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意图表小组件 

1 简介 

使用任意图表，可以构建 Plotly.js 支持的各种图表类型，最高为应用商店中小组件描述所

提到的版本。因此，如果要构建标准图表小组件不可用的图表（如 3D 图表），那么“任

意图表”就是理想选择。 

此图表类型的配置较为复杂。要获得帮助，可查看在“Mendix 应用商店”的“任意图表”

模块中提供的构建基块。或者，使用“如何使用任意图表”或“任意图表速查表”快速入

门。 

所有图表都配置有 JSON 数据组别和布局对象。配置可以通过源属性和样本数据属性进行

静态设置。 

可动态创建或从数据库中检索的布局 JSON 会合并到静态设置中，并将覆盖任何通用属性。 

样本数据用于演示目的。当没有选择源属性时，以及在 Studio Pro 预览中呈现图表时，样

本数据会在运行时显示。 

2 任意图表小组件的位置 

“任意图表”小组件必须放置在数据视图的上下文中。数据视图包含的实体对象具有源属

性（长度不限的字符串），该属性包含要标绘的数据的 JSON 表示形式。不同于基本图表

小组件，“任意图表”小组件不能直接处理域模型中的数据。必须将要标绘的数据转换为

“任意图表”所期望的 JSON 格式。有关如何使用的逐步说明，请参见“如何使用任意图
表”。 

3 数据 

要标绘的数据以数组形式描述。该数组的元素是要在所选图表类型（例如散点图或条形图）

上标绘的点，如“全参考”中所述。 



 
3.1 静态 

JSON 数组（基于 https://plot.ly/javascript/reference/），包含图表描述的静态部分。这

些是图表的默认描述，比如说，可以是想要标绘的图表类型。 

3.2 源属性 

该属性是实体的不限长度字符串属性，该实体属性构成放置任意图表小组件的数据视图上

下文。 

下图中，源属性是图表上下文实体的数据属性，该实体可放置“任意图表”小组件的数据

视图上下文。 

 

源属性包含 JSON 结构，该结构会合并和覆盖静态数据。通常，这些数据包含要标绘的数

据，但也可覆盖其他静态元素，如图表类型、线条颜色或条形图中的条形方向。 

3.3 样本数据 

用于预览图表的数据。当未选中源属性时，该数据会与 Studio Pro 中的或运行时环境中的

静态数据合并。 



 
3.4 模式 

开发模式会在运行应用程序时向图表添加一个按钮。该按钮用于切换实时编辑器来测试高

级配置选项。 

生产模式会移除该按钮，这样用户可以看到所设计的图表。 

4 布局选项 

绘图的布局（非数据相关的视觉属性，如标题、注释等）已在 JSON 对象中作介绍，详见
“全参考”。 

4.1 静态 

一种 JSON 对象，描述了图表的默认布局（基于 https://plot.ly/javascript/reference/）。 

4.2 源属性 

该属性是实体的不限长度字符串属性，该实体属性构成放置任意图表小组件的数据视图上

下文。该属性包含 JSON 结构，该结构会合并和覆盖静态布局。这样您就可以动态更改应
用程序中的布局信息。 

4.3 样本布局 

用于预览的布局选项。当未选中源属性时，该布局会与 Studio Pro 中的或运行时环境中的

静态布局合并。 

5 配置选项 

JSON 包含 plotly 标绘高级配置选项，如滚动/缩放/悬停行为。这些高级配置选项记录在

此：https://plot.ly/javascript/configuration-options。 

配置与布局的区别在于布局与标绘内容相关，而配置与显示标绘的上下文相关。任意图表

小组件不允许在应用程序中动态更改配置选项。 

6 外观 

外观设置可用于设置图表的尺寸。 



 
6.1 宽度单位 

用于宽度属性的单位类型：百分比或像素。 

6.2 宽度 

图表的宽度（以像素或百分比为单位）取决于宽度单位设置。 

6.3 高度单位 

宽度百分比可用于更改宽高比，像素是绝对度量，父容器百分比可用于设置相对于父容器

的高度。 

警告：使用父容器百分比时，父容器必须具有绝对高度，否则不显示任何内容。 

6.4 高度 

基于高度单位设置的高度（以像素或百分比为单位）。 

7 事件 

任意图表小组件支持与图表上标绘的点相关的两类事件： 

• 光标悬停：解析为工具提示请求 

• 单击：解析为单击事件 

通过将光标悬停在图表上标绘的点或进行单击，会触发事件。单击图表的其他部分“不会”

触发事件。  

防止悬停事件触发也会阻止单击事件触发。这包括将布局参数·hovermode 设为 false，以

及将数据参数·hoverinfo 设为 skip。  

当事件发生时，plotly 会返回 JSON 对象，如下所述：https://plot.ly/javascript/plotlyjs-

events/#event-data。这些 JSON 数据存储在实体对象的字符串属性中，该属性可传递到任

意数据。JSON 包含来自已标绘图表的原始数据，如点的 x 和 y 坐标，需要在事件触发的

微流中进行解释。 

7.1 事件实体 

用于从 plotly 接收事件数据的实体。该实体需要包含一个字符串属性来保留事件数据。 



 
7.2 事件数据属性 

用于存储图表事件 JSON 数据的字符串属性。 

7.3 单击微流 

单击图表上的某个数据点后将会执行的微流。这会把事件实体作为上下文。 

7.4 单击纳米流 

单击图表上的某个数据点后将会执行的纳米流。这会把事件实体作为上下文 

7.5 工具提示窗体实体 

当 plotly 悬停事件触发工具提示微流时，需要返回一个实体对象，该对象构成工具提示窗

体的上下文。 

此处标识了工具提示微流返回的实体。这不一定是作为工具提示微流上下文的事件实体。

根据工具提示窗体显示的数据和悬停事件在事件实体中提供的信息，开发者可确定和填充

实体的属性和关联。 

7.6 工具提示微流 

此处标识的微流由从 plotly 接收的悬停事件调用。它会接收事件实体类型的事件对象，事

件数据属性包含 JSON 事件数据。应解释数据并返回工具提示窗体实体类型的对象。这样
会形成工具提示窗体的上下文。 

7.7 工具提示窗体 

当用户将光标悬停在图表标绘点上时要显示的窗体。该窗体具有上下文工具提示实体。当

鼠标放在图表上标绘的点上时，该窗体会显示。当鼠标不在所标绘的点上时，该窗体会自

动关闭。 

8 图表主题 

高级 JSON 设置也可通过 Mendix 项目根目录的主题文件夹添加到全局环境中。 

在主题文件夹中，添加名为 com.mendix.charts 的 .json 文件。JSON 应采用以下格式： 

{ 
  "layout": { 



 
    // 此处 添加共享布局 选项（适用于所有图表） 
  }, 
  "configuration": { 
    // 此处 添加共享配置 选项（适用于所有图表） 
  }, 
  "charts": { 
    "LineChart": { 
      "layout": { 
        // 此处仅添加折线图布局选项 
      }, 
      "data": { 
        // 此处仅添加折线图数据选项 
      }, 
      "configuration": { 
        // 此处仅添加折线图配置选项 
      } 
    }, 
    "AreaChart": { 
      // 与折线图的布置相同 
    }, 
    "BubbleChart": { 
      // 与折线图的布置相同 
    }, 
    "TimeSeries": { 
      // 与折线图的布置相同 
    }, 
    "ColumnChart": { 
      // 与折线图的布置相同 
    }, 
    "BarChart": { 
      // 与折线图的布置相同 
    }, 
    "PieChart": { 
      // 与折线图的布置相同 
    }, 
    "HeatMap": { 
      // 与折线图的布置相同 
    } 
  } 
} 

有关如何设置图表主题的指导，请参见：“如何使用图表主题”。 

请谨慎使用，因为此处设置的配置会应用至应用程序的每个图表。只有小组件本身设置的

高级配置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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