 数据导入”，单击“新建”导入实例化数据zip包，参考如何导入导出数据。

步骤5 安装完成后，选择“应用管理 > 应用导航”，找到上一步安装的APP。

步骤6 单击操作列的预览图标，进入APP的运行态。

步骤7 测试应用程序各功能。

----结束

2.18.8 如何安装应用

某用户开发并发布好应用后，其他用户可以在其他开发环境、沙箱环境或者运行环境
中进行安装，以便于二次开发、测试或者使用该软件。

导入方式安装应用

该方式适合的场景如下：

● 在其他开发环境中安装源码包应用。安装后，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
页签下。

源码包是某用户开发应用后，打包编译时选择“源码包”发布出来的应用包，该
类型包中的所有组件都不受保护和限制。源码包只能在开发环境中安装。

● 在其他开发环境、沙箱环境或运行环境中安装资产包应用。在其他开发环境安装
资产包后，应用会显示在开发环境首页的“库”页签下。

资产包是某用户开发应用后，打包编译时选择“资产包”发布出来的应用包，该
类型支持设置包中的组件是否受保护。打包时不做编译设置，默认打出的包都是
资产包，包中组件都为只读保护模式，将包安装到其他环境时，只能运行和预
览，不可编辑包中组件。

步骤1 安装应用前，请提前获取待安装应用的安装包。

应用开发人员参考如何将应用发布到“我的仓库”将应用发布到我的仓库后，在应用

开发页面左侧单击 ，可在“已发布”下“资产包”或“源码包”页签下看到发布的
应用。在右侧页面单击“下载”，可将发布好的源码包或资产包应用发送给需要安装
该应用的用户。

步骤2 需要安装该应用的用户登录开发环境、沙箱环境或者运行环境，单击“管理”，选择
“应用管理 > 软件包管理 > 软件包安装”。

该页面显示该租户已安装的所有软件包列表。

步骤3 单击“新建”，在“软件包安装”页面将应用包拖入进去。若需要检查软件包中对象
属性变更情况时，请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单击“检查并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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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00 安装软件包

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表示安装前会检查软件包中的对象属性变
更情况。对象属性变更可能引起环境中某些对象记录内容的变化，默认不勾选。

说明

在安装升级源码包（打包类型选择源码包打出的包为源码包）时，如果源码包中使用了受保护模
式的组件，安装会报错，您需要修改源码包中使用的组件，在环境中上传组件后，才可正常安
装。

步骤4 （可选）在“属性变更”页面查看待安装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化，然后单击“继续安
装”。

说明

上一步勾选“检查软件包中对象属性变更情况”时才需执行该步骤。

步骤5 （可选）检查是否已添加该应用的可见权限。

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单击具体的权限，在“应用程序设置”页签，检查应
用权限。

应用包安装后，默认会在权限配置中添加该应用的“可见性”权限。若没有添加，请

在“应用程序设置”页签单击右上角 ，选中安装应用的“可见性”复选框，单击

。

步骤6 检查应用是否已安装。

● 若是在其他开发环境中安装源码包应用，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查看已
安装好的源码包。

● 若是在开发、沙箱或者运行环境中安装资产包应用，在管理台选择“应用管理 >

应用导航”，在该应用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 ，可预览该应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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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仓库”安装应用

“我的仓库”即租户私仓，开发者开发好应用后，将应用发布到“我的仓库”，可供
同租户下其他用户在沙箱环境或者运行环境“我的仓库”中进行安装，以便于测试或
者使用该软件。在“我的仓库”中只适用于安装租户下用户发布的资产包。该方式不
适用于安装源码包，源码包不会显示在管理台的“我的仓库”中，源码包只能在开发
环境中安装。

步骤1 该租户下其他用户登录需要安装应用的沙箱或者运行环境。

步骤2 在管理台选择“应用管理 > 我的仓库”。

步骤3 鼠标点到需要安装的软件包上，单击 ，或者直接单击“安装”，在弹出的确认框单
击“确定”。

步骤4 在管理台选择“应用管理 > 应用导航”，在该应用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 ，可预览该
应用。

----结束

2.19 原生服务
当需要将一些服务（服务为租户线下自主选择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开发，运行在
Docker容器中，并非在AppCube上开发）集成到AppCube上来进行调用时，您需要参
考本章节进行学习。

2.19.1 什么是原生服务
原生服务是指用户自主选择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开发的软件系统，该软件系统运行于
AppCube平台之外，并面向AppCube中的应用提供API编程接口，开发者可以基于这些
接口进行二次开发，从而构建复杂的行业应用。

AppCube平台提供了创建原生服务工程的能力，原生服务工程本质上起到一种桥接的
作用，用于将原生服务的API集成到AppCube平台，使得运行于AppCube之上的应用更
容易地使用原生服务的API。

理论上，原生服务可以运行于任何地方，只要保证AppCube平台和原生服务之间的网
络是连通的即可。但从 佳实践上，建议您采取容器化的部署方式，将原生服务托管
在华为云上，保证AppCube和原生服务的网络距离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华为云提供
了非常完整的容器引擎能力，支持您部署、管理和扩展容器化应用程序。

相关概念

由于Native Service涉及的概念比较多，在做Native Service配置前，您需要提前了解
相关概念。部分概念说明源于Kubernetes官网介绍，若需要了解更多Kubernetes相关
内容，请参考Kubernetes资料。

● Native Service
是指将租户已有的一些服务（服务为租户线下开发，运行在Docker容器中，并非
在AppCube上开发）的API集成到AppCube上，供上层应用调用，帮助租户更加高
效得构建应用。

●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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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Native Service前，您需要配置Chart，用于生成kubernetes（简称
“K8s”）资源配置文件。配置Chart其实是配置部署Docker容器时需要的资源、
存储、网络等一系列参数，为容器的部署、服务的运行提供支撑。

● 容器

容器类似于虚拟机（Virtual Machine，简称“VM”），但是它们具有轻量级的
隔离属性，可以在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操作系统（OS）。因此，容器被认为是轻量
级的。容器与VM类似，具有自己的文件系统、CPU、内存、进程空间等。由于它
们与基础架构分离，因此可以跨云和OS分发进行移植。

容器是打包和运行应用程序的好方式。Native Service涉及的服务是在Docker容器
中运行的。

在生产环境中，您需要管理运行应用程序的容器，并确保不会停机。例如，如果
一个容器发生故障，则需要启动另一个容器。如果系统处理此行为，会不会更容
易？

这是Kubernetes的救援方法！Kubernetes为您提供了一个可弹性运行分布式系统
的框架。Kubernetes会满足您的扩展要求、故障转移、部署模式等。接下来引入
Kubernetes的概念介绍。

● kubernetes（简称“K8s”）

Kubernetes是容器集群管理系统，是一个开源的平台，可以实现容器集群的自动
化部署、自动扩缩容、维护等功能。

● Pod
是Kubernetes应用程序的基本执行单元，即它是Kubernetes对象模型中创建或部
署的 小和 简单的单元。Pod表示在集群上运行的进程。Pod封装了一个或者多
个应用程序容器、存储资源、唯一网络IP以及控制容器应该如何运行的选项。

● 节点亲和

“节点亲和”是指你可以根据节点上的标签来约束Pod只能或者优先调度到哪些节
点。kubernetes目前有两种类型的节点亲和，一种是Pod调度到的节点必须满足一
定规则，对应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另一种是将
Pod优先调度到一些满足规则的节点，如果不满足要求，则可以将Pod调度到其他
节点，对应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两种类型的节
点亲和有一个共同点：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Pod上的
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 Docker
Docker在容器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封装，从文件系统、网络互联到进程隔
离等，极大的简化了容器的创建和维护。使得Docker技术比虚拟机技术更为轻
便、快捷。Docker是Kubernetes Pod中 常用的容器运行时，但Pod也能支持其
他的容器运行时。若需要了解更多Docker相关内容，请参考Docker官网。

● Docker镜像

Docker镜像是一个特殊的文件系统，除了提供容器运行时所需的程序、库、资
源、配置等文件外，还包含了一些为运行时准备的一些配置参数（如匿名卷、环
境变量、用户等）。镜像不包含任何动态数据，其内容在构建之后也不会被改
变。

镜像（Image）和容器（Contianer）的关系，像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类和实
例一样，镜像是静态的定义，容器是镜像运行时的实体。容器可以被创建、启
动、停止、删除、暂停等。

● 公有云（Public Cloud）

公有云为公共网络环境，公有云一般可通过Internet使用，是指多个客户可共享一
个服务提供商的系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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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容器引擎（Cloud Container Engine，简称“CCE”）

云容器引擎提供高可靠高性能的企业级容器应用管理服务，支持Kubernetes社区
原生应用和工具，简化云上自动化容器运行环境搭建。

● 密钥（Secret）
密钥是一种用于存储工作负载所需要认证信息、密钥的敏感信息等的资源类型，
内容由用户决定。资源创建完成后，可在容器工作负载中作为文件或者环境变量
使用。

● ConfigMap
ConfigMap是一种用于存储工作负载所需配置信息的资源类型，内容由用户决
定。配置项创建完成后，可在容器工作负载中作为文件或者环境变量使用。允许
您将配置文件从容器镜像中解耦，从而增强容器工作负载的可移植性。

● 无状态负载

等同于Kubernetes中的“Deployment”概念，所有Pod实例之间是对等的，互不
依赖，少了任意一个Pod实例，并不影响整个工作负载的功能。

● 有状态负载

等同于Kubernetes中的“StatefulSet”概念，是用来管理有状态应用的工作负载
API对象。和“无状态负载”相同的是，“有状态负载”管理了基于相同容器定义
的一组Pod，和“无状态负载”不同的是，“有状态负载”为每个Pod维护了一个
固定的ID。这些Pod是基于相同的声明来创建的，但是不能相互替换。无论怎么调
度，每个Pod都有一个永久不变的ID。

● service
可以理解为使用标签选择器（selectors）标识的一组Pod，通过service可以访问到
这组Pod。

● Ingress
Ingress是对集群中服务的外部访问进行管理的API对象，访问方式是HTTP或者
HTTPS。

如何使用原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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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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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Service在AppCube内的使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 服务编排内部进行调用

租户线下开发的服务集成到AppCube上，可以作为Native服务被服务编排进行内
部调用。

● 外部系统通过Restful接口调用

通过下面的REST接口，调用原生服务。输入参数在body中填写。
https://AppCube域名/native/NativeService1/0.1.0/health

其中根据实际填写AppCube对外提供的默认域名，“/native/
NativeService1/0.1.0/health”为该服务的公共接口的开放URL，可以在公共接
口详情中查询获得。该调用方式只适用于外部接口。

图 2-1101 公共接口详情

● 在脚本中调用

租户线下开发的服务集成到AppCube上，且在AppCube上自定义该服务的公共接
口后，可以在脚本中内部调用公共接口。

脚本部分示例如下：
//其中"appcube.cn-north-4.huaweicloud.com"为AppCube对外提供的默认域名
let resp3 = httpClient.post("https://appcube.cn-north-4.huaweicloud.com" + "/native/
NativeService1/0.1.0/health", callOptions3);
console.log(context.getHost())

console.log(resp3.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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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sp3.body.resCode == "0" && resp.body.result) {
console.log('auth success, currrent user is: ', resp3.body.result.name)
}

其中“appcube.cn-north-4.huaweicloud.com”为AppCube对外提供的开发态
默认域名，“/native/NativeService1/0.1.0/health”为该服务的公共接口的开
放URL，可以在公共接口详情中查询获得。该调用方式只适用于外部接口。

● 在页面中调用

高级页面中可以在Widget代码中调用原生服务的自定义公共接口；标准页面则可
在事件代码中直接调用原生服务的自定义公共接口或者通过定义服务模型，关联
调用原生服务的服务编排，再在页面事件代码中调用服务模型从而来调用原生服
务。

在标准页面上传组件中还可以调用原生服务的自定义接口实现上传功能。标准页
面中上传组件功能介绍请参见上传。

● BPM中调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原生服务后，向BPM设计页面的泳道中拖入“调用服务编排”

图标。选择 ，在“服务编排配置”页面进行配置，其中服务编排选择需要调用
的服务编排，配置输入输出参数。

● 触发器中调用

在服务编排中调用原生服务后，在触发器中可调用该服务编排，当满足触发器规
则时，系统会执行该服务编排。

使用原生服务具备哪些优势
● 面向第三方技术开发人员，原有资产不用重新开发，可复用原有的业务和技术能

力，可快速接入AppCube，并实现与现网系统快速集成，提升系统粘性。

● 提升微服务构建能力，优化应用系统架构，助力伙伴基于AppCube构建重量级行
业应用。

● 自有资产可基于AppCube资产市场实现共享，共建合作生态。

● 使用CCE/CCE敏捷版部署，接入AppCube，投资小、成本低。传统的IT实现，客
户如果要构建应用系统，必须从硬件和软件全部一次性购买。使用AppCube，像
住酒店一样，按需入驻，不需要关注酒店的建筑、运营和维修。初始投资少，成
本低，减少投资风险。

2.19.2 使用原生服务有哪些规则约束
在AppCube上开发整个Native Service时，您需要配置Chart、API等，文本主要描述开
发过程中需要遵循的规范和约束，供您在开发时进行参考。

术语定义

规则：开发时强制必须遵守的约定。

建议：开发时必须加以考虑的约定。

镜像开发中的规则约束

您可自行开发镜像并上传到CCE华为云容器中或者使用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在进行
镜像开发时，您需要遵循的规则约束如下：

● 规则1：容器镜像必须使用1.11.2或以上版本的Docker客户端进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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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作Docker镜像可参考如何编写高效的Dockerfile。

● 规则2：Native服务向AppCube平台开放的接口必须是“application/json”格式
的restful接口。

说明

开放给AppCube的应用调用的Native服务接口，请求消息和响应消息的“Content-Type”
都必须是“application/json”。

● 建议：服务的日志建议输出到一个独立的目录，且日志文件命名以.log、.trace
或.out后 结尾，方便后续使用华为云的AOM（Application Operations
Management，应用运维管理）服务采集日志文件，并将日志展示在AOM的界面
上。

配置 Chart 时的规则约束

● 规则1：在配置Chart时，Chart中应尽量避免包含密码等敏感信息。若需要配置敏
感信息，用户需要自行对敏感信息进行加密，且Chart中不能包含解密敏感信息需
要的密钥。

● 规则2：将Chart中的易变参数定义为全局变量。可避免因为参数变更时修改并重
新生成Chart包。

说明

全局变量将用于生成Chart包中的“values.yaml”文件。在华为云CCE上部署Chart时，
“values.yaml”文件的内容可以通过界面进行修改。因此，应将和环境相关的信息或者其
他易变参数定义为全局参数，例如镜像地址，pod实例数等。

● 规则3： 必须要为Ingress资源配置注解，注解中键为
“nginx.ingress.kubernetes.io/ssl-redirect”，值为“false”。

华为云CCE的Kubernetes集群默认部署Nginx控制器，因此需要在Ingress上添加注
解，具体需要添加的注解可参考Kubernetes资料。

AppCube平台在调用Native服务的接口时，无法处理重定向的响应，因此必须给
Ingress添加表2-343中的注解：

表 2-343 注解 1

注解中键 注解中值

nginx.ingress.kubernetes.io/ssl-
redirect

false

 

Nginx控制器默认后端service使用的是http协议，如果后端service使用的是https
协议，应添加表2-344中的注解：

表 2-344 注解 2

注解中键 注解中值

nginx.ingress.kubernetes.io/
backend-protocol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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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中键 注解中值

nginx.ingress.kubernetes.io/
secure-backends

true

 
● 建议1：保持Chart简洁，建议一个Chart中工作负载不超过3个。

保持Chart简洁，可以降低部署、升级失败的概率，在升级时能更有效地控制升级
的范围。

● 建议2 ：同一个Chart中，为所有图元的名称定义相同的前 。

例如，某Chart中所有图元以“template-”为前 ，无状态负载的名称可以命名
为“template-deployment”，ConfigMap的名称可以命名为“template-
dbconfig”等。使用相同的前 ，可以使用户更方便识别Kubernetes资源的归
属，同时降低命名冲突的可能性。

● 建议3：当全局变量的值是多行文本时，文本中间出现的空行应不含任何空格字
符。

全局变量将用于生成Chart包中的“values.yaml”文件，在yaml文件中，通过缩
进表达层次关系，而空行中的空格字符会影响yaml文档的缩进排版。例如，当全
局变量名为“dbConfig”，变量值为：
jdbc.url: jdbc:mysql://127.0.0.1:3306/testdb
jdbc.username: admin
jdbc.password: {XXXXXXXX}

jdbc.driver-class-name: org.mariadb.jdbc.Driver

则生成的values.yaml的内容为：
dbConfig: |-
  jdbc.url: jdbc:mysql://127.0.0.1:3306/testdb
  jdbc.username: admin
  jdbc.password: {XXXXXXXX}

  jdbc.driver-class-name: org.mariadb.jdbc.Driver

当全局变量名为“dbConfig”，变量值为（注意，第4行中包含一个空格字符）
jdbc.url: jdbc:mysql://127.0.0.1:3306/testdb
jdbc.username: admin
jdbc.password: {XXXXXXXX}
 
jdbc.driver-class-name: org.mariadb.jdbc.Driver

则生成的values.yaml的内容为：
dbConfig: "jdbc.url: jdbc:mysql://127.0.0.1:3306/testdb\njdbc.username: admin\njdbc.password:\
  \ changeit\n \njdbc.driver-class-name: org.mariadb.jdbc.Driver"

第一种格式更易读。通过流水线部署Chart时，第一种格式的“values.yaml”文
件更容易通过脚本进行修改。

配置 API 时的规则约束

规则：在“API设计”页签单击“开始设计API”创建API时，API的命名空间应选择
“局部命名空间”。

说明

在创建API时，“命名空间”支持选择“局部命名空间”和“全局命名空间”。使用“局部命名
空间”可保证API的名称不会和其他Native服务的API名称出现冲突。而“局部命名空间”是为了
版本向前兼容而保留的，在AppCube 1.2.10及之前的版本中，API无命名空间的概念，相当于
API定义在全局名称空间中，因此，不同Native服务的API命名出现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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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 如何创建原生服务

2.19.3.1 开发流程

开发Native Service前，您需要了解整个Native Service的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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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02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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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2 创建 Native Service
首先，您需要在AppCube创建Native Service。

前提条件

用户要使用Native Service这个业务时，需要具有查看Native Service和管理Native
Service权限。添加权限方法：在“管理 > 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中设置，勾选用户对
应的权限配置文件中系统权限“查看原生服务”和“管理原生服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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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Service”。

步骤2 请参见表2-345配置参数，单击“创建”。

表 2-345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添加图标 可为该Native Service设置图
标。

单击“添加图标”，设置图
标。

标签 Native Service的展示名称。 直接填写。

名称 Native Service在系统内的唯一
标识。

填完“标签”值后，单击该参
数的输入框，系统会自动填
充。

在同一租户内不能重复，如果
重复，系统会提示。

分类 Native Service所属的分类。 在下拉框里选择。

标志 Native Service在分类下展示的
图标。 单击 选择标志，单击下拉按

钮配置图标颜色。

描述 Native Service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

运行时版本 展开“高级设置”时才会显示该
参数。开发的资产包依赖所选择
的运行时版本，若线下运行版本
不一致，可能产生不兼容。

默认选择当前开发环境版本。

 

创建后，系统呈现Native Service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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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03 Native Service 配置页面

----结束

2.19.3.3 配置 Chart

您可以通过AppCube提供的图形化界面，配置部署Docker容器时需要的资源、存储、
网络等一系列参数，配置后生成Chart包并进行导出。导出后可通过云容器引擎
（Cloud Container Engine）在其他平台上部署安装Docker容器。

前提条件

1. 用户要使用NativeService这个业务时，需要具有查看NativeService和管理
NativeService权限。添加权限方法：在“管理 > 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中设置，
勾选用户对应的权限配置文件中系统权限“查看原生服务”和“管理原生服
务”。

2. 您已开通云容器引擎（Cloud Container Engine，简称“CCE”）服务，相关资料
请参考CCE资料中“入门指引”章节。

3. 已创建虚拟私有云。

虚拟私有云为CCE集群提供一个隔离的、用户自主配置和管理的虚拟网络环境。

创建首个集群前，您必须先确保已存在虚拟私有云，否则无法创建集群。创建方
法请参见创建虚拟私有云和子网。

4. 已创建Kubernetes集群，您的服务将部署在这个集群内。创建方法请参见创建
Kubernetes混合集群。

5. 在配置Chart前，您已准备好Docker镜像，Docker镜像可自行开发并上传到CCE华
为云容器中，您也可使用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

在进行镜像开发时，如何制作Docker镜像可参考如何编写高效的Dockerfile，如
何上传镜像到CCE中可参考在CCE中上传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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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需要熟悉CCE云容器引擎相关产品，熟悉CCE控制台配置，包括工作负载、模板
市场、配置中心和镜像仓库，相关资料请参考CCE资料。

7. 已登录CCE控制台。

a. 单击此处，根据页面提示，登录华为云，单击左上角的“控制台”，进入
“管理控制台”界面。

b.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c.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容器服务 > 云容器引擎CCE”，进入云
容器引擎控制台界面。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AppCube开发环境，在首页“我的应用”下单击上一节创建的Native Service，进
入NativeService配置页面。如果您还没有创建NativeService，请参照创建Native
Service进行创建。

步骤2 在NativeService配置页面选择“导航”。

步骤3 在右侧“Chart设计”页签单击“新建”。

有两种方式创建Chart，一种是在界面单击“新建”手动创建；另一种是单击“导
入”，选择已配置好的Chart包直接导入。这里以手动创建方式为例进行举例说明。

步骤4 配置Chart名称和版本号，单击“确定”。

图 2-1104 创建 Chart

配置后界面显示该Chart的图形化设计界面。

步骤5 在Chart的图形化设计界面中单击“+”，创建一组资源，该资源包括负载、配置、服
务和Ingress。

创建后界面显示如图2-1105所示。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41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cce/index.html
https://auth.huaweicloud.com/authui/login.action?service=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console/#/login


图 2-1105 Chart 设计界面

选中该组资源，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可删除资源。

步骤6 在Chart的图形化设计界面中单击页面上方 ，在弹出的“全局配置”页签单击“新
增行”，将业务的配置项文件内容设置为全局变量。单击“确认”。可避免因为参数
变更时修改并重新生成Chart包。

图 2-1106 全局配置

步骤7 从页面左侧“配置”中拖拽“ConfigMap”元素至页面右侧的配置区域中，界面中会

显示 ，将元素拖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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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07 拖拽“ConfigMap”元素

步骤8 选中拖入的“ConfigMap”元素，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参考表2-346在页面右
侧区域进行配置。

“配置”中有如下两个元素：

● ConfigMap：ConfigMap是一种用于存储工作负载所需配置信息的资源类型，内
容由用户决定。配置项创建完成后，可在工作负载中作为文件或者环境变量使
用。允许您将配置文件从容器镜像中解耦，从而增强容器工作负载的可移植性。

● Secret：密钥（Secret）是一种用于存储工作负载所需要认证信息、密钥的敏感信
息等的资源类型，内容由用户决定。资源创建完成后，可在容器工作负载中作为
文件或者环境变量使用。其配置页面上参数含义与ConfigMap大体相同，差异的
参数说明如下：

– “密钥类型”取值为“Opaque”，表示一般密钥类型。

– “密钥数据”的“值”必须使用Base64编码。对字符串进行Base64加密，可
以直接使用“echo -n 要编码的内容 | base64”命令即可，示例如下：
root@ubuntu:~# echo -n "待编码内容" | base64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43



图 2-1108 “ConfigMap”配置页面

表 2-346 “ConfigMap”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信
息

名称 新建的配置名称，同一个命名空间里命名必须唯一。

描述 配置项的描述信息。

配置数
据

- 工作负载配置的数据可以在容器中使用，或被用来存储配置数
据。

单击“新增行”可添加配置数据。

键 表示配置项文件名。

值 表示文件中的内容。单击值中的下拉按钮，选择步骤6中创建
的全局变量。

建议将配置文件内容定义为全局变量。可避免因为文件内容变
更时修改并重新生成Chart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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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注解 - 单击“新增行”，您可以使用Kubernetes注解为对象附加任意
的非标识的元数据。注解中的元数据，可以很小，也可以很
大，可以是结构化的，也可以是非结构化的，能够包含标签不
允许的字符。注解存储的形式是键/值对。

 

步骤9 （以拖入无状态负载为例介绍）从页面左侧“计算”中拖拽“无状态负载”元素至页

面右侧的计算区域中，界面中会显示 ，将元素拖入 中。

“计算”中有如下两个元素：

● “无状态负载”等同于Kubernetes中的“Deployment”概念，所有Pod实例之间
是对等的，互不依赖，少了任意一个Pod实例，并不影响整个工作负载的功能。

● “有状态负载”等同于Kubernetes中的“StatefulSet”概念，是用来管理有状态
应用的工作负载API对象。和“无状态负载”相同的是，“有状态负载”管理了基
于相同容器定义的一组Pod，和“无状态负载”不同的是，“有状态负载”为每个
Pod维护了一个固定的ID。这些Pod是基于相同的声明来创建的，但是不能相互替
换。无论怎么调度，每个Pod都有一个永久不变的ID。选择“有状态负载”，您必
须要配置“实例间发现服务”。

实例间发现服务：该服务指的是Kubernetes的Headless Service，Headless
Service用于控制Pod的网络域名，通过Pod的网络域名可以访问特定的Pod实例。
例如：集群域名为cluster.local，有状态负载的名称为web，有3个Pod实例，则3
个Pod的名称分别为web-0、web-1、web-2，Headless Service的名称为nginx，
则3个Pod的域名分别是web-0.nginx.$(命名空间).svc.cluster.local、web-1.nginx.
$(命名空间).svc.cluster.local、web-2.nginx.$(命名空间).svc.cluster.local，可以通
过Pod域名访问到具体的Pod实例。

图 2-1109 拖入计算元素

步骤10 选中拖入的“无状态负载”元素，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在页面右侧区域进行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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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0 “无状态负载”配置页面

表 2-347 无状态负载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础
信息

名称 新建工作负载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请直接填写。

实例数量 工作负载的实例数量。工作负载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实例，用户
可以设置具体实例个数，例如可自定义设置为1。

每个“无状态负载”实例都由相同的容器部署而成。设置多个
实例主要用于实现高可靠性，当某个实例故障时，工作负载还
能正常运行。若使用单实例，节点异常或实例异常会导致服务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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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升级策略 “无状态负载”或者“有状态负载”的升级策略。选填项。

您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RollingUpdate”，表示执行滚动更新
策略。用户希望应用程序始终可用，当开发人员线下开发新版
本的应用程序时，在Kubernetes中，可以通过滚动更新
（RollingUpdate）来完成更新升级。 “RollingUpdate”允许
通过使用新的实例逐步更新旧的Pod实例，零停机进行整个“无
状态负载”或者“有状态负载”更新。新的Pod将在具有可用资
源的节点上进行调度。

大增量 当“升级策略”配置为“RollingUpdate”，该参数才会显示。
表示进行滚动更新（RollingUpdate）时，新实例每次替换旧的
Pod实例的 大数量。

大不可
用

当“升级策略”配置为“RollingUpdate”，该参数才会显示。
表示进行滚动更新（RollingUpdate）时， 大不可用的Pod实
例数量。

拉取镜像
的密钥

用于拉取镜像的镜像仓库的密钥。

取值说明如下：

● 若需要拉取CCE华为云容器的镜像仓库的镜像时，参数值固
定为“default-secret”。CCE中容器拉取镜像是使用密钥认
证方式。

● 若需要拉取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时，需设置为创建的密
钥，创建方法请参考创建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密钥。

您可以单击参数后的下拉按钮，单击“增加全局配置”，将拉
取镜像的密钥配置为全局变量，以参数名和值的方式定义变
量，后续在修改该密钥时，只需要修改全局变量即可。

描述 工作负载描述信息。

容器
配置

- 容器与VM类似，具有自己的文件系统、CPU、内存、进程空间
等，单击“配置”，参考表2-348配置容器的属性。

注解 - 单击“新增行”，您可以使用Kubernetes注解为对象附加任意
的非标识的元数据。注解中的元数据，可以很小，也可以很
大，可以是结构化的，也可以是非结构化的，能够包含标签不
允许的字符。注解存储的形式是键/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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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1 容器配置

图 2-1112 复制 CCE 中镜像地址

图 2-1113 镜像地址全局变量配置

表 2-348 容器配置参数说明

页签 参数名 说明

基本信息 容器名称 容器的名称。

直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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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名 说明

镜像地址 镜像的地址，取值说明如下：

● 若需要拉取CCE华为云容器的镜像仓库的镜
像时，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
择“镜像仓库 > 镜像管理”，根据需要选择
“自有镜像”或者“公开镜像”页签（“自
有镜像”为该租户自有的镜像，“公开镜
像”页签的镜像所有用户都可以下载使
用），单击需要用到的具体镜像名，进入
“镜像详情”，如图2-1112所示，单击“下

载指令”列后的复制按钮 ，在AppCube上
“镜像地址”值处进行粘贴，去掉粘贴内容
中的“docker pull”，只保留后面部分 。例
如镜像地址配置为“10.10.10.1/bingodev/
testoauth:fifth”。
若想使用自己上传到CCE中的镜像，需要在
CCE中提前上传镜像，上传方法请参考在
CCE中上传镜像。

● 若需要拉取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时，请直
接输入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地址，例如
“www.3rdregistry.com”或
“10.10.10.10:443”。

您可以单击参数后的下拉按钮，单击“增加全
局配置”，如图2-1113所示，将镜像地址配置
为全局变量，后续在修改镜像地址时，只需要
修改全局变量即可。建议您使用全局变量方式
设置镜像地址。

镜像拉取策略 从镜像仓库中下载镜像的策略，选项说明如
下。

● Always：总是从仓库下载镜像。

● IfNotPresent ：如果本地没有则从仓库下载
镜像。

● Never：总是使用本地的镜像。

申请/Cores 容器需要使用的 小CPU值，作为容器调度时
资源分配的判断依赖。只有当节点上可分配
CPU总量 ≥ 容器CPU申请数时，才允许将容器
调度到该节点。

默认0.25Core。

限制/Cores 允许容器使用的CPU 大值。建议设容器配额
的 高限额，避免容器资源超额导致系统故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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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名 说明

申请/Mi 容器需要使用的内存 小值，作为容器调度时
资源分配的判断依赖。只有当节点上可分配内
存总量 ≥ 容器内存申请数时，才允许将容器调
度到该节点。

默认512MiB。

限制/Mi 允许容器使用的内存 大值。如果超过，容器
会被终止。

环境变量 变量名称 在容器中添加环境变量，一般用于通过环境变
量设置参数。

在 “环境变量”页签，单击 “新增行”可进行
配置。

变量/变量引用 变量或者变量引用。

数据存储 - 给容器挂载数据存储，支持本地磁盘和云存
储，适用于需持久化存储、高磁盘IO等场景。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加，可选项。

本地存储 通过本地磁盘存储将容器所在宿主机的文件目
录挂载到容器的指定路径中，也可以不填写源
路径。参数如下：

● 名称：容器所在宿主机的文件目录名。

● 本地路径：请输入本地路径。

● 子路径：请输入子路径。

● 挂载路径：请输入挂载路径。

云存储 为满足数据的持久化需求，CCE支持将云硬盘
（EVS）挂载到容器中。通过云硬盘，可以将存
储系统的远端文件目录挂载到容器中，数据库
逻辑卷中的数据将被永久保存，即使删除了容
器，数据库逻辑卷中的数据依然保存在存储系
统中。参数如下：

● 名称：云硬盘名。

● PVC：新建PVC的名称，PVC创建时将自动创
建存储卷，一个PVC对应一个存储卷。存储
卷名称在PVC创建时自动生成。

● 子路径：请输入子路径。

● 挂载路径：请输入挂载路径。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50



页签 参数名 说明

ConfigMap 用于把步骤7~步骤8配置的ConfigMap挂载到容
器内。参数说明如下：

● 名称：ConfigMap的名称。

● 子路径：系统支持挂载ConfigMap中部分配
置项文件。若只需要挂载部分配置项文件，
这里“子路径”配置为要挂载的具体配置项
文件名。即步骤8配置ConfigMap时，配置
数据中的“键”。若需要挂载ConfigMap的
所有配置项文件，则不需要配置“子路
径”。

● 挂载路径：请输入挂载路径。当子路径不配
置时，请确保挂载路径为空文件夹。

● 权限：设置ConfigMap挂载文件的权限，例
如设置为777，表示所有人具有可读可写可
执行权限（即rwxrwxrwx）。

将ConfigMap中部分配置项文件挂载到容器
中，即配置了子路径时，部署Chart的容器将不
会收到ConfigMap的更新。如果将ConfigMap
中全部配置项文件挂载到容器中，即不配置子
路径时， 部署Chart的容器将会收到ConfigMap
的更新，此时挂载路径应该是一个空的文件
夹，否则ConfigMap更新时，挂载路径里面的
文件会被删除。

Secret 如果之前配置了Secret，则需要把配置的Secret
挂载到容器内。非必填。参数说明如下：

● 名称：Secret的名称。

● 子路径：系统支持挂载Secret中部分配置项
文件。若只需要挂载部分配置项文件，这里
“子路径”配置为要挂载的具体配置项文件
名。即Secret中配置数据中的“键”。若需
要挂载Secret的所有配置项文件，则不需要
配置“子路径”。

● 挂载路径：请输入挂载路径。

● 权限：设置Secret挂载文件的权限，例如设
置为777，表示所有人具有可读可写可执行
权限（即rwxrwxrwx）。

将Secret中部分配置项文件挂载到容器中，即配
置了子路径时，部署Chart的容器将不会收到
Secret的更新。如果将Secret中全部配置项文件
挂载到容器中，即不配置子路径时， 部署Chart
的容器将会收到Secret的更新，此时挂载路径应
该是一个空的文件夹，否则Secret更新时，挂载
路径里面的文件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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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名 说明

健康检查 - 健康检查是指容器运行过程中，根据用户需
要，定时检查容器健康状况。若不配置健康检
查，如果服务出现业务异常，pod将无法感知，
也不会自动重启去恢复业务。 终导致pod状态
正常，但pod中的业务异常的情况。

CCE提供了两种健康检查的探针：工作负载存活
探针和工作负载业务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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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 参数名 说明

工作负载存活探针 用于检测容器是否正常，类似于执行ps命令检
查进程是否存在。如果容器的存活检查失败，
集群会对该容器执行重启操作；若容器的存活
检查成功则不执行任何操作。检查方式如下：

● HTTP请求检查
HTTP请求方式针对的是提供HTTP/HTTPS服
务的容器，集群周期性地对该容器发起
HTTP/HTTPS GET请求，如果HTTP/HTTPS
response返回码属于200~399范围，则证明
探测成功，否则探测失败。使用HTTP请求探
测必须指定容器监听的端口和HTTP/HTTPS
的请求路径。

例如：提供HTTP服务的容器，端口为80，
HTTP检查路径为 /health-check，主机地址
为containerIP，那么集群会周期性地对容器
发起如下请求：GET http://containerIP:80/
health-check。

● TCP端口检查
对于提供TCP通信服务的容器，集群周期性
地对该容器建立TCP连接，如果连接成功，
则证明探测成功，否则探测失败。选择TCP
端口探测方式，必须指定容器监听的端口。
比如有一个nginx容器，它的服务端口是
80，对该容器配置了TCP端口探测，指定探
测端口为80，那么集群会周期性地对该容器
的80端口发起TCP连接，如果连接成功则证
明检查成功，否则检查失败。

● 执行命令检查
命令检查是一种强大的检查方式，该方式要
求用户指定一个容器内的可执行命令，集群
会周期性地在容器内执行该命令，如果命令
的返回结果是0则检查成功，否则检查失
败。

对于上面提到的TCP端口检查和HTTP请求检
查，都可以通过执行命令检查的方式来替
代：

– 对于TCP端口探测，可以写一个程序来对
容器的端口进行connect，如果connect成
功，脚本返回0，否则返回-1。

– 对于HTTP请求探测，可以写一个脚本来
对容器进行wget。

上述三种检查方式的公共参数说明如下：

● 延迟时间：延迟检查时间，单位为秒，此设
置与业务程序正常启动时间相关。例如，设
置为30，表明容器启动后30秒才开始健康检
查，该时间是预留给业务程序启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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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单位为秒。例如，设
置为10，表明执行健康检查的超时等待时间
为10秒，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本次健康检查
会被视为失败。若设置为0或不设置，默认
超时等待时间为1秒。

工作负载业务探针 用于检查用户业务是否就绪，不就绪则不转发
流量到当前实例。一些程序的启动时间可能很
长，比如要加载磁盘数据或者要依赖外部的某
个模块启动完成才能提供服务。这时候程序进
程在，但是并不能对外提供服务。这种场景下
该检查方式非常有用。如果容器的就绪检查失
败，集群会屏蔽请求访问该容器；若检查成
功，则会开放对该容器的访问。检查方法和配
置请参考“工作负载存活探针”。

生命周期 - 用于设置容器启动和运行时需要执行的命令。

启动命令/运行命令 设置容器启动时执行的命令，控制镜像运行的
实际命令。

启动命令/运行参数 传递给运行命令的参数。

启动后处理/检查方
式

设置容器成功运行后执行的命令，分为以下两
种：

● 执行命令检查：在容器中执行指定的命令，
配置为需要执行的命令。命令的格式为
Command Args[1] Args[2]…（Command
为系统命令或者用户自定义可执行程序，如
果未指定路径则在默认路径下寻找可执行程
序），如果需要执行多条命令，建议采用将
命令写入脚本执行的方式。

● HTTP请求检查：发起一个HTTP调用请求。
配置参数如下：

– 路径：请求的URL路径，可选项。

– 端口：请求的端口，必选项。

– 主机地址：请求的IP地址，可选项，默认
是容器所在的节点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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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前处理/检查方
式

设置容器结束前执行的命令，通常用于删除日
志/临时文件等。分为以下两种：

● 执行命令检查：在容器中执行指定的命令，
配置为需要执行的命令。命令的格式为
Command Args[1] Args[2]…（Command
为系统命令或者用户自定义可执行程序，如
果未指定路径则在默认路径下寻找可执行程
序），如果需要执行多条命令，建议采用将
命令写入脚本执行的方式。

● HTTP请求检查：发起一个HTTP调用请求。
配置参数如下：

– 路径：请求的URL路径，可选项。

– 端口：请求的端口，必选项。

– 主机地址：请求的IP地址，可选项，默认
是容器所在的节点IP。

容器日志 - 支持用户进行容器日志配置（仅在华为云上可
用），日志文件内容由采集器上报到华为云的
应用运维管理（简称AOM）进行统一管理。
AOM是云上应用的一站式立体化运维管理平
台，实时监控应用及云资源，采集各项指标、
日志及事件等数据分析应用健康状态，提供告
警及数据可视化功能，帮助用户及时发现故
障，全面掌握应用、资源及业务的实时运行状
况。

单击“新增行”进行添加，可选项。

主机路径 日志文件在主机上保存的路径。

挂载路径 日志文件挂载到容器上的路径。

注意：请不要挂载到系统目录下，如“/”、
“/var/run”等，否则可能会导致容器异常。

采集路径 采集路径是基于挂载路径的扩展功能，设置采
集路径可以更精确的指定采集内容。当前支持
以下设置方式：

● 不设置则默认采集当前路径下
的.log .trace .out文件。

● 设置**表示递归采集5层目录下
的.log .trace .out文件。

● 设置*表示模糊匹配。

例子： 采集路径为/tmp/**/test*.log，表示采
集/tmp目录及其1-5层子目录下的全部以test开
头的.log文件。

使用采集路径功能请确认您的采集器ICAgent版
本为5.12.22或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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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扩展路径 通过实例的ID或者容器的名称扩展主机路径，
实现同一个主机路径下区分来自不同容器的挂
载。

 

步骤11 （可选）选中拖入的“无状态负载”元素，在页面右侧区域单击 进行调度策略配
置。

图 2-1114 节点亲和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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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5 Pod 亲和与反亲和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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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6 容忍度配置示例 1

图 2-1117 容忍度配置示例 2

图 2-1118 容忍度配置示例 3

图 2-1119 容忍度配置示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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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9 调度策略配置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节点亲和 - Pod可以理解为在集群上运行的进程，是Kubernetes应用程
序的基本执行单元。“节点亲和”是指可以根据节点上的标
签来约束Pod只能或者优先调度到哪些节点。kubernetes目
前有如下两种类型的节点亲和：

● 一种是Pod调度到的节点必须满足一定规则，即
“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

● 另一种是将Pod优先调度到一些满足规则的节点，如果不
满足要求，则可以将Pod调度到其他节点，即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

AppCube目前两种类型都支持。两种类型的节点亲和有一个
共同点：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
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必须满足
原则

“必须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是指定将Pod调度到某节点上必须满足的规则，不存在Pod被
调度到其他节点的可能性。例如按照组网规划，Datatool服
务的宿主机是固定的，因此，调度策略应该使用“必须满足
原则”。

单击“添加”可添加多个条件卡片，然后在条件卡片里单击
“新增行”可定义规则。您可以在一个条件卡片里添加多条
规则，可定义多个条件卡片。其中任意条件卡片中多条规则
必须都要满足的节点才会被调度。

单击“添加”，再单击“新增行”后，界面会出现“键”
（节点标签键）、“操作符”和“值”（节点标签值），组
合起来便是规则表达式。其中“操作符”可以设置六种匹配
关系（In、NotIn、Exists、DoesNotExist、Gt、以及Lt）。
In和NotIn操作符可以添加单个值或者多个值（多值使用
“,”进行划分），Exists和DoesNotExist判断某个标签是否
存在，不需设置值。Gt和Lt判断标签的值大于或者小于某个
值（值要求整数）。

注意：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
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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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尽量满足
原则

“尽量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是指将Pod优先调度到一些满足规则的节点，如果不满足要
求，则可以将Pod调度到其他节点。即存在被调度器调度到
其他节点的可能性。

单击“添加”可添加多个条件卡片，然后在条件卡片里单击
“新增行”可定义规则。您可以在一个条件卡片里添加多条
规则，可定义多个条件卡片。其中任意条件卡片中多条规则
必须都要满足的节点才会被优先调度。满足条件后，“权
重”值（值范围为1~100）总和越高的节点，越会被优先调
度。

单击“添加”，再单击“新增行”后，界面会出现“键”
（节点标签键）、“操作符”和“值”（节点标签值），组
合起来便是规则表达式。其中“操作符”可以设置六种匹配
关系（In、NotIn、Exists、DoesNotExist、Gt、以及Lt）。
In和NotIn操作符可以添加单个值或者多个值（多值使用
“,”进行划分），Exists和DoesNotExist判断某个标签是否
存在，不需设置值。Gt和Lt判断标签的值大于或者小于某个
值（值要求整数）。

注意：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
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配置示例：如图2-1114所示，节点亲和“必须满足原则”中
配置“kubernetes.io/e2e-az-name In e2e-az1,e2e-az2”，
“尽量满足原则”中配置“another-node-label-key In
another-node-label-value”，此节点亲和性规则表示，Pod
只能放置在具有标签键“kubernetes.io/e2e-az-name”且标
签值为“e2e-az1”或“e2e-az2”的节点上。 另外，在满足
这些标准的节点中，具有标签键为“another-node-label-
key”且标签值为“another-node-label-value”的节点应该
被优先使用。

说明：一个节点可能有多个标签，即多个标签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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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亲和 - Pod间亲和性与反亲和性是指基于已经在节点上运行的Pod的
标签来约束Pod可以调度到的节点，而不是基于节点上的标
签。 即规则为“如果X节点上已经运行了一个或多个满足规
则Y的Pod， 则这个Pod在亲和情况下应该（或者在反亲和的
情况下不应该）运行在X节点”。Y表示一个具有可选的关联
命令空间列表的LabelSelector；与节点不同，因为Pod是命
名空间限定的（因此Pod上的标签也是命名空间限定的），
因此作用于Pod标签的标签选择算符必须指定选择算符应用
在哪个命名空间。 从概念上讲，X是一个拓扑域，如节点、
机架、云供应商可用区、云供应商地理区域等。 你可以使用
topologyKey来表示它，topologyKey是节点标签的键，以便
系统用来表示这样的拓扑域。

与节点亲和性一样，当前有两种类型的Pod亲和性与反亲和
性，即
“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和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请参阅前面节点亲和性部分中的描述。 亲和性的一个示例是
“将服务A和服务B的Pod放置在同一区域，因为它们之间需
要进行大量交流”，而反亲和性的示例将是“将此服务的
pod跨区域分布”。

说明：Pod间亲和性与反亲和性需要大量的处理，这可能会
显著减慢大规模集群中的调度。 不建议在超过数百个节点的
集群中使用它们。

必须满足
原则

“必须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是指定将Pod调度到某节点上必须满足的规则，不存在Pod被
调度到其他节点的可能性。

单击“添加”可添加多个条件卡片，然后在条件卡片里单击
“新增行”可定义规则。您可以在一个条件卡片里添加多条
规则，可定义多个条件卡片。其中任意条件卡片中多条规则
必须都要满足的节点才会被调度。

单击“添加”后界面会出现如下参数：

● 拓扑域：节点标签的键，同一标签键取值意味着处于同一
拓扑域。当节点标签的键是标准标签键时，可从选项中直
接选择，当是自定义的标签键时，直接输入键即可。

● 命名空间：指定Pod标签所在的命名空间列表，用逗号分
隔。为空则表示为此Pod的命名空间。

● 再单击“新增行”后，界面会出现“键”（Pod标签
键）、“操作符”和“值”（Pod标签值），组合起来便
是规则表达式。其中“操作符”可以设置四种匹配关系
（In、NotIn、Exists、DoesNotExist）。In和NotIn操作
符可以添加单个值或者多个值（多值使用“,”进行划
分），Exists和DoesNotExist判断某个标签是否存在，不
需设置值。

注意：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
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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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尽量满足
原则

“尽量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是指将Pod优先调度到一些满足规则的节点，如果不满足要
求，则可以将Pod调度到其他节点。即存在被调度器调度到
其他节点的可能性。

单击“添加”可添加多个条件卡片，然后在条件卡片里单击
“新增行”可定义规则。您可以在一个条件卡片里添加多条
规则，可定义多个条件卡片。其中任意条件卡片中多条规则
必须都要满足的节点才会被优先调度。满足条件后，“权
重”值（值范围为1~100）总和越高的节点，越会被优先调
度。

单击“添加”后界面会出现如下参数：

● 拓扑域：节点标签的键，同一标签键取值意味着处于同一
拓扑域。当节点标签的键是标准标签键时，可从选项中直
接选择，当是自定义的标签键时，直接输入键即可。

● 命名空间：指定Pod标签所在的命名空间列表，用逗号分
隔。为空则表示为此Pod的命名空间。

● 再单击“新增行”后，界面会出现“键”（Pod标签
键）、“操作符”和“值”（Pod标签值），组合起来便
是规则表达式。其中“操作符”可以设置四种匹配关系
（In、NotIn、Exists、DoesNotExist）。In和NotIn操作
符可以添加单个值或者多个值（多值使用“,”进行划
分），Exists和DoesNotExist判断某个标签是否存在，不
需设置值。

注意：如果节点的标签在运行时发生变更，从而不再满足
Pod上的亲和规则，但是Pod将仍然继续在该节点上运行。

Pod反亲
和

- Pod间亲和性与反亲和性是指基于已经在节点上运行的Pod的
标签来约束Pod可以调度到的节点，而不是基于节点上的标
签。 即规则为“如果X节点上已经运行了一个或多个满足规
则Y的Pod， 则这个Pod在反亲和的情况下不应该运行在X节
点”。

必须满足
原则

“必须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requi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是指定将Pod不应该调度到某节点上必须满足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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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尽量满足
原则

“尽量满足原则”对应kubernetes的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是指将Pod尽量不要调度到某节点上。

配置示例：如图2-1115所示，Pod亲和“必须满足原则”中
配置“security In S1”，Pod反亲和“尽量满足原则”中配
置“security In S2”，拓扑域都配置为
“topology.kubernetes.io/zone”。此规则组合起来配置了
一条Pod亲和性规则和一条Pod反亲和性规则。Pod亲和性规
则表示，仅当节点和至少一个已运行且有键为“security”值
为“S1”的标签的Pod处于同一区域时，才可以将新Pod调度
到节点上。Pod反亲和性规则表示，如果节点处于Pod所在的
同一可用区且已运行具有键为“security”和值为“S2”的标
签的Pod，则新Pod尽量不要调度到该节点所在可用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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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容忍度 - 节点亲和性是Pod的一种属性，它使Pod被吸引到一类特定的
节点上。 这可能出于一种偏好（即优先调度“尽量满足原
则”），也可能是硬性要求（即“必须满足原则”）。污点
则相反，它使节点能够排斥一类特定的Pod。

容忍度是应用于Pod上的，允许（但并不要求）Pod调度到带
有与之匹配的污点的节点上。

污点和容忍度是相互配合的，可以用来避免Pod被分配到不
合适的节点上。 每个节点上都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污点，这
表示对于那些不能容忍这些污点的Pod，是不会被该节点接
受的。

例如用户希望把Master节点保留给Kubernetes系统组件使
用，或者把一组具有特殊资源预留给某些Pod，则污点就很
有用了，Pod不会再被调度到设置了污点的节点。

● 键：选择器适用的标签键。如果键为空，操作符必须为
“Exists”，表示这个容忍度能容忍任意污点。

● 操作符：表示键与一组值的关系。有效的运算符为
“Exists”或“Equal”。

● 值：如果操作符为“Exists”，值必须为空。如果操作符
为“Equal”，值必须要设置。

● 效果：有三种可选取值，其中“NoSchedule”表示不会
被调度到污点节点上去；“PreferNoSchedule”表示尽量
不调度到污点节点上去；“NoExecute”表示一旦污点生
效，如该节点内正在运行的Pod没有对应容忍度设置，则
会直接被逐出。

● 容忍时间：可容忍时间，单位为秒。仅当效果为
“NoExecute”生效。默认不设置，意味着永久容忍。非
正数视为0。

配置示例：如果使用命令“kubectl taint nodes node1
key1=value1:NoSchedule”某节点node1增加一个污点，键
是“key1”，操作符是“Equal”，值是“value1”，效果是
“NoSchedule”。 若需要该Pod运行在node1节点，则需要
按照图2-1116或者图2-1117所示进行配置，配置Pod容忍度
为“key1 Equal value1 NoSchedule”或者“key1 Exists
NoSchedule”，则该Pod拥有和这个污点相匹配的容忍度，
该Pod才能够被分配到node1这个节点。

您可以给一个节点添加多个污点，也可以给一个Pod添加多
个容忍度设置。 系统处理多个污点和容忍度的过程就像一个
过滤器：从一个节点的所有污点开始遍历， 过滤掉那些Pod
中存在与之相匹配的容忍度的污点，余下未被过滤的污点的
效果值决定了Pod是否会被分配到该节点。再举个复杂的例
子，如果给一个节点添加了如下污点：
kubectl taint nodes node1 key1=value1:NoSchedule
kubectl taint nodes node1 key1=value1:NoExecute
kubectl taint nodes node1 key2=value2:NoSchedule

然后按照图2-1118配置了两个容忍度，在这种情况下，该
Pod不会被分配到node1节点，因为其没有容忍度和第三个污
点“key2=value2:NoSchedule”相匹配。 但是如果在给节点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64



区域 参数 说明

添加上述污点之前，该Pod已经在上述节点运行， 那么它还
可以继续运行在该节点上。

通常情况下，如果给一个节点添加了一个效果值为
NoExecute的污点， 则任何不能忍受这个污点的Pod都会马
上被驱逐， 任何可以忍受这个污点的Pod都不会被驱逐。配
置示例：如果Pod存在一个效果值为“NoExecute”的容忍度
且容忍时间为“3600”秒，即配置如图2-1119所示，这表示
如果该Pod正在运行，同时一个匹配的污点被添加到其所在
的节点， 那么Pod还将继续在节点上运行3600秒，然后被驱
逐。 如果在此之前上述污点被删除了，则Pod不会被驱逐。

 

步骤12 从页面左侧“服务”中拖拽“service”元素至页面右侧的服务区域中，界面中会显示

，将元素拖入 中。

Pod是Kubernetes应用程序的基本执行单元，即它是Kubernetes对象模型中创建或部
署的 小和 简单的单元。Pod表示在集群上运行的进程。Pod封装了一个或者多个应
用程序容器、存储资源、唯一网络IP以及控制容器应该如何运行的选项。service可以
理解为使用标签选择器（selectors）标识的一组Pod，通过service可以访问到这组
Pod。

步骤13 选中拖入的“service”元素，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参考表2-350在页面右侧区
域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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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20 “service”配置页面

表 2-350 “service”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新建服务的名称。请直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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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访问类型 访问服务的类型。

● 集群内访问（ClusterIP）：表示工作负载暴露给同一集群内其他
工作负载访问的方式，可以通过“集群内部域名”访问。集群内
部域名格式为“<自定义的访问方式名称>.<工作负载所在命名空
间>.svc.cluster.local”，例如
“nginx.default.svc.cluster.local”。

● 节点访问 ( NodePort)：是指在每个节点的IP上开放一个静态端
口，通过静态端口对外暴露服务。节点访问 ( NodePort )会路由
到ClusterIP服务，这个ClusterIP服务会自动创建。通过请求
<NodeIP>:<NodePort>，可以从集群的外部访问一个NodePort
服务。

描述 服务的描述信息。

协议 端口配置，请根据业务的协议类型选择TCP或者UDP。

容器端口 容器镜像中工作负载实际监听的端口，取值范围为1-65535。

访问端口 若访问类型配置为“集群内访问（ClusterIP）”，则访问端口为容
器端口映射到集群虚拟IP上的端口，用虚拟IP访问工作负载时使用，
端口范围为1-65535，可任意指定；若访问类型配置为“节点访问
( NodePort)”，则访问端口为容器端口映射到节点私有IP上的端
口。

注解 单击“新增行”，您可以使用Kubernetes注解为对象附加任意的非
标识的元数据。注解中的元数据，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可以是
结构化的，也可以是非结构化的，能够包含标签不允许的字符。注
解存储的形式是键/值对。

 

步骤14 从页面左侧“网络”中拖拽“Ingress”元素至页面右侧的网络区域中，界面中会显示

，将元素拖入 中。

Ingress是对集群中服务的外部访问进行管理的API对象，访问方式是HTTP或者
HTTPS。

步骤15 选中拖入的“Ingress”元素，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参考表2-351在页面右侧
区域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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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21 “Ingress”配置页面

表 2-351 “Ingress”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信
息

名称 新建Ingress的名称。请直接填写。七层负载均衡（Ingress）采
用了增强型弹性负载均衡，通过对应的URI将访问流量分发到
对应的服务。同时，服务根据不同URI实现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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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描述 Ingress的描述信息。

监听器
配置

- Ingress为负载均衡器配置监听器，监听器对负载均衡器上的请
求进行监听，并分发流量。

对外协
议

对外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 勾选HTTPS，表示使用HTTPS。

● 默认不勾选HTTPS，表示使用HTTP。

Secret
证书名
称

若对外协议勾选“HTTPS”，您需要配置密钥名称，取值和上
传证书到CCE中里配置的密钥名称保持一致。

创建并上传密钥证书的方法请参见创建并上传HTTPS协议需要
的证书。

您可以单击参数后的下拉按钮，单击“增加全局配置”，将密
钥证书名称配置为全局变量，后续在修改用到的密钥证书名称
时，只需要修改全局变量即可。建议您使用全局变量方式设置
密钥证书名称。

转发策
略配置

- 请求的访问地址与转发规则匹配时，此请求将被转发到对应的
目标Service处理。参数配置如下：

单击“新增行”可配置多条转发策略。

域名 实际访问的域名地址。请确保所填写的域名已注册并备案，在
Ingress创建完成后，将域名与自动创建的负载均衡实例的IP
（即Ingress访问地址的IP部分）绑定。一旦配置了域名规则，
则必须使用域名访问。

URL 需要注册的访问路径，例如：/test。URL匹配规则为前 匹
配，例如URL为/test，只要符合此前 的URL均可访问。例如/
test/v1，/test/v2。

目标服
务

请求将被转发到对应的目标服务，请从下拉框选择步骤12~步
骤13中配置的Service。

服务端
口

目标Service的访问端口，请从下拉框选择步骤13配置的访问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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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注解 - 单击“新增行”，您可以使用Kubernetes注解为对象附加任意
的非标识的元数据。注解中的元数据，可以很小，也可以很
大，可以是结构化的，也可以是非结构化的，能够包含标签不
允许的字符。注解存储的形式是键/值对。

● 由于华为云CCE的Kubernetes集群默认部署Nginx控制器，
因此需要在Ingress上添加注解，具体需要添加的注解可参
考Kubernetes资料。

● AppCube平台在调用Native服务的接口时，无法处理重定向
的响应，因此必须给Ingress添加注解，键为
“nginx.ingress.kubernetes.io/ssl-redirect”，值为
“false”。

● Nginx控制器默认后端service使用的是http协议，如果后端
service使用的是https协议，应添加如下注解：
键为“nginx.ingress.kubernetes.io/backend-protocol”，
值为“HTTPS”。

键为“nginx.ingress.kubernetes.io/secure-backends”，值
为“true”。

 

步骤16 （可选）若需要配置多个负载相关的容器，可参考步骤5~步骤15配置另外的容器。

步骤17 单击 进行保存。

----结束

2.19.3.4 配置 API

原生服务旨在帮助您在AppCube平台上或者外部系统调用您开发好的服务，为了完成
调用，需要知道您的服务开放了哪些接口，以及这些接口的请求参数、返回参数，完
成设计API之后，您可在Flow中进行调用，也可将API再封装为自定义公共接口，供外
部系统调用自定义公共接口。

前提条件

需要提前获取镜像文件中定义的具体接口、接口的Header参数、请求参数和返回参
数。获取后，您可根据需要决定开放哪些接口给其他Flow或者外部系统调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AppCube开发环境，在首页“我的应用”下单击上一节创建的Native Service，进
入NativeService配置页面。如果您还没有创建NativeService，请参照创建Native
Service进行创建。

步骤2 在NativeService配置页面选择“导航”。

步骤3 选择“API设计”页签，单击“开始设计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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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选择“使用模板”，配置基本信息，配置新URL对应的版本号，单击“创建”。

也可以选择“导入模板”，但是导入的模板数据需要遵循正确的模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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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2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penApi
版本

接口定义需要符合openApi规范，这里配置具体openApi的版本号。

选择模板 选择系统预置的模板。

版本 服务版本号。

标题 Native Service API的名称。

 

步骤5 单击“新增资源”。

步骤6 在“增加资源及操作方法”页面上进行参数配置，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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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22 增加资源及操作方法配置页面

表 2-353 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输入一个新的资源
路径（以/开头）

与镜像文件中的接口路径保持一致。

方法 调用的方法，如GET（查询）、PUT（增加）、POST（修
改）、DELETE（删除）、PATCH（对资源进行部分修改）。

操作名称 与镜像文件中的操作名称保持一致。

公共接口 若勾选，则只能在公共接口中调用，无法在服务编排和脚本中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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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内容类型 当勾选“公共接口”时，您需要配置内容类型，即请求中的
body类型。

● application/json
●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application/xml
● multipart/form-data
● text/html
● text/plain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application/
xml”、“multipart/form-data”、“text/html”和“text/
plain”用于文件上传接口，选择该内容类型，只能调用post类
型的方法。

描述 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步骤7 点击生成的方法，可以在右侧编辑方法的URL、Header、Response参数，需要和镜像
文件中接口的URL参数、Header参数、请求参数、返回参数保持一致。编辑参数后，
需要单击参数操作列的 ，再单击“保存”。

您可参考界面上“/case”、“/case/{CaseId}”两个示例编辑生成的方法。每个方法
都需要定义Response参数，否则会部署失败。返回体数据结构在模式对象中定义。

当Body参数和Response参数较多，一些参数可以封装成对象类型的参数，并在“模式
对象”页签设置该类型参数，注意“模式对象”页签中参数名与操作中URL参数不能
同名。

说明

支持按照操作名称和资源路径单过滤或者组合过滤搜索方法。

图 2-1123 编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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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24 定义模式对象

步骤8 参考步骤5~步骤7，新增其他API方法。

步骤9 编辑方法完成后，需要手动删除“/case”、“/case/{CaseId}”两个示例，删除示例
模式对象。

步骤10 单击“保存”，创建的自定义接口会出现在页面上。在页面右上单击 可以查看自定

义接口中的方法和模型对象，在页面右上单击 可导出该原生服务下接口定义yaml文
件。

步骤11 单击 ，发布API。

发布后如果需要修改API，需要单击 取消发布后进行修改，修改后再保存并发布。

已经发布的API可能在服务编排中已经使用，如果修改API导致不兼容，请同步修改引
用该API的服务编排。

----结束

管理台中查看 API

发布API后，您可在管理台查看该原生服务提供的方法和模型对象。

步骤1 在AppCube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步骤2 选择“服务中心 > 服务管理”，在“我的服务”页签下可以看到该租户下部署的所有
原生微服务。

步骤3 单击需要查看的原生微服务，选择“服务接口”菜单，您可在该菜单下查看该原生服
务提供的方法和模型对象。

----结束

2.19.3.5 部署 Native Service

配置完API后，还需要部署才可使用Native Service。您需要使用此前设计的Chart包在
CCE上完成服务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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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下载之前设计的Chart包。

1. 在AppCube开发环境的Native Service配置页面选择“导航”。

2. 在“Chart设计”页签版本列表区域，单击需要导出的Chart后的导出按钮。

图 2-1125 导出 Chart 包

操作列按钮分别提供编辑Chart包、修改Chart包状态（单击 后，Chart包状态
是“Published”，无法再编辑该Chart包；单击 后，Chart包状态是
“Draft”，可编辑该Chart包。该界面不提供发布功能，实际发布要去CCE部署和
发布）、预览Chart配置、导出Chart包、克隆已有Chart包配置和删除功能。

在 CCE 上部署服务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模板市场 > 我的模板”。

步骤2 单击“上传模板”。

步骤3 在“模板包”后的选择框中单击...，选中待上传的工作负载包后，单击“上传”。

模板创建完成后，在“我的模板”页面您还可以执以下操作。

● 安装模板：单击“安装”，安装该模板用于创建工作负载。将在下面步骤继续介
绍。

● 更新模板：更新模板是针对同名同版本的模板，即只更新内容不更新版本，操作
同“上传模板”。

● 下载模板：单击“更多 > 下载”，将模板下载到本地。

● 删除模板：单击“更多 > 删除”，删除已创建的模板。模板删除后不能恢复，请
谨慎操作。

步骤4 在已上传的模板中，单击“安装”。

步骤5 参照表1设置安装工作负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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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4 安装工作负载

参数 参数说明

模板实例名称 新建模板实例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模板版本 默认为模板的版本。

部署集群 选择部署工作负载的集群。

命名空间 指定部署的命名空间。

描述 请输入模板工作负载的描述信息。

高级配置 在配置Chart时定义的全局变量将用于生成Chart包中的
“values.yaml”文件，可直接在此配置框中在线编辑Chart的全局
变量参数。用户还可以自行导入“values.yaml”文件，导入后可替
换模板包中的“values.yaml”文件。

说明：

此处导入的values.yaml文件需符合yaml规范，即KEY:VALUE格式。
对于文件中的字段不做任何限制。

导入的value.yaml的key值必须与所选的模板包的values.yaml保持
一致，否则不会生效。即key不能修改。

1. 单击“导入配置文件”。

2. 选择对应的values.yaml文件，单击“打开”。

 

步骤6 配置完成后，单击“自定义安装”。

步骤7 确认订单后，单击“提交订单”。

步骤8 单击“返回模板实例列表”查看模板工作负载的运行状态，或单击“查看模板实例详
情”查看模板工作负载的详情。

----结束

2.19.3.6 管理 Native Service

部署Native Service后，您可以通过CCE控制台对其执行升级、查看日志、监控、伸
缩、回退、删除等操作。

查看工作负载日志

您可以通过“日志”功能查看无状态工作负载的日志信息。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或
“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步骤2 单击工作负载后的“日志”。

在弹出的“日志”窗口中可以查看 近5分钟、 近30分钟、 近1小时内的日志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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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Native Service 升级

基于CCE，您可以通过更换镜像或镜像版本实现Native Service的快速升级，业务无中
断。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模板市场 > 我的模板”。

步骤2 上传新版本的Chart包。

步骤3 单击部署的Native Service。

步骤4 选择“安装记录”页签，选择新版本的Chart包，单击“更新”。

----结束

工作负载监控（仅无状态负载可用）

您可以通过CCE控制台查看工作负载的CPU和内存占用情况，以确定需要的资源规格。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步骤2 单击已创建工作负载的名称，进入工作负载详情页面。在监控页签，可查看工作负载
的CPU利用率和内存利用率。

步骤3 单击“实例列表”，单击某个实例名称前的 ，单击“监控”。

步骤4 查看相应实例的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

● CPU使用率

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CPU使用率。绿色线条表示CPU使用率，红色线条
表示CPU使用限额。

CPU使用量需要计算，故初次显示时，CPU使用量会比内存使用量晚一分钟左右
显示。

只有实例处于运行状态时，才能查看CPU使用量。

● 物理内存使用率

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内存使用量。绿色线条表示内存使用率，红色线条
表示内存使用限额。

实例处于非运行状态时，无法查看内存使用量。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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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载回退（仅无状态负载可用）

所有无状态工作负载的发布历史记录都保留在系统中，您可以回退到指定的版本。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步骤2 单击待回退工作负载后的“更多 > 回退”。

步骤3 在“回退到该版本”后，选择回退版本，单击“确定”。

----结束

工作负载暂停（仅无状态负载可用）

无状态工作负载可以进行暂停操作。暂停后，对负载进行的升级操作可以正常下发，
但不会被应用到实例。

如果您正在滚动升级的过程中，滚动升级会在暂停命令下发后停止，出现新旧实例共
存的状态。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步骤2 单击待暂停的工作负载后方操作栏中的“更多 > 暂停”。

步骤3 在弹出的负载暂停信息提示框中，单击“确认”。

步骤4 单击“确定”，可完成暂停操作。

说明

工作负载状态为暂停中时无法执行回退操作。

----结束

工作负载恢复（仅无状态负载可用）

暂停中的负载可以进行恢复操作。恢复后，负载可以正常升级和回退，负载下的实例
会与负载当前的信息进行一次同步，如果有不一致的，则会自动按照负载的信息进行
升级。

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2. 单击待暂停的工作负载后方操作栏中的“更多 > 恢复”。

3. 在弹出的负载恢复信息提示框中，单击“确认”。

工作负载标签管理

标签是以key/value键值对的形式附加在工作负载上的。添加标签后，可通过标签对工
作负载进行管理和选择，主要用于设置亲和性与反亲和性调度。您可以给多个工作负
载打标签，也可以给指定的某个工作负载打标签。

如下图，假设为工作负载（例如名称为APP1、APP2、APP3）定义了3个标签：
release、env、role。不同工作负载定义了不同的取值，分别为：

● APP 1：[release:alpha;env:development;role:frontend]
● APP 2：[release:beta;env:testing;role:frontend]
● APP 3：[release:alpha;env:production;role:bac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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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调度或其他功能时，选择“key/value”值分别为“role/frontend”的工作负
载，则会选择到“APP1和APP2”。

图 2-1126 标签案例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或
“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步骤2 单击待添加标签的工作负载，进入工作负载详情页面。

步骤3 单击“标签管理”，单击“添加标签”，输入键和值，单击“确定”。

图 2-1127 标签管理

说明

标签格式要求如下：以字母和数字开头或结尾，由字母、数字、连接符（-）、下划线（_）、点
号（.）组成且63字符以内。

----结束

删除工作负载

若工作负载无需再使用，您可以将工作负载删除。工作负载删除后，将无法恢复，请
谨慎操作。

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
或“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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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待删除工作负载后的“更多 > 删除”，删除工作负载。

请仔细阅读系统提示。

3. 单击“确定”。

工作负载伸缩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自行定义工作负载的伸缩策略，降低因应对业务变化和高峰压力
而人为反复调整资源的工作量，帮助您节约资源和人力成本。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或
“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步骤2 单击待设置伸缩策略工作负载后的“更多 > 伸缩”，进入工作负载详情页面。

步骤3 在“伸缩”页签，可设置“弹性伸缩”和“手动伸缩”策略。

● 弹性伸缩设置方法：

a. 在弹性伸缩下，单击“添加伸缩策略”。

图 2-1128 添加告警伸缩策略

b. 参考表2-355设置伸缩策略参数：

表 2-355 告警伸缩策略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策略名称 请输入伸缩策略的名称。

伸缩策略名称必须符合1-64字符，只能用字母、数字、
下划线、中划线的组合，必须以字母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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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策略类型 伸缩策略类型有以下几种：

▪ 告警策略：支持根据CPU/内存的设置，进行工作负载
的自动伸缩。工作负载创建完成后即可设置，在CPU/
内存超过或少于一定值时，自动增减实例。

▪ 定时策略：支持在特定时间点进行工作负载的自动伸
缩。适用于秒杀周年庆等活动，例如在秒杀这个时间
点增加一定数量的实例个数。

▪ 周期策略：支持以天、周、月为周期的伸缩策略。适
用于周期性的流量变化。

例如选择“告警策略”。

告警策略基于历史数据进行判断触发，以1分钟为周期去
判断监控窗口时间内用户设定的指标是否满足触发条
件，若连续n个周期都满足触发条件，将会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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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指标 当“策略类型”选择“告警策略”时，该参数才会出
现。

指标是对资源性能的数据描述或状态描述。

▪ CPU使用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CPU使用
率。工作负载实际使用的与申请的CPU核数量比率。

▪ 数据发送速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每秒钟发送
的数据量。

▪ 磁盘写入速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入磁盘的数据
量。

▪ 物理内存使用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已使用内
存占申请物理内存总量的百分比。

▪ 物理内存总量：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申请的物理
内存总量。

▪ 数据接收速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每秒钟接收
的数据量。

▪ CPU内核总量：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申请的CPU
核总量。

▪ 物理内存使用量：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实际已经
使用的物理内存（Resident Set Size）。

▪ 磁盘读取速率：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磁盘读出的数
据量。

▪ CPU内核占用：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已经使用的
CPU核个数。

▪ 容器错包个数：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收到错误包
的数量。

触发条件 当“策略类型”选择“告警策略”时，该参数才会出
现。

可选“>”或“<”，支持以上指标的使用量达到设定值
时触发伸缩策略。

如：指标选择“CPU使用率”，此处选择“>”70%，表
示在CPU使用率超过70%时触发伸缩策略。

监控窗口 当“策略类型”选择“告警策略”时，该参数才会出
现。

指数据的汇聚窗口大小。

若设置为60秒，表示每60秒统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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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连续周期 当“策略类型”选择“告警策略”时，该参数才会出
现。

指监控窗口内连续触发阈值的次数，计算周期固定一分
钟。

若设置为3，则表示指标数据连续三个统计周期达到了设
定的阈值，则触发策略动作。

触发时间 当“策略类型”选择“定时策略”时，需要配置策略触
发的时间。

选择时间 当“策略类型”选择“周期策略”时，需要配置策略触
发的时间。

执行操作 策略触发后执行的动作，可增加或减少实例个数。

 
c. 单击“确定”。

d. 在弹性伸缩下，可看到策略已启动。

图 2-1129 查看告警策略

待到触发条件发生时，弹性伸缩策略会自动启动。

● 手动伸缩设置方法：

a. 在“手动伸缩”策略下，单击 修改实例数量，例如修改为“3”，单击
“保存”后实例伸缩操作即可生效。

图 2-1130 修改实例数

b. 在“实例列表”页签下，可查看到新的实例在创建中，待状态为运行中时，
表示已成功完成实例伸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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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31 手动伸缩

----结束

手动停启原生服务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负载 > 无状态负载 Deployment”或
“工作负载 > 有状态负载 StatefulSet”。

步骤2 单击待设置伸缩策略工作负载后的“更多 > 伸缩”，进入工作负载详情页面。

步骤3 在“手动伸缩”策略下，单击 修改实例数量。

● 修改为“0”，单击“保存”后，表示停止原生服务。

● 修改为非“0”，例如改为“1”，单击“保存”后，表示启动原生服务。

----结束

2.19.3.7 注册 Native Service
注册Native Service后，您才可在AppCube的其他组件内（如脚本、Flow等）调用原生
服务的接口，也可将该原生服务开放给第三方系统进行访问。

操作步骤

步骤1 注册Native Service，有两种入口方式。

● 方式一：

a. 在AppCube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b. 选择“服务中心 > 服务注册”，单击“+ 注册服务”。

c. 在“注册服务”页选择要注册的原生服务。

● 方式二：

a. 在AppCube开发环境的Native Service配置页面选择“服务注册”。

b. 单击“注册服务”。

步骤2 以在管理台注册服务为例进行说明，配置相关认证信息，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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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32 注册服务

图 2-1133 获取 API 服务地址

表 2-356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选择服务 在管理台注册服务时，需选择要注册的服务。

名称 注册的服务名称。

API服务
地址

Ingress的访问地址，需包含协议头http或者https。
获取方法如下：

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资源管理 > 网络管理”。

2. 在页面右侧选择“Ingress”，单击配置Chart时创建的Ingress名称前
的下拉按钮。

3. 查看访问地址列。如图2-1133所示，Ingress的访问地址为：https://
10.10.1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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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认证方式 访问原生服务的鉴权认证方式，当前支持以下几种。您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对应的鉴权认证方式。

● 无认证：不需要鉴权认证。

● 用户名&密码：用户名和密码认证方式。选择该方式，您需要配置具
体的“用户名”和“密码”。

● JWT： JWT（JSON Web Tokens）鉴权方式。选择该方式，您需要
配置具体的“JWT秘钥”。

● OAuth 2.0：OAuth 2.0鉴权方式。选择该方式，您需要配置如下参
数。

– 授权模式：即Oauth2.0中的grant_type字段的取值，目前支持两
种模式“客户端模式”（client_credentials）和“密码模式”
（password）。

– 认证地址：获取access_token的请求路径，其服务应遵循
RFC6749中的说明。

– 客户端ID：clinet_id，客户端模式下必填，密码模式下若有提供请
填写。

– 客户端密钥：client_secret，客户端模式下必填，密码模式下若有
提供请填写。

 

注册后，在“已注册服务”列表下可以看到当前租户已注册的所有原生服务。您可单
击已注册的所有原生服务，在“注册详情”中单击“取消注册”，取消该原生服务的
注册。

----结束

2.19.3.8 在服务编排或脚本中调用原生服务

当Native Service部署成功且在AppCube中接入服务实例后，系统会把在Native
Service中配置的API接口生成相应的restaction。在服务编排Flow中可进行调用该
restaction。

前提条件

1. 已接入服务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考注册Native Service。

2. 打开需要调用原生服务的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Internal dependencies”或
“External dependencies”旁的“+”，选择“Native服务”，在“添加Native服
务”页面添加要调用的原生服务。

添加后在该应用的服务编排中才可以调用Na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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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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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34 应用中添加原生服务

3. 若AppCube开启了根证书校验，请先上传原生服务的根证书，再调用原生服务。
关于根证书的更多内容请参考开启根证书校验。

在 Flow 中调用原生服务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服务编排”。

步骤2 系统弹出“添加服务编排”的对话框，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服务编排”，填入服务编
排名称等信息，单击“添加”。

步骤3 在Flow编辑器页面左侧选择“Native服务 > Others”，拖拽对应的原生服务图标至画
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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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 ，在“基本信息”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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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7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标签 仅用于展示。系统会自动填入该
值，格式为原生服务名+序号。
序号从“0”开始，表示同类型
图元序号。

系统自动填充。

名称 该图元的标识，请确保在当前服
务编排中唯一。

系统自动填充。

描述 该图元的描述信息。 选填项，建议填写图元的作
用。

 

步骤5 单击 ，设置调用的服务参数。

图 2-1135 配置服务

表 2-358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操作方
法

原生服务中已自定义好的API接
口。

从下拉框选择。列表中方法是之前在
Service中配置的方法。

进入原生服务，在原生服务配置界面
选择“导航”。在“API设计”页签
查看该原生服务对外提供的API接
口。API要处于已发布状态。

发布原生服务后如果需要修改API，

需要在API配置界面单击 取消发布
后进行修改，修改后再保存并发布。

已经发布的API可能在服务编排中已
经使用，如果修改API导致不兼容，
请同步修改引用该API的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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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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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如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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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在源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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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编排中使用。

可从全局上下文拖拽或者直接输入变
量。

 

步骤6 连接开始和原生微服务图元。

步骤7 单击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8 单击 ，运行服务编排。

显示如下图所示，表示成功调用微服务。

----结束

在脚本中调用原生服务

步骤1 鼠标放在App下的Logic文件夹旁会出现加号，单击加号，选择“脚本”。

步骤2 选择“创建一个新脚本”，输入脚本名称，单击“添加”。

步骤3 编辑代码如下：
import * as native from 'native';

//namespace is needed for the service name
let instance = native.getServiceInstance('test__NativeService1');
//construct input param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you invoke
let params = {
    "access-token": context.getToken(),
    "title": "Hello",
    "price":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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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Lily",
    "description": "test"
};
let res = instance.invoke('health', params);

console.log(res);

脚本中加粗代码含义如下：

● “native”是系统预置的调用原生服务的标准库。

● “test__NativeService1”为变量，表示Native Service的名称，该名称要加命名
空间前 ，与步骤2中配置的“名称”取值保持一致。

● “health”表示要调用的原生服务的方法名，与步骤6中配置的“操作名称”取值
保持一致。

● “params”为原生服务的入参，请和配置API中方法“Header 参数”和“Body
参数”中的参数（参数名称和数据类型等）保持一致。如果没有入参，可像“let
params = {};”示例代码一样传入空结构体。

步骤4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图标，保存脚本。

步骤5 运行测试脚本。

1. 单击编辑器上方 执行图标。

2. 不用输入请求报文，直接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3. 检查日志页签，由日志可看出调用原生服务接口成功。
0909 11:18:26.546|debug|vm[75]>>> App Cube 1.2.13.1 f96c695 2020-09-08 10:32:45 +0800 release
0909 11:18:26.546|debug|vm[75]>>> node: 4
0909 11:18:26.546|debug|vm[75]>>> script: test__NativeServicejs 1.0.1 
0909 11:18:26.546|debug|vm[75]>>> locale: zh_CN
0909 11:18:26.546|debug|vm[75]>>> timezone: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Asia/Shanghai)
0909 11:18:26.547|debug|vm[75]>>> Hello World (test__NativeServicejs.ts:12) 

----结束

2.19.3.9 自定义公共接口

使用公共接口，可以将原生服务API发布到外部网关，第三方系统可以通过OAuth2.0
调用AppCube上的原生服务。

前提条件

1. 已接入服务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考注册Native Service。

2. 打开需要调用原生服务的应用开发工作台，单击“Internal dependencies”或
“External dependencies”旁的“+”，选择“Native服务”，在“添加Native服
务”页面添加要调用的原生服务。

添加后在该应用的服务编排中才可以调用Na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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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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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36 应用中添加原生服务

3. 若AppCube开启了根证书校验，请先上传原生服务的根证书，再调用原生服务。
关于根证书的更多内容请参考开启根证书校验。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AppCube开发环境，在首页“我的应用”下单击上一节创建的Native Service，进
入Native Service配置页面。如果您还没有创建Native Service，请参照创建Native
Service进行创建。

步骤2 在Native Service配置页面，单击“公共接口”。

步骤3 在公共接口页面，单击“新建”。

步骤4 在“新建自定义接口”页面上进行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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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37 “新建自定义接口”配置页面

表 2-359 “新建自定义接口”参数配置

参数名 说明

名称 公共接口名称。

版本 公共接口的版本号。

URL 新URL地址。其中“/native”是固定值，其次是“/Native
Service名称/版本号”，剩下部分进行自定义。

自定义的URL需要符合一定规则，规则如下：

● 必须以单个“/”开头。

● 可以配置多级路径，两个或者多个“/”之间必须有内容。

描述 公共接口的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255个字节。

操作名称 需要开放给外部第三方系统的操作名称，取值来源于配置API中配
置的操作名称。

资源 与镜像文件中的接口路径一致。不用配置。

方法 映射后调用的方法名，如GET（查询）、PUT（增加）、POST
（修改）、DELETE（删除）。不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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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CSRF校验 调用该公共接口时，是否需要做CSRF校验：

● 否：表示不需要做CSRF校验，可直接调用该公共接口。

● 是：表示需要做CSRF校验，在调该公共接口前，需要先调接口
“https://AppCube域名/u-route/baas/sys/v1.0/csrf/get”获
取鉴权result取值（调该接口时需要在请求消息头上设置
“access-token”，获取方法可参考客户端模式接入认证中章
节介绍），然后再调该公共接口请求消息头上设置“csrf-
token”值为鉴权result值，即可调用该公共接口。

GET方法不需要做CSRF校验，其他方法可根据需要配置是否做
CSRF校验。

 

步骤5 单击“保存”。

创建的自定义接口会出现在列表页面。

步骤6 （可选）设置访问该自定义接口的用户业务权限。

若没有配置业务权限，则只有业务用户（业务用户是指访问AppCube提供的业务服务
的用户。系统预置标准对象“PortalUser”，用于存放应用的业务用户，您可在
“PortalUser”表中增加业务用户。）可访问该接口，平台用户不可访问；若配置了业
务权限，则只有拥有该业务权限的用户才可以访问该接口。

例如配置只有拥有业务权限“A”的用户才可访问该接口。步骤如下。

1. 参考设置业务权限，在管理页面选择“用户管理 > 业务权限凭证”，创建业务权
限“A”。

2. 在管理页面，选择“用户管理 > 权限配置”，编辑用户的权限，在“业务权限凭
证”页签配置接入业务权限“A”。

图 2-1138 用户权限配置

3. 在公共接口详情页面单击“编辑”，配置业务权限，将左侧业务权限“A”加入到
右侧“已选择业务权限凭证列表”中，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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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39 配置业务权限

业务用户访问该接口URL前，您还需要创建如下的服务编排，用于获取token值。
其中赋的值“PL”是一个公式变量，表达式为“PORTALUSERLOGIN("pu1")”，
其中“pu1”为业务用户名，配置该服务编排的出参为“token”。

图 2-1140 创建服务编排

执行该服务编排后，输出如下。获取token值。
{
  "interviewId": "002N000000RBLY9scgDY",
  "outputs": {
    "token": "XXXXXXXXXXXXXXX"
  }
}

----结束

管理台中查看公共接口

发布API后，您可在管理台查看该原生服务提供的方法和模型对象。

步骤1 在AppCube首页单击“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步骤2 选择“服务中心 > 服务管理”，在“我的服务”页签下可以看到该租户下部署的所有
原生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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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需要查看的原生微服务，选择“公共接口”菜单，您可在该菜单下查看该原生服
务定义的公共接口，在这里可以配置公共接口的访问权限，不可修改公共接口。

----结束

2.19.3.10 导出 Native Service 包给其他用户使用

当Flow中可以成功调用原生服务后，说明整个流程已经测通。您可导出Native Service
包给其他用户，其他用户可以在沙箱环境或者运行环境中安装该包，以便于使用该软
件或者进行定制。

操作步骤

步骤1 当原生服务部署成功后，发布该原生服务包。

1. 在Native Service开发界面左侧单击 ，选择“设置”，在“编译设置”页面配
置参数。

参数说明可参考表2-336。

2. 在原生服务配置界面左侧单击 ，选择“编译”进行编译。

编译成功后，页面会显示“编译XXX成功”。

3. 在原生服务配置界面左侧单击 ，选择“发布资产包/源码包到我的仓库”。

4. 配置发布的版本号和Chart版本，单击“发布”。

发布成功后，页面显示“程序包已经被成功上传到我的仓库”。

步骤2 在原生服务配置界面左侧单击 ，在“已发布”下选择资产包或者源码包，单击已发
布的原生服务，在右侧页面单击“下载”。

步骤3 将下载到本地的原生服务包发送给其他需要安装该包的用户。

步骤4 需要安装该服务的其他用户登录沙箱环境或者运行环境，安装该服务包。

1. 在沙箱环境或者运行环境，例如登录运行环境管理平台。

2. 选择“应用管理 > 软件包管理 > 软件包安装”。

3. 单击“新建”，在“软件包安装”页面将服务包拖入进去，单击“安装”。

----结束

2.19.4 其他

2.19.4.1 在 CCE 中上传镜像

在CCE中上传镜像，是指直接通过CCE的上传页面将镜像上传到容器镜像服务。

前提条件

已将Docker镜像制作成tar或者tar.gz压缩包。

1. 容器镜像必须使用1.11.2或以上版本的Docker客户端进行制作。如何制作Docker
镜像可参考如何编写高效的Dockerfile。

2. 以root用户登录Docker所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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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镜像。

docker images
查看需要导出的镜像及tag。

4. 执行如下命令制作镜像压缩包。

docker save OPTIONS IMAGE包名 IMAGENAME
说明如下：

– OPTIONS：--output , -o，表示导出到文件。（可选）

– IMAGE包名：制作的镜像压缩包名。压缩包格式为：.tar或.tar.gz。

– IMAGENAME：镜像名。

示例：
$ docker save nginx:latest > nginx.tar
$ ls -sh nginx.tar
108M nginx.tar

$ docker save php:5-apache > php.tar.gz
$ ls -sh php.tar.gz
372M php.tar.gz

$ docker save --output nginx.tar nginx
$ ls -sh nginx.tar
108M nginx.tar

$ docker save -o nginx-all.tar nginx
$ docker save -o nginx-latest.tar nginx:latest

上传镜像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镜像仓库 > 镜像管理”。

步骤2 单击右侧“上传镜像”。

步骤3 在“上传镜像”页面选择“镜像空间”，如果没有镜像空间，可单击“创建镜像空
间”直接填写空间名。单击“选择文件”，选择制作好的镜像包，单击“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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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41 上传镜像

----结束

2.19.4.2 创建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密钥

CCE支持拉取第三方镜像仓库的镜像来创建工作负载。通常第三方镜像仓库必须经过认
证（帐号密码）才能访问，而CCE中容器拉取镜像是使用密钥认证方式，这要求在拉取
镜像前先创建镜像仓库的密钥。

前提条件

使用第三方镜像时，请确保工作负载运行的节点可访问公网。您可以通过负载均衡
( LoadBalancer )、DNAT网关 ( DNAT )方式访问公网。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配置中心 > 密钥（Secret）”。

步骤2 单击右侧“添加密钥”。

步骤3 参考表2-360配置参数，其中“密钥类型”必须选择为“kubernetes.io/
dockerconfigjson”，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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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42 配置镜像拉取密钥

表 2-360 添加密钥说明

参数 说明

密钥名称 新建的密钥的名称，同一个命名空间内命名必须唯一。

部署集群 使用新建密钥的集群。

项目 选择镜像所属的项目。

描述 密钥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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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密钥类型 新建的密钥类型。

● Opaque：一般密钥类型。

● kubernetes.io/dockerconfigjson：存放拉取私有仓库镜像所需的认
证信息。

● kubernetes.io/tls：存放7层负载均衡服务所需的证书。

● 其它：若需要创建其他类型的密钥，请手动输入密钥类型。

必须选择为“kubernetes.io/dockerconfigjson”。

镜像仓库地
址

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地址。

用户名 访问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帐号。

密码 访问第三方镜像仓库的密码。

确认密码 二次确认密码。

标签 标签以Key/value键值对的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工作负载、节
点、服务等）。

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选择。

添加标签方法如下：

1. 单击“添加更多标签” 。
2. 输入键、值。

 

----结束

2.19.4.3 创建并上传 HTTPS 协议需要的证书

您在配置Ingress访问时，如果对外协议配置的是HTTPS，需要提前配置HTTPS协议需
要的证书。

测试场景下创建证书和私钥的操作方法

该方法创建的证书通常只适用于测试场景。

步骤1 执行如下命令生成密钥文件tls.key。
openssl genrsa -out tls.key 2048

命令执行后将在当前目录生成一个tls.key的私钥文件。

生成的密钥格式必须为：

----BEGIN RSA PRIVATE KEY-----
……………………………………………..
-----END RSA PRIVATE KEY-----

步骤2 用此私钥去签发生成自己的证书文件tls.crt。
openssl req -new -x509 -key tls.key -out tls.crt -days 3650

根据提示输入国家、省、市、公司、部门、申请人和邮箱，按回车键确认。

生成的证书格式必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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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CERTIFICATE-----
……………………………………………………………
-----END CERTIFICATE-----

----结束

合法购买证书

正式使用时，请申请和购买正式证书，具体操作请参见申请正式证书。

上传证书到 CCE 中

步骤1 登录CCE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配置中心 > 密钥（Secret）”。

步骤2 单击右侧“添加密钥”。

步骤3 参考表2-361配置参数，其中“密钥类型”必须选择为“kubernetes.io/tls”，单击
“提交”。

图 2-1143 配置 HTTPS 协议使用的密钥

表 2-361 添加密钥说明

参数 说明

密钥名称 新建的密钥的名称，同一个命名空间内命名必须唯一。

部署集群 使用新建密钥的集群。

项目 选择项目。

描述 密钥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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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密钥类型 新建的密钥类型。

● Opaque：一般密钥类型。

● kubernetes.io/dockerconfigjson：存放拉取私有仓库镜像所需的认
证信息。

● kubernetes.io/tls：存放Ingress服务HTTPS协议所需的证书。

● 其它：若需要创建其他类型的密钥，请手动输入密钥类型。

必须选择为“kubernetes.io/tls”。

证书文件 证书文件是自签名或CA签名过的凭据，用来进行身份认证。请上传上
面创建或者购买的证书文件。

私钥文件 证书请求是对签名的请求，需要使用私钥进行签名。请上传上面创建
或者购买的私钥文件。

标签 标签以Key/value键值对的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工作负载、节
点、服务等）。

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选择。

添加标签方法如下：

1. 单击“添加更多标签” 。
2. 输入键、值。

 

----结束

2.20 其他功能

2.20.1 自动保存机制
AppCube支持在App、BO或者Addon App中开发或者编辑服务编排、脚本、BPM、状
态机、标准页面、页面资产时，在获取锁、未激活状态且数据为非受保护下的开发数
据可以自动保存在缓存中。默认每15分钟保存一次， 长保存7天。您可以恢复 近15
次自动保存的数据。

在App、BO或者Addon 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在右侧界面各页面下会出现
AppCube自动保存的数据。注意数据不是实时刷新的。

● 单击“查看”，可查看每次自动保存的数据。系统默认每15分钟自动保存一次，
如果用户打开的服务编排等没有修改，则不会再自动保存一次而占用15次限额。

● 单击“恢复”，提示“恢复操作将会另存一个新的标准页面/新版本，确认执
行？”。单击“确定”，可将自动保存的数据另存为新页面或者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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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 邮件模板
系统提供在线配置Email模板和Email告警的能力，您可以为您的组织创建Email模板和
Email告警信息。Email告警配置依赖于Email模板配置。

您可以在AppCube中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配置多个Email模板，用于给用户发邮件时使
用。

场景描述

配置一个圣诞祝福邮件模板。邮件内容为“Dear XXXX！Merry Christmas!”。其中
XXXX表示具体的联系人姓名。

如何创建邮件模板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邮件 > 邮件模板”，单击“新建”。

步骤2 如图2-1144所示，配置邮件模板，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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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44 配置邮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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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45 插入字段时选择字段

表 2-362 新建邮件模板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信
息

名称 模板名称，AppCube其他地方调用邮件模板时的标识。

编码 Email文本的编码格式。

启用 是否启用模板。勾选该选项后，表示该Email模板可被触发器
调用。

纯文本 邮件是否是纯文本。勾选表示纯文本，不勾选表示html格
式。

描述 邮件模板的简要说明。

电子邮
件正文

插入字段 配置邮件模板变量，本例中将联系人姓名作为变量插入到邮
件主题和正文中。

单击“插入字段”后，从下拉框中选择对象（联系人
Contact）和字段（姓名name）。

单击“添加到主题”将变量插入到邮件主题中。

单击“添加到正文”将变量插入到邮件内容中。

插入常量 插入某常量。

插入变量 插入自定义变量。

主题 邮件主题。插入变量后，手动填写完整的邮件主题。

正文 邮件内容。插入变量后，手动填写完整的邮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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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创建Email模板 终是为触发器服务的，因为触发器也会关联对象，所以在
Email模板中，只能使用与触发器相同的对象下的字段。如果选择了不同对象下的字段，那么在
发送的电子邮件中，该字段将会为空。

步骤3 在邮件模板详情页面右上方单击“启用”或者进入“邮件模板管理”列表页面，单击

该Email模板所在行的 ，进行启用。

步骤4 在Email模板的详细信息页面单击“发送测试”。

步骤5 在“发送邮件测试”页面“收件人”中填入邮件收件人，单击“发送”。

步骤6 收件人收到“Dear {!Contact.name}！Merry Christmas!”的邮件，表示模板创建成
功。您可以根据需要对模板正文样式进行调整。

说明

发送测试邮件时，邮件正文中添加的变量{!Contact.name}并不会生效，只有在模板被触发器调
用时，对应的合并对象才会被替换成实际的值。

----结束

如何使用邮件模板
● 如何在邮件告警里使用邮件模板

步骤1 在App开发界面左侧列表单击 ，选择“邮件 > 邮件告警”。

步骤2 单击“新建”，如图2-1146所示，配置Email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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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46 配置 Email 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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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3 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参数说明

基本
信息

对象 该邮件告警所用到的对象。这里的对象必须和邮件模板以
及触发器中的对象保持一致。

邮件模板 该邮件告警所用到的邮件模板。

名称 Email告警名称。

描述 Email告警的描述信息。

收件
人

类别 收件人类型。有以下几类。

● 关联用户：某条记录的上一修改人、记录拥有者或者记
录创建者。

● 公共组：公共组是用户的集合，公共组内可以包含用
户、其他公共组、角色或带有下属的角色。

● 角色：角色是某类用户的集合。

● 角色和下属：包含该角色的用户及下属用户。

● 用户：某些具体用户。

● 全部：包括以上所有用户。

例如在“类别”选择“全部”，在“可选收件人”选中相

关用户，单击 ，将用户添加到“已选收件人”中。

电子
邮件

发件人 选择邮件发送人。

其他邮箱 您可以自定义输入邮箱作为收件人。多个邮箱之间用“;”
分隔。

 

成功创建Email告警后，您可以在触发器中调用该Email告警。触发器的具体配置可参
见触发器。

----结束

● 如何在服务编排里使用邮件模板

步骤1 在任一个服务编排里，点击“基本”如图2-1147，将“发送邮件”拖到编排框里，如
图2-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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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47 点击“基本”

图 2-1148 拖出“发送邮件”

步骤2 配置“发送邮件”，选择已启用的邮件模板，根据图2-1149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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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49 配置“发送邮件”

说明

BPM里调用邮件模板的方式与服务编排基本一致，需要在BPM里使用邮件模板的用户可以参考
本节。

----结束

2.21 白名单特性

2.21.1 5G 消息应用开发指导

2.21.1.1 了解 5G 消息能力

什么是 5G 消息

5G消息是短信业务的升级，是运营商的一种基础电信服务，支持的媒体格式更多（图
片、语音、视频、位置、文件等），表现形式更丰富。

AppCube 提供的 5G 消息开发能力可以做什么

AppCube运行环境提供5G消息开发能力，您可以使用AppCube创建并开发5G消息应
用，在5G消息应用中开发5G消息内容、编排ChatBot服务号中的智能对话。一个5G消
息应用对应一个ChatBot服务号。ChatBot服务号是电信运行商提供的能力，企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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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ChatBot服务号后，可在ChatBot服务号中可发送和接收5G消息。在ChatBot服务
号中使用5G消息，可以让用户通过聊天式的智能交互完成业务闭环。

说明

AppCube提供的5G消息开发能力为白名单特性，需要联系后台管理人员开通后方可使用。

使用场景

例如在AppCube运行环境开发如图2-1150所示5G消息智慧商旅ChatBot，帮助商旅服
务类公司快速构建商务出行服务号。用户可通过聊天式的智能交互完成订机票、订酒
店、查看 新活动等商旅服务。

图 2-1150 智慧商旅 Chat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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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消息功能优势
● 零代码、拖拉拽可视化方式开发5G消息，编排服务号对话流程、制作视频短信、

H5图文，优化用户体验，降低开发门槛。

说明

可进入5G消息开发者社区获取当前支持5G消息的设备列表。

● 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模板，用户可直接复用，实现快捷开发。

● 支持单卡片和多卡片样式，支持发送高清图片、音频、视频、位置、文件等富媒
体内容，视觉冲击力更强。

● 可实现与客户聊天式的智能交互，语音识别、语意识别等AI能力加持，服务更便
捷。

● 消息中可携带企业名称和品牌logo，提升企业可信度，拉近用户距离；品牌高频
曝光，提升品牌认知度。

2.21.1.2 准备工作

您必须完成以下操作，才可使用5G消息功能，并将5G消息下发到终端用户。

步骤1 5G消息功能目前仅面向华为云企业用户，需要先参考企业帐号如何完成实名认证完成
企业帐号实名认证。

步骤2 申请使用5G消息。

1. 使用企业帐号登录5G消息产品页，单击“公测体验”，进入5G消息控制台。

2. 单击“立即申请”，申请使用5G消息功能。

企业用户按照界面提供的模板填写申请信息，申请通过后会收到邮件，邮件中包
含服务号信息。

步骤3 若5G消息中包含多媒体文件，华为云企业用户需要进行ITA注册，申请视频短信签名，
购买视频短信服务，申请视频短信模板。

步骤4 企业用户需要提供如下信息给ITA工程师，ITA工程师在ITA管理台配置后，企业用户才
可使用5G消息功能。

● 视频短信模板审核通知回调地址：https://appcuberun.cn-
north-4.huaweicloud.com/fgsms/v1/vms/template-audit-notice

● 视频短信状态报告回调地址：https://appcuberun.cn-north-4.huaweicloud.com/
fgsms/v1/vms/status-report-notice

● 5G消息上行地址：https://appcuberun.cn-north-4.huaweicloud.com/fgsms/v1/
smschannel/{chatbotid}/inbound

● 5G消息状态通知地址：https://appcuberun.cn-north-4.huaweicloud.com/
fgsms/v1/smschannel/{chatbotid}/deliveryinfonotification

● 5G消息撤销状态通知地址：https://appcuberun.cn-north-4.huaweicloud.com/
fgsms/v1/smschannel/{chatbotid}/revokemessagestatusnotification

● 5G消息媒体审核通知地址：https://appcuberun.cn-north-4.huaweicloud.com/
fgsms/v1/vms/{chatbotid}/audit-notification。由于5G消息中多媒体文件需要送
审，运营商审核通过后，企业用户才可使用多媒体文件。审核结果会下发到企业
用户。在这之前，华为云企业用户需要将AppCube的如下回调地址提供给ITA工程
师，ITA工程师在ITA管理台配置后，审核结果才会自动下发到企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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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hatbotid}为ChatBotID，企业用户参考步骤1登录AppCube运行环境，打开5G
消息应用，在浏览器网址中可获取到该值。

图 2-1151 获取 ChatBotID

步骤5 参考购买商用租户使用企业帐号开通应用魔方 AppCube服务。

在应用魔方 AppCube运行环境可以创建并开发5G消息应用。一个5G消息应用对应一
个ChatBot服务号。您可以在5G消息应用中开发5G消息内容、编排ChatBot服务号中
的智能对话。

----结束

2.21.1.3 快速开发 5G 消息旅游服务号

本章节介绍如何快速开发一个5G消息旅游服务号，在开发过程中，带您逐步认识并体
验AppCube提供的5G消息开发平台。

场景描述

使用AppCube的5G消息功能快速开发一个广东景点（如深圳及广州）的旅游服务号，
如图2-1152所示，该服务号提供如下服务：

● 用户可以通过服务号底部菜单，查看文旅资讯，进行景点预约及获取该服务号的
线下联系方式。

● 用户可通过发送文本消息，例如用户发送消息“预约”，服务号自动推送5G消
息，用户可通过聊天式的智能交互完成景点预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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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52 景点预约服务号

开发流程

开发该服务号的主要流程，如图2-11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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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53 开发服务号流程

前提条件

企业用户已申请开通5G消息并订购AppCube，具体操作请参考准备工作。

说明

AppCube提供的5G消息开发能力为白名单特性，需要联系后台管理人员开通后方可使用。

步骤 1：创建 5G 消息应用并配置通道

步骤1 在AppCube运行环境新建5G消息应用。

1. 使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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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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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控制台。

3. 在AppCube管理控制台，单击“管理运行环境”。

4. 单击页面顶部“5G消息”，进入5G消息开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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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首次进入该平台，会弹出创建应用的提示，根据提示新建应用；若非首次进入
该平台，在页面右上角单击“新建应用+”。

6. 设置5G消息应用名称，例如“广东旅游”，单击“创建空白应用”。

步骤2 配置服务号5G消息的通道信息。

1. 在上方菜单栏中，选择“应用配置 > 通道配置”。

图 2-1154 进入通道配置

2. 配置5G消息通道信息，配置值从步骤2.2中申请通过后收到的邮件中获取。

表 2-364 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通道名称 新建通道的名称。

*应用标识 5G消息平台分配的应用ID，用于标识该应用。

*应用秘钥 访问5G消息云服务平台的请求秘钥。

*Chatbot身份 Chatbot身份信息，包含Chatbot码号信息。

*发送消息地址 5G消息平台提供的发送消息接口地址，用于消息下发。

*撤回消息地址 5G消息平台提供的撤回消息接口地址。

描述 该通道的描述信息。

 
3. 选择“视频短信”页签，配置视频短信通道信息。配置值从步骤3中申请通过后收

到的邮件中获取。

其中“视频短信地址”为ITA的发送视频短信接口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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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步骤 2：创建 5G 消息并制作内容

ChatBot服务号和用户之间聊天式的智能交互中，ChatBot给用户发送的内容都是一个
个由5G消息呈现的。您需要先创建5G消息，制作5G消息内容，消息支持单卡片和多
卡片样式，还可携带高清图片、音频、视频、位置、文件等富媒体内容。

步骤1 在“广东旅游”应用页面上方选择“内容管理 > 内容制作”，在“我的5G消息”页签
单击“+ 新建5G消息”。

图 2-1155 新建 5G 消息

步骤2 配置消息内容，例如配置“广州景点预约”多卡片消息内容。

1. 设置5G消息名称“广州景点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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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56 设置名称

2. 在左侧选择“素材”，在“我的素材”中上传该5G消息需要的所有素材，例如图
片、视频、音频或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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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57 上传图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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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58 上传视频素材

3. 选中合适的素材拖入到右侧编辑框中，设置媒体高度为“适中”。

图 2-1159 拖入素材

4. 在左侧组件中选择“按钮”，拖入按钮组件，设置按钮内容为“去长隆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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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该按钮会关联另一个“长隆预约”消息，该消息还未创建，“关联消息”先
置空。

图 2-1160 设置按钮

表 2-365 按钮组件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选择类型 单击按钮后触发的动作类型：

– 打开链接：指示本地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地址，可链接到
“我的H5图文”或者“外部网页”。

– 拨打电话：通过本地拨号盘拨打电话。

– 回复消息：用于回复信息。终端用户单击该按钮后，会从用
户手机端发一条消息到服务号，这个消息的内容即按钮名
称。若设置了关联消息，服务号会将关联的消息发送到终端
用户手机端，若没有设置关联消息，服务号则不会回复任何
消息给用户。

– 显示位置：在用户端上展示一个地理位置。可以通过坐标拾
取工具拾取位置坐标，请输入位置名称和具体坐标。

– 请求位置：请求用户上传一个地理位置。

– 创建日程：在手机本地日历中创建一个日程。设置日程开始
时间、结束时间、标题和日程描述。

– 支付：用于在手机浏览器中跳转支付页面，目前支持支付宝
支付功能，选择该选项，需要设置订单编号、金额(￥)、商
品名称、商品描述，需要自定义业务获取这些信息。使用该
功能前需要在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上方菜单栏中选择“应用
配置 > 第三方能力接入”，选择“支付宝支付”或者“微信
支付”页签参考表2-366或表2-367配置支付宝或者微信对接
信息。

配置示例：选择回复消息类型，“关联消息”先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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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6 支付宝支付对接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应用id 支付宝沙箱的AppID。获取方法：登录蚂蚁金服开放平台，在
“开发中心 > 沙箱应用”下查看“APPID”取值。

应用密钥 获取方法请参考生成密钥。

支付宝公钥 登录蚂蚁金服开放平台，在“开发中心 > 沙箱应用”下单击
“查看应用公钥”。

 

表 2-367 微信支付对接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应用ID 微信开放平台分配给应用的AppID。

获取方法：

1. 注册并登录微信开放平台，申请到微信 APP 支付权限。

2. 选择“管理中心”，在应用后单击“查看”，在“应用详
情”页面查看“AppID”取值。

微信商户号 微信开放平台分配的商户号。商户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功能后，通
过后，微信商户平台会发通知邮件，邮件中包含“微信支付商户
号”。

API密钥 API密钥，交易过程可生成签名的密钥。

获取方法：

1. 商户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功能，通过后，微信商户平台会发通
知邮件，邮件中包含“商户平台登录帐号”和“商户平台登
录密码”，使用邮件中帐号密码登录微信商户平台。

2. 选择“账户中心 > 账户设置 > API安全”，首次登录请按照
提示安装操作证书。

3. 安装后在“API密钥”区域单击“设置密钥”，系统会随机生
成API密钥。请商户妥善保管该密钥，防止泄露。

商户私钥 是商户身份的密码，具有极高的安全性。用于获取接口调用凭证
access_token时使用。

获取方法：

1. 商户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功能，通过后，微信商户平台会发通
知邮件，邮件中包含“商户平台登录帐号”和“商户平台登
录密码”，使用邮件中帐号密码登录微信商户平台。

2. 选择“账户中心 > 账户设置 > API安全”，在“API证书”区
域单击“下载证书”。

3. 证书下载后，打开压缩包会看到“apiclient_cert.pem”（对
应商户公钥）和“apiclient_key.pem”（对应商户私钥），
用Notepad++打开获取“apiclient_key.pem”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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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商户公钥 商户私钥。

获取方法：

1. 商户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功能，通过后，微信商户平台会发通
知邮件，邮件中包含“商户平台登录帐号”和“商户平台登
录密码”，使用邮件中帐号密码登录微信商户平台。

2. 选择“账户中心 > 账户设置 > API安全”，在“API证书”区
域单击“下载证书”。

3. 证书下载后，打开压缩包会看到“apiclient_cert.pem”（对
应商户公钥）和“apiclient_key.pem”（对应商户私钥），
用Notepad++打开获取“apiclient_cert.pem”值。

 
5. 单击“+”，创建其他卡片。

6. 从素材中拖拽相应图片到右侧编辑框中，设置媒体高度和卡片宽度为“适中”。

图 2-1161 拖拽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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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左侧组件中选择“按钮”，拖入按钮组件，设置按钮内容为“去预约白云
山”。

单击该按钮会关联另一个“白云山预约”消息，该消息还未创建，“关联消息”
先置空。

8. 重复步骤2.5~步骤2.7创建其他卡片，每张卡片为某个广州的景点图片和按钮链
接。

多卡片的5G消息创建完成后，效果如图2-1162所示。

图 2-1162 多卡片 5G 消息样例

步骤3 单击上方 ，保存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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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左上角“5G”，可返回5G消息开发平台首页。

图 2-1163 返回 5G 消息开发平台首页

说明

鼠标放在已创建好的5G消息，单击消息上的图标，可预览、编辑和删除该5G消息。

步骤5 参考步骤1~步骤4新建其他5G消息，并制作消息内容。

例如在“我的5G消息”页签单击“+ 新建5G消息”，创建“白云山预约”5G消息。该
消息内容由一张图片以及“多行文本”组件组成。

多行文本内容样例：请您关注公众号"白云山风景名胜区"预约入园。景区服务电话：
020-XXXXXXXX。景区服务时间：24小时（景区南门岗、西门岗24小时开放）

图 2-1164 “白云山预约”5G 消息

步骤6 之前制作5G消息内容时，按钮组件的关联消息还处于置空状态，创建所有5G消息后，
请设置按钮的关联消息。

例如单击“广州景点预约”的编辑按钮，设置按钮的关联消息为“白云山预约”5G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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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65 编辑 5G 消息

----结束

步骤 3：创建并配置底部菜单

在服务号底部单击左侧菜单图标，右侧会出现该服务号的快捷菜单，底部菜单可关联
某5G消息或者智能对话。在本节场景示例中，需要创建三个底部菜单：文旅资讯、景
点预约、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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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66 服务号样例

步骤1 在5G消息页面上方选择“应用配置 > 菜单配置”。

步骤2 单击底部的“+”，创建菜单。

步骤3 新建并配置“文旅资讯”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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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8 菜单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菜单名称 菜单在底部界面显示的名称。

示例：文旅资讯

菜单内容 单击该菜单后触发的动作类型：

● 回复消息：用于回复信息。终端用户单击该菜单后，会从用户手
机端发一条消息到服务号，这个消息的内容即菜单名称。若设置
了关联消息或者关联对话，服务号会将关联的消息发送到终端用
户手机端或者进入关联的智能AI对话中。

● 打开链接：指示本地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地址，可链接到“我的
H5图文”或者“外部网页”。

● 拨打电话：通过本地拨号盘拨打电话。

● 显示位置：在用户端上展示一个地理位置。可以通过坐标拾取工
具拾取位置坐标，请输入位置名称和具体坐标。

● 请求位置：请求用户上传一个地理位置。

● 创建日程：在手机本地日历中创建一个日程。设置日程开始时
间、结束时间、标题和日程描述。

配置示例：菜单内容选“回复消息”，关联消息为已创建的“文旅
资讯”5G消息。

 

步骤4 单击底部菜单“文旅资讯”后的“+”。

步骤5 设置菜单名称为“景点预约”，在左侧底部选中该菜单，单击“新增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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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67 新增子菜单

步骤6 设置子菜单名称为“深圳市”，菜单内容为“回复消息”。关联选中“关联对话”，
单击关联对话下的“新建”。

配置后，终端用户单击该子菜单后，会从用户手机端发一条消息到服务号，这个消息
的内容即子菜单名称“深圳市”。设置关联对话，聊天界面会进入关联的智能AI对话
中。

步骤7 新建关联对话“景点预约”，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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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9 创建对话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对话的名称。

示例：景点预约

对话类型 对话类型：

● 普通对话：基于用户消息中的关键字匹配或意图识别触发的
对话。

● 默认对话：无法识别关键字或用户意图时，触发默认对话。

● 消除歧义：当智能对话有歧义存在时，默认进入“消除歧
义”对话，引导用户选择正确的意图。

这里选择“普通对话”。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

● 用户意图识别：根据用户意图识别自动触发。

● 关键词匹配：根据用户发送的关键词自动触发。

例如：选择“关键词匹配”。

用户意图 “触发条件”为“用户意图识别”时，需要选择用户意图。

关键词 “触发条件”为“关键词匹配”，需要设置关键词，多个关键
词以英文逗号“,”间隔，支持“*”模糊匹配。

例如：*预约*

 

创建后，将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编排该对话的窗口。编排过程将会在后续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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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为“景点预约”新建子菜单“广州市”。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132



图 2-1168 新增子菜单

步骤9 配置子菜单“广州市”，设置子菜单名称为“广州市”，菜单内容为“回复消息”。
关联选中“关联对话”，关联对话“景点预约”。

配置后，终端用户单击该子菜单后，会从用户手机端发一条消息到服务号，这个消息
的内容即子菜单名称“广州市”。设置关联对话，聊天界面会进入关联的智能AI对话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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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 创建底部菜单，并关联5G消息。

单击底部菜单“景点预约”后的“+”，创建底部菜单。并设置该菜单内容为“联系我
们”。关联选中“关联消息”，关联已创建的5G消息“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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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69 创建“联系我们”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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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70 配置该菜单

步骤11 单击界面底部“保存”按钮。保存菜单设置。

步骤12 单击“导出”，将菜单文件发送评审。

----结束

步骤 4：创建并编排智能对话

编排AI智能对话，根据用户发送的消息自动识别意图，编排对话流程。

步骤1 在页面上方选择“应用配置 > 自动回复”。

图 2-1171 选择自动回复

界面显示步骤7中创建的智能对话“景点预约”。

步骤2 （可选），若之前没有创建过，可单击“+ 新建”，设置对话信息，单击“创建”。

如图2-1172所示配置后，用户输入关键词“预约”时，会自动进入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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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72 创建对话

表 2-370 创建对话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对话的名称。

对话类型 对话类型：

● 普通对话：基于用户消息中的关键字匹配或意图识别触发的
对话。

● 默认对话：无法识别关键字或用户意图时，触发默认对话。

● 消除歧义：当智能对话有歧义存在时，默认进入“消除歧
义”对话，引导用户选择正确的意图。

这里选择“普通对话”。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

● 用户意图识别：根据用户意图识别自动触发。

● 关键词匹配：根据用户发送的关键词自动触发。

例如：选择“关键词匹配”。

用户意图 “触发条件”为“用户意图识别”时，需要选择用户意图。

关键词 “触发条件”为“关键词匹配”，需要设置关键词，多个关键
词以英文逗号“,”间隔，支持“*”模糊匹配。

例如：*预约*

描述 描述信息。

 

步骤3 配置自动回复。

1. 根据图2-1152场景效果，如图2-1173所示，从左侧拖拽“提问”至中间编辑区
域，在右侧配置属性面板，从“启动”向“提问”图元连线。

其中提问消息“类型”支持以下三种：

– 文本

– 选项列表

– 5G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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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文本”，设置文本“请问您要去哪里旅游，可输出城市名称，如广州/深
圳。”。

图 2-1173 设置“提问”图元

2. 连接启动到提问图元，设置流程条件为“模式”，具体模式为“*预约*”，表示在
服务号对话界面，用户输入“预约”，服务号会向用户提问：请问您要去哪里旅
游，可输出城市名称，如广州/深圳。

“条件类型”表示走该分支流程的条件，支持的类型有：表达式、模式（即关键
词匹配）、意图、其他。

3. 从左侧拖拽“响应”至中间编辑区域，在右侧配置属性面板。

“类型”选择“5G消息”，选择步骤2中已创建的5G消息“广州景点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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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74 设置“响应”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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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支持通过引入参数修改5G消息的内容。例如，如下图所示，响应图元中选择的5G消息里带
有多行文本组件，可新增“文本”变量，展开全局上下文，新增变量，并拖拽到参数值
中，通过引入参数可在智能对话中修改5G消息的内容。

其中参数值支持引用变量或输入常量。拖拽全局上下文变量或直接输入变量（如：$
{context.XXX}）；支持引用根对象的属性，如：${字段名}。支持字符串常量，如：XXX。

4. 从“提问”连线至“广州景点概览”，设置连线条件为“模式”，具体模式为“*
广州*”，表示在服务号对话界面，用户输入“广州”，服务号会向用户发送5G消
息“广州景点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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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75 设置连线条件

5. 从“启动”连线至“广州景点概览”，设置连线条件为“模式”，具体模式为“*
广州*,0e1c60cf-1508-44d9-b294-872af548dfa9”（字符串为步骤9中子菜单的
“发送文本”内容），表示在服务号对话界面，用户输入“广州”或者用户在底
部菜单选中“广州”子菜单，服务号会向用户发送5G消息“广州景点预约”。

图 2-1176 设置连线条件

6. 如图2-1177所示，拖入响应并设置名称为“深圳景点概览”，关联5G消息“深圳
景点预约”，并参考下图连接所有图元，设置连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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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77 设置其他响应和分支

图 2-1178 设置提问到“深圳景点概览”连接条件

图 2-1179 设置启动到“深圳景点概览”连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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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80 其他连线条件选“其他”

7. 单击上方 ，保存对话。

步骤4 通过模拟器进行测试。

1. 如图2-1181所示单击右下角模拟器图标。

图 2-1181 使用模拟器

2. 输入步骤7设置的关键词“预约”或者单击底部菜单，模拟终端用户发送消息，触
发AI智能对话流程。

用户终端自动发一条消息“预约”到该服务号，服务号会提问给用户。继续输入
其他城市，测试AI智能对话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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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82 输入关键词

步骤5 单击页面左上方区域，返回自动回复首页。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144



图 2-1183 返回自动回复首页

----结束

2.21.1.4 操作指南

介绍在AppCube 5G消息开发平台上可进行的常见操作。

2.21.1.4.1 进入 5G 消息应用开发平台

步骤1 使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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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控制台。

步骤3 在AppCube管理控制台，单击“管理运行环境”。

步骤4 单击页面顶部“5G消息”，进入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

图 2-1184 5G 消息应用开发平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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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4.2 创建 5G 消息应用

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提供以下3种方式创建应用，一个应用对应一个ChatBot服务号：

● 创建空白应用

● 导入应用

● 基于模板创建

创建空白应用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右上角，单击“新建应用+”。

步骤2 设置应用名称，单击“创建空白应用”。

即可进入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

----结束

导入应用

该方式适用于不同环境中应用的迁移，即将环境A中开发好的5G消息应用迁移导入到
环境B中。

步骤1 获取要导入的5G消息应用包。

参考图2-1185，在环境A的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中，在右上角切换到需要导出的应用

界面，单击应用列表后的导出按钮 ，导出应用包。

图 2-1185 导出应用

步骤2 在环境B的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右上角，单击“新建应用+”。

步骤3 设置应用名称，单击“导入应用”。

步骤4 将步骤1获取的应用包拖入导入，单击“确定”，进入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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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板创建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右上角，单击“新建应用+”。

步骤2 设置应用名称，单击“基于模板创建”。

步骤3 选择模板，单击“使用该模板”，即可进入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

----结束

2.21.1.4.3 应用基础设置

本文主要讲解有关应用一些基础设置，例如切换应用、删除应用等。

切换应用

例如，从当前A应用切换到B应用。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右上角单击该应用后的 ，
选择B应用，即可完成切换。

图 2-1186 切换应用

修改应用名称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右上角，单击该应用后的 ，单击编辑图标。

步骤2 修改应用名称，修改后单击 ，保存设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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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应用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右上角单击该应用后的 ，单击应用列表后的导出按钮 。

导入应用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右上角，单击“新建应用+”。

步骤2 设置应用名称，单击“导入应用”。

步骤3 将其他环境中导出的应用包拖入导入，单击“确定”，进入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

----结束

复制应用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右上角单击该应用后的 ，单击复制图标 。

步骤2 设置新的应用名称，单击“确定”。

系统会复制应用“内容管理”中所有的资产到新应用中。

----结束

删除应用

删除此应用会删除该应用下的所有数据，且删除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右上角单击该应用后的 ，单击应用列表后的删除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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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弹出框中勾选“是的，我想要删除这个应用”，单击“确认”。

----结束

2.21.1.4.4 管理素材

制作5G消息、H5图文都需要提前上传素材。上传后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才可使用素
材，您可在素材库中管理素材。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内容管理 > 素材管理”，可在素材库中上传、管
理素材。

图 2-1187 素材管理

步骤2 上传素材。

1. 选择文件夹，单击“上传素材”。

图 2-1188 单击“上传素材”

2. 设置名称、类型，选择素材和缩略图，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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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89 上传素材

3. 在素材列表中找到刚上传的素材，鼠标放在图片上单击“...”，选择“提交审
核”。

图 2-1190 提交审核

审核一般需要几分钟时间，审核通过后，界面会显示“生效中”，只有审核通过
后的素材才能下发给终端用户。

----结束

2.21.1.4.5 制作 5G 消息内容

编排智能对话或者使用群发5G消息功能前，需要先创建5G消息，制作5G消息内容，
消息支持单卡片和多卡片样式，还可携带高清图片、音频、视频、位置、文件等富媒
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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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例如，智慧商旅服务号通过如图2-1191所示的5G消息和终端用户交互，用户可通过该
消息完成订机票、订酒店等商旅服务。本节介绍如何制作该5G消息内容。

图 2-1191 商旅助手 5G 消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内容管理 > 内容制作”，在“我的5G消息”页签
单击“+ 新建5G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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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92 新建 5G 消息

步骤2 新建单卡片或者多卡片消息。

1. 设置5G消息名称，例如“乘风破浪”。

图 2-1193 设置名称

2. （可选）若消息需要携带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文件，可执行该步骤。

在左侧选择“素材”，在“我的素材”中上传素材。选中合适的素材拖入到右侧
编辑框中，设置卡片宽度和媒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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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94 拖入素材

3. 在左侧选择“组件”，拖拽标题组件到编辑区，设置多媒体下方卡片内容的标
题。

图 2-1195 设置标题

4. 从组件中选择多行文本拖拽到编辑区，设置文本内容。

内容样例：你好，我是商旅助手。您可以在这里预定机票、火车票、酒店和旅游
产品，查询自己的订单，联系客服，同时还能看到 新的优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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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96 设置多行文本

5. 从组件中选择按钮拖拽到编辑区，设置按钮显示文字“预定机票”以及按钮类
型。

图 2-1197 设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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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选择类型 单击按钮后触发的动作类型：

– 打开链接：指示本地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地址，可链接到
“我的H5图文”或者“外部网页”。

– 拨打电话：通过本地拨号盘拨打电话。

– 回复消息：用于回复信息。终端用户单击该按钮后，会从用
户手机端发一条消息到服务号，这个消息的内容即按钮名
称。若设置了关联消息，服务号会将关联的消息发送到终端
用户手机端，若没有设置关联消息，服务号则不会回复任何
消息给用户。

– 显示位置：在用户端上展示一个地理位置。可以通过坐标拾
取工具拾取位置坐标，请输入位置名称和具体坐标。

– 请求位置：请求用户上传一个地理位置。

– 创建日程：在手机本地日历中创建一个日程。设置日程开始
时间、结束时间、标题和日程描述。

– 支付：用于在手机浏览器中跳转支付页面，目前支持支付宝
支付功能，选择该选项，需要设置订单编号、金额(￥)、商
品名称、商品描述，需要自定义业务获取这些信息。使用该
功能前需要在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上方菜单栏中选择“应用
配置 > 第三方能力接入”，选择“支付宝支付”或者“微信
支付”页签参考表2-371或表2-372配置支付宝或者微信对接
信息。
配置示例：选择打开链接类型，链接到“外部网页”，设置
链接地址，使用内置浏览器打开链接地址。

 

表 2-371 支付宝支付对接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应用id 支付宝沙箱的AppID。获取方法：登录蚂蚁金服开放平台，在
“开发中心 > 沙箱应用”下查看“APPID”取值。

应用密钥 应用的密钥，获取方法请参考生成密钥。

支付宝公钥 登录蚂蚁金服开放平台，在“开发中心 > 沙箱应用”下单击
“查看应用公钥”。

 

表 2-372 微信支付对接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应用ID 微信开放平台分配给应用的AppID。

获取方法：

1. 注册并登录微信开放平台，申请到微信 APP 支付权限。

2. 选择“管理中心”，在应用后单击“查看”，在“应用详
情”页面查看“AppID”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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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微信商户号 微信开放平台分配的商户号。商户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功能后，通
过后，微信商户平台会发通知邮件，邮件中包含“微信支付商户
号”。

API密钥 API密钥，交易过程可生成签名的密钥。

获取方法：

1. 商户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功能，通过后，微信商户平台会发通
知邮件，邮件中包含“商户平台登录帐号”和“商户平台登
录密码”，使用邮件中帐号密码登录微信商户平台。

2. 选择“账户中心 > 账户设置 > API安全”，首次登录请按照
提示安装操作证书。

3. 安装后在“API密钥”区域单击“设置密钥”，系统会随机生
成API密钥。请商户妥善保管该密钥，防止泄露。

商户私钥 是商户身份的密码，具有极高的安全性。用于获取接口调用凭证
access_token时使用。

获取方法：

1. 商户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功能，通过后，微信商户平台会发通
知邮件，邮件中包含“商户平台登录帐号”和“商户平台登
录密码”，使用邮件中帐号密码登录微信商户平台。

2. 选择“账户中心 > 账户设置 > API安全”，在“API证书”区
域单击“下载证书”。

3. 证书下载后，打开压缩包会看到“apiclient_cert.pem”（对
应商户公钥）和“apiclient_key.pem”（对应商户私钥），
用Notepad++打开获取“apiclient_key.pem”值。

商户公钥 商户私钥。

获取方法：

1. 商户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功能，通过后，微信商户平台会发通
知邮件，邮件中包含“商户平台登录帐号”和“商户平台登
录密码”，使用邮件中帐号密码登录微信商户平台。

2. 选择“账户中心 > 账户设置 > API安全”，在“API证书”区
域单击“下载证书”。

3. 证书下载后，打开压缩包会看到“apiclient_cert.pem”（对
应商户公钥）和“apiclient_key.pem”（对应商户私钥），
用Notepad++打开获取“apiclient_cert.pem”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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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98 支付订单确认页

6. 参考上一步可设置其他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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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99 设置其他按钮

7. 单击“>”，可设置多卡片消息中其他卡片消息。

多卡片消息即消息中有多张图片等多媒体内容，轮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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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00 设置多卡片

步骤3 （可选）当5G消息中标题、多行文本、按钮组件的文本内容或者链接中需要设置变量
时，需要先新增变量，并设置默认值。

本节“乘风破浪”5G消息内容不涉及变量，可跳过该步骤。

1. 在右侧单击“变量”后的“+”，新增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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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01 新增变量

2. 单击变量名后的“...”，选择“设置”。

图 2-1202 设置变量

3. 设置变量名和默认值。

4. 在标题、多行文本组件的文本内容或者按钮组件的链接、电话文本中直接拖入该
变量，引入变量。

例如，如图2-1203所示，鼠标光标放在多行文本组件需要引入变量的文本位置，
从右侧变量区域选择变量拖入到左侧引入位置，系统会自动显示“${变量名}”。
后续在服务号菜单或者投放任务中使用该5G消息时，变量会自动取步骤3.3中设置
的默认值；在智能对话中使用该5G消息时，会自动显示该变量设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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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03 引入变量

图 2-1204 智能对话中设置变量

步骤4 （可选）设置5G消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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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05 设置样式

步骤5 单击上方 ，保存消息。

步骤6 单击左上角“5G”，可返回5G消息开发平台首页。

图 2-1206 返回 5G 消息开发平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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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鼠标放在已创建好的5G消息，单击消息上的图标，可预览、编辑和删除该5G消息。

图 2-1207 5G 消息列表

----结束

相关知识

除了操作步骤中创建的单卡片或者多卡片消息，您还可创建如下类型的5G消息：

● 坐标：在图2-1207中“我的5G消息”页签单击“+ 新建5G消息”，从组件中拖拽
“坐标”到右侧，设置位置坐标，可创建位置消息。

● 文本消息：仅从组件中拖动“多行文本”到画布。

● 多媒体消息：仅从组件中拖动媒体资源或者从“素材”中拖动图片或者视频等到
画布。

2.21.1.4.6 制作 H5 图文

普通的图文消息，就只有图片和文字，比较单调，也是静态的。而H5图文除了图片和
文字外，还可以加入声音、动画、视频等，让图片、文字动起来，效果更炫，视觉冲
击更强。

场景描述

例如创建一个“福利发放”相关的H5图文。

前提条件

参考管理素材在素材库中上传“福利发放”相关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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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内容管理 > 内容制作”，选择“我的H5图文”页
签，单击“+ 新建H5图文”。

图 2-1208 新建 H5 图文

步骤2 在“新建H5图文”弹窗中输入页面名称，单击“确认”。

步骤3 在左侧选择“素材”，向画布区域中拖入素材，调整素材的宽度和高度。

图 2-1209 拖入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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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0 调整素材高度宽度

步骤4 在左侧选择“组件”，向画布区域拖入文本组件。

图 2-1211 拖入文本组件

步骤5 选中文本组件，单击 ，选择“高级设置”，可设置文本。输入文本后选中文本，可
设置文本字体、大小、颜色、对齐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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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2 选择“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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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选中文本组件，单击 ，可对文本组件做更多操作，例如设置边框、背景等，勾选
“展示溢出文本”。调整组件宽度和高度，使得页面美观。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167



图 2-1213 更多设置

步骤7 向画布中拖入矩形装饰，用于在H5图文页面中添加遮罩层或整体背景。调整组件高度
和宽度。

图 2-1214 拖入矩形装饰

步骤8 单击页面上方 ，并单击 预览效果。记录预览后的页面链接地址。只需要把链接
放在服务号里或者发给朋友即可查看H5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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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5 效果图

步骤9 单击左上角“5G”，可返回5G消息开发平台首页。

----结束

2.21.1.4.7 通过关键词匹配创建智能对话

通过配置自动回复，即配置AI智能对话，可根据用户发送消息中的关键字识别用户意
图，自动进入AI智能对话流程。本节将介绍如何编排不带底部菜单栏的简单AI智能对
话流程。

场景描述

开发一个聊天式的智能交互商旅服务号，例如用户发送消息“景点攻略”，服务号
ChatBot推送信息“请问您想了解哪个城市的景点？”，用户选择城市，服务号
ChatBot推送相应城市景点的5G消息卡片给用户。本节介绍如何编排该场景服务号对
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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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6 商旅服务

前提条件

参考步骤2：创建5G消息并制作内容，已创建北京、上海、南京和杭州景点介绍的5G
消息卡片。

5G消息内容为图片、多行文本、按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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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7 北京印象 5G 消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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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8 北京印象 5G 消息样例图

编排智能对话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应用配置 > 自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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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9 选择自动回复

步骤2 在“AI智能回复”下单击“+ 新建”，设置对话信息，单击“创建”。

如图2-1220所示配置后，用户输入关键词“景点攻略”或者“景点介绍”时，会自动
进入该对话。

图 2-1220 创建对话

表 2-373 创建对话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对话的名称。

对话类型 对话类型：

● 普通对话：基于用户消息中的关键字匹配或意图识别触发的
对话。

● 默认对话：无法识别关键字或用户意图时，触发默认对话。

● 消除歧义：当智能对话有歧义存在时，默认进入“消除歧
义”对话，引导用户选择正确的意图。

这里选择“普通对话”。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

● 用户意图识别：根据用户意图识别自动触发。

● 关键词匹配：根据用户发送的关键词自动触发。

选择“关键词匹配”。

用户意图 “触发条件”为“用户意图识别”时，需要选择用户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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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关键词 “触发条件”为“关键词匹配”，需要设置关键词，多个关键
词以英文逗号“,”间隔，支持“*”模糊匹配。

例如：景点攻略,*景点介绍*

描述 描述信息。

 

步骤3 配置自动回复。

1. 根据图2-1216场景效果，如图2-1221所示，从左侧拖拽“提问”至中间编辑区
域，在右侧配置属性面板，从“启动”向“提问”图元连线。

其中提问消息“类型”支持以下三种：

– 文本

– 选项列表

– 5G消息

请选择“选项列表”，设置文本“请问您想了解哪个城市的景点？”，新增4个选
项列表项。

图 2-1221 设置“提问”图元

2. 从左侧拖拽“响应”至中间编辑区域，在右侧配置属性面板。

“类型”选择“5G消息”，选择已创建的5G消息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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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2 设置“响应”图元

3. 从“提问”连线至“北京印象”，设置连线名称和条件类型。

“条件类型”表示走该分支流程的条件，支持的类型有：表达式、模式（即关键
词匹配）、意图、其他。

图 2-1223 设置连线条件

4. 如图2-1224所示，参考前两步设置其他响应和分支条件，响应中关联已创建好的
5G消息“上海印象”、“南京印象”、“杭州印象”，分支条件都选择“模式”
（即关键词匹配），具体模式为“上海”、“南京”、“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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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4 设置其他响应和分支

5. 单击上方 ，保存对话。

步骤4 通过模拟器进行测试。

1. 如图2-1225所示单击右下角模拟器图标。

图 2-1225 使用模拟器

2. 输入步骤2设置的关键词“景点攻略”，模拟终端用户发送消息，触发AI智能对话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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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6 输入关键词

3. 模拟终端用户单击“北京”。

单击“北京”后，用户终端自动发一条消息“北京”到该服务号，服务号会发送
关联的北京印象5G消息给用户。继续单击其他城市，测试AI智能对话是否符合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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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页面左上方区域，返回自动回复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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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7 返回自动回复首页

可查看到刚创建的AI智能对话。

图 2-1228 AI 智能对话列表

----结束

相关知识
● 在编辑AI智能对话时，所有图元的说明请参见智能对话中图元说明。

● 如图2-1229所示，支持在AI智能对话中设置全局上下文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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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9 设置全局上下文变量

● 系统支持通过使用系统变量“phone”获取会话中的用户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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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30 系统变量“phone”

2.21.1.4.8 通过意图识别创建智能对话

上一节介绍了根据用户消息中的关键字可识别用户意图，智能对话的触发条件是“关
键词匹配”，即用户的输入消息中必须完整地包含“关键词”才能进入AI智能对话。
而用户的日常用语中，可能不会包含关键词，例如用户预定餐位的场景，关键词我们
经常会用“订餐”、“订座”等，用户往往会输入日常用语“我想订个桌”或者“我
想订个台”，那么5G消息服务号根据关键词就识别不了用户意图，这时我们在创建智
能对话时，触发条件就要选择“用户意图识别”，并且需要提前对用户的日常用语
（即自然语言）进行提前处理。

场景描述

开发一个订票服务号，且能够识别用户订票时可能会用到的日常用语，例如用户输入
“我要订一张从深圳到上海的机票”、“我想定个票”，服务号ChatBot能够引导用户
完成订票流程。本节介绍如何编排该场景服务号对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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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31 订票服务号

操作步骤

步骤1 配置实体，若系统预置的实体已满足需求，可跳过该步骤。

实体用于对用户输入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行标注。如用户输入“订一张明天晚上8点北
京到武汉的机票”，服务号需要提取日期（“明天”）、时间“晚上8点”、出发地
（“北京”）、目的地（“武汉”）这些关键信息，日期、出发地、目的地则可定义
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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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应用配置 > 自动回复”。

图 2-1232 选择自动回复

2. 选择“实体”页签。

“用户实体”展示开发者自定义的实体；“系统实体”展示AppCube已预置的实
体。查看到系统已预置“@system.date”日期、“@system.time”时间和
“@system.address”地址实体，订票场景不用新建实体。

3. 若系统预置的实体不满足需求，请选择“用户实体”，单击“+ 新建”，配置实
体，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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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33 新建实体

表 2-374 新建实体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实体名称 实体的命名名称。

不超过32位的字符串。

类型 实体的类型。

描述 实体的描述信息。

 

步骤2 配置意图。

意图用于对用户的日常用语（即自然语言）进行分析，预测用户的真实意图。支持对
中文、英文文本进行分析。

1. 在自动回复页面选择“意图”页签，单击“+ 新建”。

图 2-1234 新建意图

2. 设置意图的名称和显示名，如图2-1235所示，单击“+ 新增样例文本”，输入用
户的样例文本，如“我要订一张从深圳到上海的机票。”，选中要识别的文本，
添加实体。当实体一样时，为了区分，可设置“实体修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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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35 设置订票意图

为了提高识别的精确度，可多增加用户可能用到的样例文本，添加表2-375中所有
样例文本。添加后，系统将识别的文本内容存储在实体变量中。

表 2-375 样例文本说明

样例文本 重点识别文字内容

我要订一张从深圳到上海
的机票。

– 深圳，实体选择“@system.address”，实体修
饰符为“from”。

– 上海，实体选择“@system.address”，实体修
饰符为“to”。

帮我订一张从广州到武汉
的机票。

– 广州，实体选择“@system.address”，实体修
饰符为“from”。

– 武汉，实体选择“@system.address”，实体修
饰符为“to”。

订一张明天晚上8点北京
到武汉的机票。

– 北京，实体选择“@system.address”，实体修
饰符为“from”。

– 武汉，实体选择“@system.address”，实体修
饰符为“to”。

请帮忙预定下周二从深圳
到北京的机票。

– 深圳，实体选择“@system.address”，实体修
饰符为“from”。

– 北京，实体选择“@system.address”，实体修
饰符为“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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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文本 重点识别文字内容

订一张后天到上海的机
票。

上海，实体选择“@system.address”，实体修饰
符为“to”。

请帮忙预定一张机票。 无

我想定个票。 无

 

图 2-1236 新建意图

3. 单击“确定”。

4. 在“意图”页签单击“训练”，使得意图生效。

步骤3 编排智能对话。

1. 选择“AI智能回复”页签，单击“+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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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37 创建对话

2. 设置对话信息，单击“创建”。

图 2-1238 设置对话

如图2-1238所示配置后，用户输入“我要订一张从深圳到上海的机票”时，会自
动进入该对话。

表 2-376 创建对话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对话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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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对话类型 对话类型：

– 普通对话：基于用户消息中的关键字匹配或意图识别触
发的对话。

– 默认对话：无法识别关键字或用户意图时，触发默认对
话。

– 消除歧义：当智能对话有歧义存在时，默认进入“消除
歧义”对话，引导用户选择正确的意图。

选择“普通对话”。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

– 用户意图识别：根据用户意图识别自动触发。

– 关键词匹配：根据用户发送的关键词自动触发。

选择“用户意图识别”。

用户意图 “触发条件”为“用户意图识别”时，需要选择用户意图。

选择步骤2创建的意图。

关键词 “触发条件”为“关键词匹配”，需要设置关键词，多个关
键词以英文逗号“,”间隔，支持“*”模糊匹配。

描述 描述信息。

 
3. 创建智能对话中用到的变量。在右侧属性面板中展开“全局上下文”，单击

“+”，修改变量名为“date”，用于存储订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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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39 创建变量

4. 参考步骤3.3创建“time”、“fromCity”、“toCity”三个变量。用于从用户输
入文本中接受订票时间、出发地、目的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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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0 创建其他变量

5. 如图2-1241所示，拖入“AI大脑”图元，在右侧“属性面板”设置该图元。

AI大脑为AI组件，用于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收集用户信息。

图 2-1241 设置“AI 大脑”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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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7 “AI 大脑”组件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该图元的展示名称。

槽位 智能对话中AI组件需要获取的关键信息称为“槽位”。单击
“+新增”，设置如下信息，可创建槽位。

– 名称：槽位的名称，用于标识该槽位。

– 实体：选择该槽位对应的实体。

– 另存为：从“全局上下文”的变量拖入“另存为”中，
用于从用户自然语言中收集订票日期、订票时间、出发
地、目的地信息，存储在变量中。

创建如图2-1241所示的四个槽位。

是否一次询问所
有信息

展开“高级设置”才会出现该参数。表示请是否一次询问用
户所有信息，勾选后需要设置提问的内容。

提问的内容 展开“高级设置”且勾选“是否一次询问所有信息”才会出
现该参数。如果进入“AI大脑”图元时，所有槽位的值都为
空，ChatBot会发送该参数设置的提问内容。

示例：输入订票的日期，时间、出发地、目的地。

多提问次数 展开“高级设置”才会出现该参数。表示一个槽位 多发送
提问的次数。

示例：设置为“2”。

超出提问次数时
给用户发送的消
息

展开“高级设置”才会出现该参数。表示任一个槽位的提问
超出 多提问次数时给用户发送的消息。

示例：无法获取必要的信息，订票失败。

 
6. 单击槽位后的齿轮图标，设置当该槽位没有获取到相关信息时的提问，单击“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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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2 设置槽位的提问信息

7. 参考步骤3.6设置其他槽位的提问。

– 槽位“time”对应提问示例：请问您要订哪个时间的票？

– 槽位“fromCity”对应提问示例：请问您从哪个城市出发？

– 槽位“toCity”对应提问示例：请问您到哪个城市去？

8. 如图2-1243所示，拖入“提问”图元，在右侧“属性面板”设置该图元。

图 2-1243 设置“提问”图元

表 2-378 “提问”组件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该图元的展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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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识别变量 从用户输入中提取实体对应值并保存到智能对话的变量中。
单击“+新增”可创建“识别变量”。

该场景不用设置。

类型 提问的类型：

– 文本：提问的类型为文本，例如提问的文本为“请问您要
去哪里旅游，可输出城市名称，如广州/深圳。”，可选择
该类型。

– 选项列表：配置该类型时，表示提问后，给用户一些选项
进行选择。

– 5G消息：配置该类型时，表示选择5G消息进行提问。

这里选择“选项列表”。

文本 当“类型”选择“文本”或者“选项列表”时，需要设置提
问的文本内容，内容中的变量需要引入全局变量。

示例：订票日期：${context.date}，订票时间：$
{context.time}，出发地：${context.fromCity}，目的地：$
{context.toCity}，请问确定要预定吗？

其中${context.date}、${context.time}、$
{context.fromCity}、${context.toCity}是从“全局上下文”引
入变量而来。

选项列表 当“类型”“选项列表”时，请设置选项给用户选择。

单击“+新增”，创建如图2-1243所示五个选项：

– 确定，取值为“yes”。

– 修改日期，取值为“modifyDate”。

– 修改时间，取值为“modifyTime”。

– 修改出发地，取值为“modifyFromCity”。

– 修改目的地，取值为“modifyToCity”。

 
9. 如图2-1244所示，连接“提问”和“AI大脑”图元，设置连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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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4 连线并设置条件

表 2-379 条件设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条件类型 表示走该分支流程的条件，支持的类型有：表达式、模式
（即关键词匹配）、意图、其他。

这里选择“默认”。

模式 “条件类型”选择“模式”时才会出现该参数，设置模式
为步骤3.8中配置的取值，要保持一致。

动作 满足该分支条件后执行的动作。

单击“+新增动作”，这里选择“清除上下文变量”，变量
从“全局上下文”中选择“date”拖入。

表示当用户需要修改订票日期时，则清除之前用户输入的
日期信息。

 
10. 参考步骤3.9添加“提问”到“AI大脑”图元的连线，并设置其他四个分支。

表 2-380 分支说明

分支模式 动作

modifyTime 清除上下文变量“time”。

modifyFromCit
y

清除上下文变量“fromCity”

modifyToCity 清除上下文变量“t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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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图2-1245所示，拖入“调用服务”图元，在右侧“属性面板”设置该图元。

图 2-1245 配置“调用服务”图元

表 2-381 “调用服务”图元说明

参数 说明

类型 调用AppCube中已有的服务，支持以下两种类型。

– 执行脚本

– 执行服务编排

动作 选择具体要调用的脚本或服务编排。

这里需要提前开发好服务编排，用于用户订票时，往数
据库插入一条订票信息。

输入/输出 设置出参和入参。

 
12. 拖入“响应”图元，设置文本“已预定成功”，用于自动回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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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6 配置“响应”图元

13. 单击上方 ，保存对话。

步骤4 通过模拟器进行测试。

1. 如图2-1247所示单击右下角模拟器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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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7 使用模拟器

2. 模拟用户输入消息“帮我定个票”，查看效果，返回响应消息，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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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8 查看效果

----结束

扩展知识

● 当用户输入的消息相似，即开发者定义了类似的意图样例语句，这样智能对话中
有歧义存在时，该怎么处理呢？这时我们可通过创建一个“消除歧义”的智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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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来引导用户选择正确的意图。创建智能对话时，“对话类型”选择“消歧对
话”，“ 多显示意图数”为引导用户选择的意图选项。

注意：同一个服务号中，“消歧对话”只能创建一个。

图 2-1249 消除歧义

● 在编辑AI智能对话时，所有图元的说明请参见智能对话中图元说明。

2.21.1.4.9 智能对话中图元说明

自定义智能对话时需要设置对话流程，所用到的图元有以下几种，本章节介绍不同图
元的配置说明。

● 响应

● 提问

● AI大脑

● 调用服务

● 等待输入

● 用户位置

● 结束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199



图 2-1250 图元列表

响应

对话进行到该图元节点时会向用户发送消息，支持发送文本、选项列表、5G消息。

示例：如图2-1251所示，配置响应图元为一个5G消息，效果如图2-1252所示，当对
话进行到该图元节点时，会发送配置的5G消息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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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51 配置“响应”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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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52 配置效果

表 2-382 “响应”图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该图元的展示名称。

识别变量 从用户输入中提取实体对应值并保存到智能对话的变量中。单击
“+新增”可创建“识别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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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类型 当流程进行到该图元节点时，向用户发送的消息类型，支持设置
以下三种。

● 文本：表示向用户发送文本消息，需要设置具体的文本。

● 选项列表：表示向用户展示选项列表供用户选择，需要单击
“+新增”设置具体的选项列表项。

● 5G消息：表示向用户发送5G消息，需要参考制作5G消息内
容提前建好5G消息并设置具体的5G消息。

5G消息 当“类型”选择“5G消息”时，需要选择发送的5G消息。

文本 当“类型”选择“文本”或者“选项列表”时，需要设置发送的
文本内容，内容中的变量可引入全局变量。

选项列表 当“类型”“选项列表”时，请设置选项给用户选择。

单击“+新增”设置具体的选项列表项。

 

提问

该图元通过提问的方式，发送提问类的消息给用户，根据用户回复处理，对用户进行
输入引导。

图 2-1253 配置“提问”图元

表 2-383 “提问”图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该图元的展示名称。

识别变量 从用户输入中提取实体对应值并保存到智能对话的变量中。单击
“+新增”可创建“识别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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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类型 提问的类型：

● 文本：提问的类型为文本，例如提问的文本为“请问您要去
哪里旅游，可输出城市名称，如广州/深圳。”，可选择该类
型。

● 选项列表：配置该类型时，表示提问后，给用户一些选项进
行选择。

● 5G消息：配置该类型时，表示选择5G消息进行提问。

文本 当“类型”选择“文本”或者“选项列表”时，需要设置提问的
文本内容，内容中的变量需要引入全局变量。

示例：订票日期：${context.date}，订票时间：$
{context.time}，出发地：${context.fromCity}，目的地：$
{context.toCity}，请问确定要预定吗？

其中${context.date}、${context.time}、${context.fromCity}、
${context.toCity}是从“全局上下文”引入变量而来。

选项列表 当“类型”“选项列表”时，请设置选项给用户选择。

单击“+新增”，例如创建如下五个选项：

● 确定，取值为“yes”。

● 修改日期，取值为“modifyDate”。

● 修改时间，取值为“modifyTime”。

● 修改出发地，取值为“modifyFromCity”。

● 修改目的地，取值为“modifyToCity”。

动作 当收到用户回复后执行的动作，支持设置以下类型：

● 提取实体值：提取实体对应值并保存到智能对话的变量中。

● 提取媒体文件地址：提取媒体文件地址并保存到智能对话的
变量中。

● 提取正则表达式：提取正则表达式并保存到智能对话的变量
中。

● 拆分字符串：拆分字符串并保存到智能对话的变量中。

● 清除上下文变量：清除变量。

多提问次数 展开“高级设置”才会出现该参数。当执行动作失败后，会重复
向用户提问，此参数表示 多提问的次数。

执行动作失败时
给用户发送的消
息

展开“高级设置”才会出现该参数。表示执行动作失败时给用户
发送的文本消息。

超出提问次数时
给用户发送的消
息

展开“高级设置”才会出现该参数。表示超出提问次数时给用户
发送的文本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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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大脑

AI大脑为AI组件，用于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收集用户信息。

图 2-1254 配置“AI 大脑”图元

表 2-384 “AI 大脑”图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该图元的展示名称。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05



参数 说明

槽位 智能对话中AI组件需要获取的关键信息称为“槽位”。单击
“+新增”，设置如下信息，可创建槽位。

● 名称：槽位的名称，用于标识该槽位。

● 实体：选择该槽位对应的实体。

● 另存为：从“全局上下文”的变量拖入“另存为”中，例如
从用户自然语言中收集订票日期、订票时间、出发地、目的
地信息，存储在变量中。

单击槽位后的齿轮图标，设置当该槽位没有获取到相关信息时的
提问，单击“保存”。

图 2-1255 设置槽位的提问信息

是否一次询问所
有信息

展开“高级设置”才会出现该参数。表示请是否一次询问用户所
有信息，勾选后需要设置提问的内容。

提问的内容 展开“高级设置”且勾选“是否一次询问所有信息”才会出现该
参数。如果进入“AI大脑”图元时，所有槽位的值都为空，
ChatBot会发送该参数设置的提问内容。

示例：输入订票的日期，时间、出发地、目的地。

多提问次数 展开“高级设置”才会出现该参数。表示一个槽位 多发送提问
的次数。

示例：设置为“2”。

超出提问次数时
给用户发送的消
息

展开“高级设置”才会出现该参数。表示任一个槽位的提问超出
多提问次数时给用户发送的消息。

示例：无法获取必要的信息，订票失败。

 

调用服务

可调用脚本、服务编排、连接器或者图片模板，执行后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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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56 配置“调用服务”图元

表 2-385 “调用服务”图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该图元的展示名称。

识别变量 从用户输入中提取实体对应值并保存到智能对话的变量中。单击
“+新增”可创建“识别变量”。

类型 可调用AppCube中已有的服务，支持以下四种类型。

● 执行脚本

● 执行服务编排

● 调用连接器

● 图片合成

动作 “类型”设置为“执行脚本”或“执行服务编排”时，需要选择
具体调用的脚本或服务编排。

输入/输出 设置出参和入参。

连接器类型 “类型”设置为“调用连接器”时，需要选择具体要调用的连接
器类型。

连接器 “类型”设置为“调用连接器”时，需要选择具体要调用的连接
器。

图片模板 “类型”设置为“图片合成”时，需要选择具体要调用的图片模
板。

 

等待输入

等待用户输入，再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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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57 配置“等待输入”图元

表 2-386 “等待输入”图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该图元的展示名称。

长等待时间
（秒）

等待用户输入的 长等待时间，单位：秒。

 

用户位置

获取用户的位置，例如需要用户共享位置场景会用到该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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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58 配置“用户位置”图元

表 2-387 “用户位置”图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该图元的展示名称。

经度 获取用户位置的经度存在变量中。变量需要在“全局上下文”中
定义并拖入。

纬度 获取用户位置的纬度存在变量中。变量需要在“全局上下文”中
定义并拖入。

 

结束

“结束”图元节点代表对话流程的结束，该节点后不可添加其他节点。若设计对话流
程时没有添加“结束”图元，系统会默认在流程 后添加该图元。

2.21.1.4.10 制作底部菜单

配置底部菜单后，在ChatBot服务号底部单击左侧菜单图标，右侧会出现该服务号的快
捷菜单，底部菜单可关联某5G消息或者智能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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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59 菜单样例

前提条件
● 参考制作5G消息内容，已创建好菜单关联的5G消息。

● 参考通过关键词匹配创建智能对话，已创建好菜单关联的智能对话。

配置菜单

说明

这里介绍如何配置菜单，带有底部菜单的服务号实例具体开发过程请参见快速开发5G消息旅游
服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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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应用配置 > 菜单配置”。

图 2-1260 选择菜单配置

步骤2 单击底部的“+”，创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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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61 创建菜单

步骤3 新建并配置“文旅资讯”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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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8 菜单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菜单名称 菜单在底部界面显示的名称。

示例：文旅资讯

菜单内容 单击该菜单后触发的动作类型：

● 回复消息：用于回复信息。终端用户单击该菜单后，会从用户手
机端发一条消息到服务号，这个消息的内容即菜单名称。若设置
了关联消息或者关联对话，服务号会将关联的消息发送到终端用
户手机端或者进入关联的智能AI对话中。

● 打开链接：指示本地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地址，可链接到“我的
H5图文”或者“外部网页”。

● 拨打电话：通过本地拨号盘拨打电话。

● 显示位置：在用户端上展示一个地理位置。可以通过坐标拾取工
具拾取位置坐标，请输入位置名称和具体坐标。

● 请求位置：请求用户上传一个地理位置。

● 创建日程：在手机本地日历中创建一个日程。设置日程开始时
间、结束时间、标题和日程描述。

配置示例：菜单内容选“回复消息”，关联消息为已创建的“文旅
资讯”5G消息。

 

步骤4 单击底部菜单“文旅资讯”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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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设置菜单名称为“景点预约”，在左侧底部选中该菜单，单击“新增子菜单”。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14



图 2-1262 新增子菜单

步骤6 设置子菜单名称为“深圳市”，菜单内容为“回复消息”。关联选中“关联对话”，
可选择已创建的智能对话，也可单击关联对话下的“新建”。

配置后，终端用户单击该子菜单后，会从用户手机端发一条消息到服务号，这个消息
的内容即子菜单名称“深圳市”。设置关联对话，聊天界面会进入关联的智能AI对话
中。

步骤7 可选，若上一步关联对话选择“新建”，需要执行该步骤。新建关联对话，例如“景
点预约”，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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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9 创建对话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对话的名称。

示例：景点预约

对话类型 对话类型：

● 普通对话：基于用户消息中的关键字匹配或意图识别触发的
对话。

● 默认对话：无法识别关键字或用户意图时，触发默认对话。

● 消除歧义：当智能对话有歧义存在时，默认进入“消除歧
义”对话，引导用户选择正确的意图。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

● 用户意图识别：根据用户意图识别自动触发。

● 关键词匹配：根据用户发送的关键词自动触发。

例如：选择“关键词匹配”。

用户意图 “触发条件”为“用户意图识别”时，需要选择用户意图。

关键词 “触发条件”为“关键词匹配”，需要设置关键词，多个关键
词以英文逗号“,”间隔，支持“*”模糊匹配。

例如：*预约*

 

创建后，将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编排该对话的窗口。编排过程可参考通过关键词匹配创
建智能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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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为“景点预约”新建子菜单“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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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63 新增子菜单

步骤9 配置子菜单“广州市”，设置子菜单名称为“广州市”，菜单内容为“回复消息”。
关联选中“关联对话”，关联对话“景点预约”。

配置后，终端用户单击该子菜单后，会从用户手机端发一条消息到服务号，这个消息
的内容即子菜单名称“广州市”。设置关联对话，聊天界面会进入关联的智能AI对话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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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 单击底部菜单“景点预约”后的“+”，创建底部菜单。并设置该菜单内容为“联系我
们”。关联选中“关联消息”，关联已创建的5G消息“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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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64 创建“联系我们”菜单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20



图 2-1265 配置该菜单

步骤11 单击界面底部“保存”按钮。保存菜单设置。

步骤12 单击“导出”，将菜单文件发送评审。

----结束

2.21.1.4.11 配置语音识别

5G消息平台支持对用户语音进行识别，配置语音识别后，5G消息平台可将用户口述音
频或者语音文件识别成文本。

场景描述

在智能对话中，用户发送语音，可识别为文本消息进入AI智能对话流程。

配置过程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上方菜单栏中，选择“应用配置 > 第三方能力接入”。

步骤2 配置参数，单击“保存”。

表 2-390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鉴权方式 该功能使用了华为语音交互服务（Speech Interaction Service，简
称SIS）提供的能力，这里需要配置访问SIS的鉴权方式。

● 委托：通过创建委托，可以将SIS资源共享给AppCube。选择该
方式后，即可访问SIS，不需要输入访问密钥对（AK/SK）。

● AK/SK：通过IAM用户的访问密钥对（AK/SK）来进行鉴权。

名称 该配置的名称。

区域 SIS服务所在的区域，可以跨区域，即SIS和AppCube可不在同一个
区域。

更多语音交互服务说明可参考语音交互服务 SIS 产品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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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访问密钥 “鉴权方式”配置为“AK/SK”，需要配置该参数。访问密钥对中
“Access Key Id”对应的值。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

密钥 “鉴权方式”配置为“AK/SK”，需要配置该参数。访问密钥对中
“Secret Access Key”对应的值。

参考获取AK/SK获取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对。

项目ID “鉴权方式”配置为“AK/SK”，需要配置该参数。SIS服务区域
对应的项目ID。

获取方法为：登录华为云的管理控制台，在用户名的下拉列表
中，单击“我的凭证”，在“API凭证”页签中项目列表区域查看
SIS服务区域对应的项目ID。

描述 “鉴权方式”配置为“AK/SK”，需要配置该参数。表示该配置的
描述信息。

 

----结束

2.21.1.4.12 群发 5G 消息

AppCube支持通过任务投放给终端用户发送5G消息，支持群发。

场景描述

通过任务投放给终端用户群发5G消息。

前提条件
● 企业用户已申请开通5G消息并订购AppCube，具体操作请参考准备工作。

● 已创建5G消息应用，具体操作请参考创建5G消息应用。

● 已完成服务号5G消息的通道信息配置，具体操作请参考步骤2。

● 已制作好5G消息卡片内容，具体操作请参考制作5G消息内容。

创建群发任务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投放管理 > 任务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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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66 选择任务投放

步骤2 在“5G消息”页签单击“+新建”，配置任务投放，单击“创建”。

图 2-1267 新建 5G 消息投放任务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23



表 2-391 配置任务投放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名称 新建投放任务的名称。

描述 新建投放任务的描述信息。

投放计划 选择投放计划，支持“立即投放”和“定时投放”。若选择
“定时投放”，需要设置任务投放的启动时间。

投放内容 选择参考制作5G消息内容操作中，制作好的5G消息卡片内
容。

回落设置 在终端不支持5G消息的情况下，由系统回落该消息为视频短
信或者短消息或阅信进行发送。

选择审核通过的视频短信或短消息或阅信。

投放对象 请输入接收方手机号码，若有多个号码，以英文逗号“,”隔
开。支持批量导入号码，请选择“下载样例”，下载后填写
信息再单击“上传文件”，选择.csv文件进行上传。

支持投放的 大量为100万条。

 

----结束

2.21.1.4.13 制作并群发视频短信

AppCube支持发送视频短信（即彩信）。首先您需要创建视频短信，然后通过投放任
务给终端用户发送视频短信，支持群发。

场景描述

例如，某外卖品牌推出了工作团餐，通过AppCube制作如图2-1268所示促销视频短信
内容，使用群发视频短信的方式投放至终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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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68 推广工作团餐

前提条件
1. 华为云企业用户需要进行iTA注册，申请视频短信签名，购买视频短信服务，申请

视频短信模板。

业务开通结果以及接入帐号密码和签名等信息会通过邮件的形式通知申请人。

2. 已创建5G消息应用，具体操作请参考创建5G消息应用。

3. 已完成视频短信通道配置。

a. 在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上方菜单栏中，选择“应用配置 > 通道配置”。

b. 选择“视频短信”页签，配置视频短信通道信息。配置值从1中申请通过后收
到的邮件中获取。

其中“视频短信地址”为ITA的发送视频短信接口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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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视频短信

步骤1 新建企业签名。

企业签名用于在视频短信中携带，用于标识发送的企业。如图2-1269所示，短信中
【X外卖】即企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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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69 企业签名

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投放管理 > 企业签名”。

图 2-1270 选择企业签名

2. 单击“新建”，创建企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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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71 创建企业签名

表 2-392 企业签名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企业名称 企业的名称。

和前提条件中申请视频短信签名时填入的企业名称保持一
致。

*企业信息签名 视频短信中携带的签名内容，格式【xxxx】。

和前提条件中申请视频短信签名时填入的“信息服务签名”
保持一致。

*企业ID 企业的ID。

和前提条件中申请视频短信签名成功后，发送通知邮件中的
企业ID保持一致。

描述 描述信息。

 

步骤2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内容管理 > 内容制作”，选择“我的视频短信”页
签，单击“+ 新建视频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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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72 新建视频短信

步骤3 配置视频短信。

1. 设置视频短信名称，例如“X外卖”。

图 2-1273 设置名称

2. 设置主题，例如“X外卖，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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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74 设置主题

3. 设置视频短信类型，从“组件”中拖拽“多行文本”到编辑区域，设置短信内
容。

图 2-1275 设置短信内容

类型有以下三种：

– 静态模板：短信内容不携带变量。短信内容示例为“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推出
了工作团餐， 低25元起，您可以微信关注X公众号进行预约订餐。工作餐单
日的 大出餐量可达1万份，缓解疫情期间线下用餐的公共卫生压力。许多岗
位，陆陆续续已经开始复工，但目前仍然是防疫、抗疫的关键时期，您身体
的安好，是我们始终的希望，吃上一顿好饭，也是我们始终的坚守，X外卖，
随时为您提供一顿好饭。不用回复~”。

– 固定参数动态模板：短信内容中需要携带动态变量参数。动态变量参数请使
用“#p_N#”进行占位，其中N<=10，且为正整数。短信内容示例为“我们
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工作团餐， 低#p_1#元起”。

– 个性化参数动态模板：短信内容中需要携带动态变量参数。且动态变量参数
可能根据发送手机号码不同而变动。例如用户A收到的短信内容为“您的话费
余额100元”，用户B收到短信内容为“您的话费余额80元”，具体话费需要
动态展示，则该短信需要配置为“个性化参数动态模板”。在后续步骤1.3配
置投放任务时下载模板填写号码和参数。

4. 选择步骤1中创建的企业签名，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勾选“签名信息单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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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左侧选择“素材”，在“我的素材”中上传素材。选中合适的素材（图片或者
视频）拖入到右侧编辑框中。

您也可选择“素材市场”，选用环境中已有的素材。

图 2-1276 选择素材

6. 依次单击上方 ，保存并提交审核。

步骤4 单击左上角“5G”，可返回视频短信首页。

图 2-1277 返回视频短信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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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鼠标放在已创建好的视频短信，单击消息上的图标，可预览、编辑和删除该视频短信。支持预览
不同手机型号下的配置效果。

图 2-1278 我的视频短信

步骤5 鼠标放在已创建好的视频短信，单击消息上的预览图标，可在线预览多品牌终端显示
效果。

图 2-1279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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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80 多品牌终端显示效果

----结束

创建群发视频短信任务

步骤1 创建群发的任务投放。

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投放管理 > 任务投放”。

图 2-1281 选择任务投放

2. 选择“视频短信”页签。

3. 单击“+新建”，配置任务投放，单击“创建”。

表 2-393 配置任务投放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名称 任务的名称。

描述 任务描述信息。

投放计划 支持“立即投放”和“定时投放”。若选择“定时投
放”，需要设置投放任务的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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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投放内容 选择审核通过的视频短信。

*投放对象 请输入接收方手机号码，若有多个号码，以英文逗号
“,”间隔。支持批量导入号码，请选择“下载样例”，
下载后填写信息再单击“上传文件”，选择.csv文件进行
上传。

若之前步骤3.3中编辑短信内容时，设置了参数，请在
Excel文件中填写各号码对应的参数值，即“p1”、
“p2”等等值。

支持投放的 大量为100万条。

 

例如，创建立即投放任务后，投放对象会收到相关视频短信。

----结束

2.21.1.4.14 投放微信消息

AppCube支持通过投放任务给微信公众号订阅者发送微信消息。

场景描述

通过5G消息平台的微信投放功能，向魔方微信公众号“AppCube应用”订阅者发送微
信消息。

前提条件

1. 已创建5G消息应用，具体操作请参考创建5G消息应用。

2. 已完成微信通道配置，配置后才可将微信图文内容投放至微信公众号订阅者。

a. 在5G消息应用开发平台上方菜单栏中，选择“应用配置 > 通道配置”。

b. 选择“微信”页签，配置微信认证公众号信息。

表 2-394 通道参数信息

参数 说明

开发者ID
（AppID）

微信公众号开发识别码，配合开发者密码可调用公众号的接
口能力。在微信公众平台申请公众帐号后，微信会自动分配
对应的AppID。

获取方法：用注册的公众帐号和密码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在
微信公众平台“开发 > 基本配置”里面查看“AppID”取
值。商户的公众帐号审核通过邮件中也会包含该字段值。

开发者密
码
（AppSecr
et）

是校验公众号开发者身份的密码，具有极高的安全性。

获取方法：用注册的公众帐号和密码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在
微信公众平台“开发 > 基本配置”里面单“AppSecret”后的
“重置”进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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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创建并制作微信图文内容。

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内容管理 > 内容制作”，选择“我的微信图
文”页签，单击“+ 新建微信图文”。

2. 设置微信图文名称，例如“AppCube入选”。

图 2-1282 设置微信图文名称

3. 输入微信图文的文字内容，选中文字，可设置字体、字体大小、颜色、样式等。

图 2-1283 设置文字

4. 上传素材图片并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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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84 拖入素材

5. 编排完内容后，设置微信消息封面、作者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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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85 设置封面

6. 单击上方 ，保存消息。

步骤2 创建并配置微信投放任务。

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上方选择“投放管理 > 任务投放”。

图 2-1286 选择任务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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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微信消息”页签。

3. 单击“+新建”，配置任务投放，单击“创建”。

表 2-395 配置任务投放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名称 任务的名称。

描述 任务描述信息。

投放计划 支持“立即投放”和“定时投放”。若选择“定时投
放”，需要设置投放任务的启动时间。

*投放内容 选择参考步骤1制作好的微信图文内容。

若不选用步骤1制作的微信图文内容，还可单击“请选择
消息”后，在弹出的页面单击“新建”，新建并选用其他
微信图文内容。

*投放对象 保持默认“全部订阅用户”，表示微信公众号的所有订阅
者。

 

例如，创建立即投放任务后，微信公众号订阅者会收到相关微信消息。

----结束

2.21.1.4.15 移动端模拟访问服务号

AppCube支持通过移动端浏览器扫码模拟访问服务号。

场景描述

用户在开发5G消息服务过程中，通过扫描二维码在移动端访问模拟器实时预览服务号
效果。

前提条件
● 已创建5G消息应用，具体操作请参考创建5G消息应用。

● 用户Chatbot页面完成菜单、自动回复和5G消息制作等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5G消息应用开发界面右下角，单击“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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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87 单击模拟器

步骤2 选择模拟器下方的扫码体验，单击生成二维码，手机端扫码查看实时预览效果。

图 2-1288 单击扫码体验

说明

移动端访问模拟器网页版，仅限服务号开发人员访问。

----结束

2.21.2 AI 应用开发指导

2.21.2.1 什么是 AI 应用

基本概念

AI（人工智能）是通过机器来模拟人类认识能力的一种科技能力。AI 核心的能力就
是根据给定的数据做出判断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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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魔方 AppCube提供了开发AI应用的能力，目的就是将隐藏在一大堆数据背后的信
息进行集中处理并提炼，总结得到所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从而提供相应的服务。

说明

AppCube提供的AI应用开发能力为白名单特性，需要联系后台管理人员开通后方可使用。

AI 分类

AI应用根据业务服务场景，分为如下几类：

● 数据预测

预测类AI应用采用预测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某业务场景相关对象的数据，对未来
的业务数据做出预测，有助于更好地制定业务决策。

● 精准推荐

推荐类AI应用采用预置的推荐算法，通过分析相关对象数据，精确匹配出相似的
对象，实现精准推荐。

● 工单分类

工单类AI应用通过融入AI智能机器学习和分析，全面提升工单类服务效率和质
量。

● 目标检测

采用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的方法，发现图像或视频中的对象实例并定位标记出
来。

2.21.2.2 如何开发预测类 AI 应用

预测类AI应用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对未来的数据进行预测，有助于更好地制定业务决
策。

场景描述

根据用户访问某网站产品网页的数据，分析用户访问页面的平均退出率值。平均退出
率高，说明该页面对用户的吸引不大；相反，则说明该页面产品有较大吸引力。分析
影响用户访问页面的平均退出率值的相关字段，根据分析结果预测相关字段取其他值
时的平均退出率值。

前提条件

1. 在AppCube管理中心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入”，
单击“新建”，导入对象依赖的选项列表数据包“picklist.zip”（单击下载链接获
取该包）。

2. 预测前，需要准备好预测对象“aienable__onlineshopperintension__CST”及预
测字段，预测字段的数据类型要求为数字、币种金额、百分比、复选框、选项列
表或选项列表（多项选择）。

本节示例场景下请参考如下方法导入对象元数据：在AppCube管理中心左侧导航
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元数据导入”，单击“新建”，导入元数据
包“预测类AI应用对象元数据表.zip”（单击下载链接获取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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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6 aienable__onlineshopperintension__CST 对象说明

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数据
类型

字段描述

Administ
rative

aienable__Admini
strative__CST

数字 访问者访问的有关帐户管理的页面数

ExitRates aienable__ExitRat
es__CST

数字 访问者访问页面的平均退出率值

BounceR
ates

aienable__Bounc
eRates__CST

数字 访问者访问页面的平均跳出率值

ProductR
elated_D
uration

aienable__Produc
tRelatedDuration
__CST

数字 访问者在产品相关页面上花费的总时
间（以秒为单位）

ProductR
elated

aienable__Produc
tRelated__CST

数字 访问者访问的有关产品相关页面的页
面数

Informati
onal_Dur
ation

aienable__Inform
ationalDuration_
_CST

数字 访问者在信息页面上花费的总时间
（以秒为单位）

Informati
onal

aienable__Inform
ational__CST

数字 访问者访问的有关网站、通讯和购物
网站地址信息的页面数

Administ
rative_Du
ration

aienable__Admini
strativeDuration_
_CST

数字 访问者在帐户管理相关页面上花费的
总时间（以秒为单位）

TrafficTy
pe

aienable__Traffic
Type__CST

选项
列表

访问者到达网站的流量来源（例如横
幅、短信、直接）

Region aienable__Region
__CST

选项
列表

访问者开始会话的地理区域

Browser aienable__Brows
er__CST

选项
列表

访客浏览器

Operatin
gSystems

aienable__Operat
ingSystems__CST

选项
列表

访客操作系统

Month aienable__Month
__CST

选项
列表

访问日期的月份值

SpecialD
ay

aienable__Special
Day__CST

数字 网站访问时间与特殊日子的接近程度

PageValu
es

aienable__PageV
alues__CST

数字 访问者访问页面的平均页面价值

Revenue aienable__Reven
ue

选项
列表

标识客户 终是否进行了交易

Weekend aienable__Weeke
nd

选项
列表

指示访问日期是否为周末的布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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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数据
类型

字段描述

VisitorTy
pe

aienable__Visitor
Type

选项
列表

访客类型为“新访客”、“回访者”
和“其他”

 

3. 已准备好用于分析的历史数据，其中可以分析的有效数据要求不低于50条。

本节示例场景下请参考如下方法导入数据：在AppCube管理中心左侧导航栏中，
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入”，单击“新建”，导入数据包“预测类
AI应用数据样例.zip”（单击下载链接获取该包）。

创建预测类 AI 应用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AI应用”。

步骤2 单击“创建场景式AI服务”。

步骤3 设置AI应用名称、描述信息（可选），选择“预测服务”类型，单击“确定”。

步骤4 选择要预测的对象“aienable__onlineshopperintension__CST”和字段
“aienable__ExitRates__CST”，单击“下一步”。

支持预测的字段数据类型为：数字、币种金额、百分比、复选框、选项列表、选项列
表（多项选择）。

图 2-1289 选择预测字段

步骤5 选择与预测结果相关的字段，保持默认，单击“下一步”。

可以在预测结果所在的对象中选择和预测的结果有关的字段，也可以从与该对象存在
多对一关联关系的对象中选择。根据选择的字段与训练数据集，系统将自动学习它们
与预测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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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单击“检查数据”，查看可用数据记录数是否足够，如图2-1290所示，表示满足要
求，单击“下一步”。

默认会检查当前环境中步骤5选择字段的所有数据，有效数据会进行计数，至少需要50
条有效数据用于训练。系统也支持通过设置筛选条件使用指定行数据进行训练。选择
“指定行”，单击“+添加条件”可设置筛选条件。

当训练的可用数据不满足记录数要求时，可参考如何使用布局增删改查对象数据增加
有效数据，再次单击“检查数据”。

图 2-1290 选择训练数据

步骤7 检查配置是否正确，单击“开始训练”。

系统将根据数据训练预测模型，通常需要花费几分钟，请耐心等待。

步骤8 查看此训练相关的详细信息，包括性能评估、影响因子及各影响力，单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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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状态为“已发布”，表示场景式AI服务发布成功。

图 2-1291 已发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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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编排中使用 AI 服务

步骤1 预测模型发布后，在图2-1291中单击“使用”，可使用该预测模型进行预测。

系统支持使用服务编排或者脚本来调用预测服务。

步骤2 选择使用该预测服务的应用，保持默认所选页签“在Flow中使用”，单击“开发”。

图 2-1292 在服务编排中使用

系统会自动为所选应用创建好“AIExample”文件夹和归属于该文件夹的服务编排。

步骤3 在弹出的服务编排编辑页面查看如下信息。

1. 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查看到系统已自动创建如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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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93 查看变量

表 2-397 变量说明

变量名 类型 描述

dataInputs 任意 输入参数。

resCode 文本 返回码，如果返回“0”代表请求成功。

resMsg 文本 返回消息，如果成功状态，通常会返回
“成功”，其他情况会返回具体的错误信
息。

result 任意 调用预测服务请求返回的预测字段取值。

 
2. 查看整个服务编排的入参、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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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94 查看入参出参

3. 选择预测服务图元，查看配置信息。

图 2-1295 图元配置

步骤4 单击编辑器上方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5 单击编辑器上方 ，运行服务编排。输入入参。入参可从图2-1292中“输入参数详

情”区域单击 获取。给入参即相关字段配上测试值。
{
  "dataInputs": {
    "aienable__AdministrativeDuration__CST": "222",
    "aienable__Administrative__CST": "221",
    "aienable__BounceRates__CST": "118",
    "aienable__InformationalDuration__CST": "1144",
    "aienable__Informational__CST": "112",
    "aienable__PageValues__CST": "11",
    "aienable__ProductRelatedDuration__CST": "12",
    "aienable__ProductRelated__CST": "11",
    "aienable__SpecialDay__CST": "11",
    "aienable__Browser__CST": "123",
    "aienable__Month__CST": "123",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47



    "aienable__OperatingSystems__CST": "123",
    "aienable__Region__CST": "123",
    "aienable__Revenue__CST": "123",
    "aienable__TrafficType__CST": "122",
    "aienable__VisitorType__CST": "111",
    "aienable__Weekend__CST": "111"
  }
}

输出结果，表示调用预测服务成功，输出的“value”值为预测字段
“aienable__ExitRates__CST”的预测值。

{
    "interviewId": "002N000000pLp8qlHHQ8",
    "outputs":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value": 0.1666532122219126
        }]
    }
}

步骤6 单击编辑器上方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在脚本中使用 AI 服务

步骤1 预测模型发布后，在图2-1291中单击“使用”，可使用该预测模型进行预测。

系统支持使用服务编排或者脚本来调用预测服务。

步骤2 选择使用该预测服务的应用，选择页签“在Script中使用”，单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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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96 在脚本中使用

系统会自动为所选应用创建好调用该AI的脚本。代码如下：
import * as aienable from 'aienable';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Any",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name" })
  name: string;  // name为已发布的预测/推荐服务名称
  @action.param({ type: "Any",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input" })
  dataInputs: JSON;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Any" })
  result: JSON;
}

export class testAIEnable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do a operation" })
  run(input: Input): void {
    let client = aienable.newClient("prediction_services")
    let result = client.predict(input.name, input.dataInputs);
    console.log(result)
  }
}

步骤3 单击编辑器上方 ，保存脚本。

步骤4 单击编辑器上方 ，运行脚本。

步骤5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参数，可从图2-1296中“输入参数详情”区域

单击 获取，给入参即相关字段配上测试值。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
  "name": "test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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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Inputs": {
    "aienable__AdministrativeDuration__CST": "222",
    "aienable__Administrative__CST": "221",
    "aienable__BounceRates__CST": "118",
    "aienable__InformationalDuration__CST": "1144",
    "aienable__Informational__CST": "112",
    "aienable__PageValues__CST": "11",
    "aienable__ProductRelatedDuration__CST": "12",
    "aienable__ProductRelated__CST": "11",
    "aienable__SpecialDay__CST": "11",
    "aienable__Browser__CST": "123",
    "aienable__Month__CST": "123",
    "aienable__OperatingSystems__CST": "123",
    "aienable__Region__CST": "123",
    "aienable__Revenue__CST": "123",
    "aienable__TrafficType__CST": "122",
    "aienable__VisitorType__CST": "111",
    "aienable__Weekend__CST": "111"
  }
}

输出日志如下，表示调用预测服务成功，输出的“value”值为预测字段
“aienable__ExitRates__CST”的预测值。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启用脚本。

----结束

2.21.2.3 如何开发推荐类 AI 应用

推荐类AI应用通过分析用户历史行为，快速推荐合适的内容给感兴趣的用户。

场景描述

根据所有客户的历史下单情况给某些客户精准推荐感兴趣的产品。

前提条件

1. 在AppCube管理中心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入”，
单击“新建”，导入对象依赖的选项列表数据“picklist.zip”（单击下载链接获取
该包）。

2. 推荐前，需要准备好有效的推荐内容、接收人、交互对象。

本节示例场景下请参考如下方法导入对象元数据：在AppCube管理中心左侧导航
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元数据导入”，单击“新建”，导入元数据
包“推荐类AI应用对象元数据表.zip”（单击下载链接获取该包）。

– 推荐内容表示您想要推荐的内容，例如产品对象
“aienable__product__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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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人表示接收推荐的人，例如互联网用户对象
“aienable__customer__CST”。

– 交互对象表示推荐对象与接收人对象之间的交互对象，例如订购关系对象
“aienable__order__CST”。

表 2-398 aienable__product__CST 对象说明

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数据
类型

字段描述

product_id aienable__produ
ctId__CST

文本 产品ID。

product_cat
egory_nam
e

aienable__produ
ctCategoryNam
e__CST

文本 产品所属分类。

product_na
me_lenght

aienable__produ
ctNameLenght_
_CST

数字 产品名称。

product_des
cription_len
ght

aienable__produ
ctDescriptionLe
nght__CST

数字 产品描述信息。

product_ph
otos_qty

aienable__produ
ctPhotosQty__C
ST

选项
列表

展示该产品的图片数量。

product_wei
ght_g

aienable__produ
ctWeightG__CST

数字 产品重量。

product_len
gth_cm

aienable__produ
ctLengthCm__C
ST

数字 产品长度。

product_hei
ght_cm

aienable__produ
ctHeightCm__CS
T

数字 产品高度。

product_wi
dth_cm

aienable__produ
ctWidthCm__CS
T

数字 产品宽度。

 

表 2-399 aienable__customer__CST 对象说明

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数据
类型

字段描述

customer_s
tate

aienable__custo
merState__CST

选项
列表

客户所在地区。

customer_i
d

aienable__custo
merId__CST

文本 客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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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00 aienable__order__CST 对象说明

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 数据
类型

字段描述

order_id aienable__orderI
d__CST

文本 订单ID。

customer_i
d

aienable__custo
merId__CST

文本 客户ID。

product_id aienable__produ
ctId__CST

文本 产品ID。

price aienable__price_
_CST

数字 产品单价。

freight_valu
e

aienable__freigh
tValue__CST

数字 包装重量。

order_statu
s

aienable__order
Status__CST

选项
列表

订单状态。

order_purc
hase_timest
amp

aienable__order
PurchaseTimest
amp__CST

文本 客户下单该产品日期。

order_deliv
ered_custo
mer_date

aienable__order
DeliveredCusto
merDate__CST

文本 产品预计开始邮寄的日期。

order_estim
ated_delive
ry_date

aienable__order
EstimatedDelive
ryDate__CST

文本 产品预计到手日期。

 

3. 已准备好用于分析的历史数据。其中推荐内容数据至少需要10条，接收人数据至
少需要10条，交互对象数据至少需要50条。

本节示例场景下请参考如下方法导入数据：在AppCube管理中心左侧导航栏中，
选择“系统管理 >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入”，单击“新建”，导入数据包“推荐类
AI应用数据样例.zip”（单击下载链接获取该包）。

创建推荐类 AI 应用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AI应用”。

步骤2 单击“创建场景式AI服务”。

步骤3 设置应用名称、描述信息（可选），选择“推荐服务”类型，单击“确定”。

步骤4 根据业务需求，选择推荐内容对象、接收人对象以及交互对象，单击“下一步”。

步骤5 选择与推荐内容与接收人有关的字段，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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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检查配置是否正确，单击“开始训练”。

系统将根据数据训练推荐项目模型，通常需要花费几分钟，请耐心等待。

步骤7 查看此训练相关的详细信息，单击“发布”。

如下图所示，状态为“已发布”，表示场景式AI服务发布成功。

图 2-1297 已发布

----结束

在服务编排中使用 AI 服务

步骤1 推荐模型发布后，在图2-1297中单击“使用”，可使用该推荐模型进行推荐。

系统支持使用服务编排或者脚本来调用推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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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选择使用该推荐服务的应用，保持默认所选页签“在Flow中使用”，单击“开发”。

图 2-1298 在服务编排中使用

系统会自动为所选应用创建好“AIExample”文件夹和归属于该文件夹的服务编排。

步骤3 在弹出的服务编排编辑页面查看如下信息。

1. 在页面右侧选择 ，在全局上下文页面查看到系统已自动创建如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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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99 查看变量

表 2-401 变量说明

变量名 类型 描述

dataInputs 任意 输入参数。

resCode 文本 返回码，如果返回“0”代表请求成功。

resMsg 文本 返回消息，如果成功状态，通常会返回
“成功”，其他情况会返回具体的错误信
息。

result 任意 调用推荐服务请求返回的推荐内容。

 
2. 查看整个服务编排的入参、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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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00 查看入参出参

3. 选择推荐服务图元，查看配置信息。

图 2-1301 图元配置

步骤4 单击编辑器上方 ，保存服务编排。

步骤5 单击编辑器上方 ，运行服务编排。输入入参。入参可从图2-1298中“输入参数详

情”区域单击 获取。给入参即相关字段配上测试值。

其中“recipients_id”为步骤5配置的接收人对象字段值，该场景表示接受推荐内容的
客户ID。以下输入参数中“fff7466a253c0e59499ea943462c10f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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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ea793bab5253b52c7f73f0e120b74”为有效的客户ID，
“6775ba6a3e92020abc8e6cd6e19e867a”为无效的客户ID，即该客户ID不存在。

“N”表示给接收人推荐的产品数量。
{
  "dataInputs": {
    "recipients_id": [
      "fff7466a253c0e59499ea943462c10f9",
      "677ea793bab5253b52c7f73f0e120b74",
      "6775ba6a3e92020abc8e6cd6e19e867a"
    ],
    "N": 3
  }
}

输出以下结果，表示调用推荐服务成功，给有效客户ID的推荐内容为步骤5配置的产品
ID。其中“rating”值为预测接收人购买该产品的概率。这里看出，当输入无效客户ID
时，不会推荐相关内容。

{
  "interviewId": "002N000000pLvvBbbBke",
  "outputs":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result": {
      "677ea793bab5253b52c7f73f0e120b74":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727b4e9463bfa0b43bf97397c4b7c44",
          "rating": 0.9780523919210801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8e3dad74a022a8e41571be503143e5b",
          "rating": 0.9343108103239535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8efb9b638561ce132216a9a612513e2",
          "rating": 0.9228962093643385
        }
      ],
      "fff7466a253c0e59499ea943462c10f9":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727b4e9463bfa0b43bf97397c4b7c44",
          "rating": 1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7f2bc497c1a3ebe41ba7a06d78ed159",
          "rating": 0.979109618457509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74597aaf385996112490308e37399ce",
          "rating": 0.9502617871072747
        }
      ]
    }
  }
}

步骤6 单击编辑器上方 ，启用服务编排。

----结束

在脚本中使用 AI 服务

步骤1 推荐模型发布后，在图2-1297中单击“使用”，可使用该推荐模型进行推荐。

系统支持使用服务编排或者脚本来调用推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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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选择使用该推荐服务的应用，选择页签“在Script中使用”，单击“开发”。

图 2-1302 在脚本中使用

系统会自动为所选应用创建好调用该AI的脚本。代码如下：
import * as aienable from 'aienable';

export class Input {
    @action.param({ type: "Any",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name" })
    name: string;  // name为已发布的预测/推荐服务名称
    @action.param({ type: "Any", required: false, description: "input" })
    dataInputs: JSON;
}

export class Output {
    @action.param({ type: "Any" })
    result: JSON;
}

export class testAIEnable {
    @action.method({ input: "Input", output: "Output", description: "do a operation" })
    run(input: Input): void {
        let client = aienable.newClient("recommendation_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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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result = client.recommend(input.name, input.dataInputs);
        console.log(result)
    }
}

步骤3 单击编辑器上方 ，保存脚本。

步骤4 单击编辑器上方 ，运行脚本。

步骤5 在页面底部“输入参数”页签输入请求参数，在图2-1302中“输入参数详情”区域单

击 获取，给入参即相关字段配上测试值。单击测试窗口右上角 图标。

其中“recipients_id”为步骤5配置的接收人对象字段值，该场景表示接受推荐内容的
客户ID。以下输入参数中“fff7466a253c0e59499ea943462c10f9”和
“677ea793bab5253b52c7f73f0e120b74”为有效的客户ID，
“6775ba6a3e92020abc8e6cd6e19e867a”为无效的客户ID，即该客户ID不存在。

“N”表示给接收人推荐的产品数量。

{
    "name": "test_02",
    "dataInputs": {
        "recipients_id": [
            "fff7466a253c0e59499ea943462c10f9",
            "677ea793bab5253b52c7f73f0e120b74",
            "6775ba6a3e92020abc8e6cd6e19e867a"
        ],
        "N": 3
    }
}

输出以下结果，表示调用推荐服务成功，给有效客户ID的推荐内容为步骤5配置的产品
ID。其中“rating”值为预测接收人购买该产品的概率。这里看出，当输入无效客户ID
时，不会推荐相关内容。

{
     resCode: '0', 
     resMsg: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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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 {
         677ea793bab5253b52c7f73f0e120b74: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727b4e9463bfa0b43bf97397c4b7c44', 
                 rating: 0.9780523919210801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8e3dad74a022a8e41571be503143e5b', 
                 rating: 0.9343108103239535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8efb9b638561ce132216a9a612513e2', 
                 rating: 0.9228962093643385
             } ], 
         fff7466a253c0e59499ea943462c10f9: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727b4e9463bfa0b43bf97397c4b7c44', 
                 rating: 1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7f2bc497c1a3ebe41ba7a06d78ed159', 
                 rating: 0.979109618457509
             }, {
                 aienable__productId__CST: '574597aaf385996112490308e37399ce', 
                 rating: 0.9502617871072747
             } ]
     }
 }

步骤6 单击代码编辑页面上方 ，启用脚本。

----结束

2.21.2.4 如何开发工单类 AI 应用

工单类AI应用通过融入AI智能机器学习和分析，全面提升工单类服务效率和质量。

前提条件

已准备好有效的工单类数据文件，包括：工单内容、工单类别，工单数据至少50行。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AI应用”。

步骤2 单击“创建场景式AI服务”。

步骤3 设置AI应用名称、描述信息（可选），选择“工单服务”类型，单击“确定”。

步骤4 单击“选择数据文件”，选择已准备好有效的工单类数据文件，也可单击“下载模
板”将模板文件下载到本地填充工单数据。单击“下一步”。

有效的工单类数据文件包括：工单内容、工单类别，工单数据至少50行。

应用魔方
用户指南（低代码） 2 经典版应用开发指导

文档版本 01 (2023-03-2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60



图 2-1303 已上传工单数据文件

步骤5 选择工单内容字段、类别ID字段、类别描述字段，单击“下一步”。

单击字段后的 可查看字段含义。

步骤6 请检查配置是否正确，单击“开始训练”。

系统将根据数据训练推荐项目模型，通常需要花费几分钟，请耐心等待。

步骤7 查看此训练相关的详细信息。单击“发布”。

如下图所示，状态为“已发布”，表示AI服务发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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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04 已发布

步骤8 在服务编排或者脚本中使用AI应用，具体操作可参考在服务编排中使用AI服务、在脚
本中使用AI服务。

----结束

2.21.2.5 如何开发目标检测类 AI 应用

采用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的方法，发现图像或视频中的对象实例并定位标记出来。

前提条件

● OBS桶已预置原始图片目录和标注保存目录。

● OBS桶中，用于训练的有效图片至少100张，且确保待检测的目标物体出现在图片
中，并占一定的像素面积。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AI应用”。

步骤2 单击“创建场景式AI服务”，设置AI应用名称、描述信息（可选），选择“目标检
测”类型，单击“确定”。

步骤3 选择希望训练模型的方式，单击“下一步”。

步骤4 配置数据源，单击“下一步”。

说明

配置数据存储位置和认证信息，“桶名称”是指用于保存图片数据的OBS桶，“原始图片目录”
是指待标注图片在桶中的保存位置，“标注结果目录”是指图片标注后（连同标注文件）在桶中
的保存位置（原始图片标注后会转移到标注目录中）。

步骤5 设置标注数据，单击“下一步”。

请根据需要，设置检测的目标在页面右侧设置标签和对应颜色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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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05 标注数据

支持自动标注，请将所有待确认图片确认完后再启动自动标注。

图 2-1306 自动标注

说明

可关闭自动标注任务页面，通过【我的AI服务】中任务【开发】操作可查看进度。任务过程中也
支持取消自动标注。

单击图片，将进入对应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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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07 图片标注设置

说明

● 每张图片可以标注多类目标标签，每类标签需要标记至少100张图片才能进行标注训练。为
每类标签标注200张以上的图片，会使训练得到的模型精度更高。

● 若待标注图片数量较多，建议每类标签标注100张图片后成功进行一次模型训练，并发布一
个模型版本；然后可根据已发布版本对其余图片进行自动标记。

步骤6 检查模型摘要是否正确，单击“开始训练”。

系统会根据数据训练目标检测模型，通常需要花费数小时，因数据量和标签数量而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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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08 检查模型摘要

步骤7 查看此训练相关的详细信息，单击“发布”。

如下图所示，状态为“已发布”，表示AI服务发布成功。

图 2-1309 已发布

步骤8 如何在服务编排或脚本中使用AI应用，请参见在服务编排中使用AI服务、在脚本中使
用AI服务。

----结束

2.21.2.6 使用优选 AI 服务

AppCube预置了表2-402中的AI服务模板，供您直接使用。

表 2-402 预置 AI 服务模板说明

模板名 用途

安全围栏
检测

用于检测施工现场图像中是否摆放安全围栏，包括蓝白色、红白色等
常见安全围栏颜色，并能同时检测图像中多个围栏。

安全服检
测

用于检测施工现场图像中工人是否穿着安全服，包括蓝色、橙色、灰
色等常见安全服颜色，并能同时检测图像中多个人体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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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名 用途

安全帽检
测

用于检测工地图像中的安全帽位置，包括黄色、橙色、红色等常见安
全帽颜色，并能同时识别图像中的多个安全帽。

需要保证待检测安全帽不被遮挡。

文本情绪
识别

用于通过对文本表达的情绪评分，识别文本包含的正向（51分-100
分）、负向（0分-50分）情绪。

通用OCR 用于识别图片中的水平方向文字内容和位置，文字类型包括中文（不
含生僻字）、英文、数字和特殊字符，用于文档或者短文本识别。

需要保证待识别文字清晰且并不被涂抹。

健康码识
别

用于识别中国大陆个人健康码图像中的人员名称、时间和健康状况等
文字内容。

需要保证待识别内容清晰且并不被涂抹。

行程卡识
别

用于识别中国大陆个人行程卡图像中的人员名称、时间和途径地点等
文字内容。

需要保证待识别内容清晰并不被涂抹。

车辆检测 用于检测图像中存在的机动车位置，包括轿车、越野车、面包车、卡
车等常见机动车类型，并能同时识别图像中的多个车辆。

需要保证待检测车辆不被遮挡。

车牌识别 用于识别图像中的机动车车牌信息，包括中国大陆的蓝牌、绿牌和单
行黄牌，并能同时识别图像中的多张车牌。

需要保证待检测车牌清晰且并不被遮挡。

人脸检测 用于检测图像中存在的人脸位置，支持各类人种面部的检测，并能同
时检测图像中的多个人脸。

需要保证待检测图片中人脸不被遮挡。

人脸对比 用于两张图像中人脸1:1比对，识别是否为同一人。

需要保证两图中的人脸无遮挡。

人员倒地
检测

用于检测视频流中的人员是否跌倒在地，并支持同时检测视频中的多
个倒地人员。特别适用于室内外的高精度人员倒地预警。

需要保证待检测人员不被遮挡。

吸烟检测 用于检测图片中吸烟或持烟手势和出现位置，判断是否有人员吸烟或
持烟现象，能同时检测图像中多个吸烟或持烟现象。

请确保待检测图片中，吸烟动作不被遮挡。

睡岗检测 用于检测图片中人体的姿势出现位置，判断是否有人员趴睡，能同时
检测图像中多个趴睡人员。

请确保待检测图片中，人体不被遮挡。

扶梯规范
检测

用于检测扶梯攀爬作业现场是否有专人固定扶梯出现位置，判断是否
有人员扶住梯子，能同时检测图像中多个扶梯规范行为。

请确保待检测图片中，人体不被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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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名 用途

人群聚集
检测

用于检测图片中人体出现的位置和位置间关系，判断是否有人员聚集
现象，能同时检测图像中多个人员聚集现象。

请确保待检测图片中，人体不被遮挡。

人体检测 用于检测图像中人体和出现的位置，并能同时检测图像中的多个人
体。

请确保待检测图片中，人体不被遮挡。

夹钳检测 用于检测图像中夹钳出现的位置，并能同时检测图像中的多个夹钳，
用于施工现场装备检查。

需要保证待检测图片中夹钳不被遮挡。

扳手检测 用于检测图像中扳手出现的位置，并能同时检测图像中的多个扳手，
用于施工现场装备检查。

需要保证待检测图片中扳手不被遮挡。

火焰检测 用于检测图像中火焰出现的位置，并能同时检测图像中的多处火焰位
置，用于判断场景内是否有着火。

需要保证待检测图片中火焰不被遮挡。

 

操作步骤

本节以使用“健康码识别”优选服务为例进行说明。

步骤1 在AppCube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AI应用”，选择“AI服务仓
库”，查看预置的AI应用。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AI模板前，模板都是“未启用”状态，在服务编排或者脚本中使用后，界面会自动
显示为“已启用”。

步骤2 单击具体的AI应用，如“健康码识别”。

步骤3 单击“立即上传”，上传健康码图片，查看识别结果。

图 2-1310 上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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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图2-1310中单击“在低码中使用”，在服务编排或者脚本中使用AI应用，具体操作
可参考在服务编排中使用AI服务、在脚本中使用AI服务。

----结束

2.21.2.7 迁移安装 AI 应用

AppCube支持从A环境导出，在B环境安装AI应用，实现不同环境AI应用资产的迁移。

背景信息

AppCube轻应用或者行业应用中使用到AI服务时，应用打包发布可携带AI服务一起发
布出去，具体过程可参考应用打包发布和如何安装应用。AppCube还支持将AI服务单
独打包迁移，具体操作可参见操作步骤。

前提条件

已开发好AI应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从A环境导出AI应用。

1. 在AppCube A开发环境首页的“项目”页签下，单击“AI应用”。

2. 选择“我的AI服务”，单击需要导出的AI应用后的“详情”，单击“下载”。将
导出的包下载到本地。

3. 将导出包发送给其他需要安装的用户帐号。

步骤2 在B环境安装AI应用。

1. 需要安装的用户帐号登录AppCube B环境，在上方单击“管理”，进入管理中
心。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 > AI服务”，在右侧单击“安装”。

3. 上传AI应用包，单击“导入”。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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