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页面编辑器一致性错误 

1 简介 

本文档将介绍如何解决在 Studio Pro 中配置页面时可能出现的最常见或复杂的一致性错误。

例如，当没有指定页面上数据视图的实体属性时，会出现一致性错误。 

本文档不会对所有错误进行描述，因为可能会发生大量错误。其中一些错误很简单，无需

额外解释，其他一些错误则很少见，且/或与用例之间存在密切的依存关系。 

某些错误有错误代码。如果文档中描述了这些错误，Studio Pro 将提供一个指向对应文档

的可单击链接。其他一些错误没有错误代码。这种情况下，可以手动搜索文档中是否描述

了某个特定错误（可通过在错误窗格中看到的消息进行搜索）。 

2 列表视图一致性错误 

如果没有正确配置列表视图的数据源，将出现一致性错误。 

以下方案显示列表视图的数据源已设为数据库，但尚未指定需要从数据库检索的实体。这

会导致一致性错误。 



 

 

下表描述了在配置列表视图时可能出现的最常见错误、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以及对应的修

复方法。 

错误代码 “错误”窗格中的消息 导致错误的原因 修复方法 

| CE0488 | 没有为该列表视图的数据源配置任何实体。请选择一个实体或更改数据源。| 已

选择数据库/XPath/关联选项作为列表视图的数据源，但尚未指定任何实体。| 执行以下

其中一项操作： 

打开列表视图的“属性” > 数据源，并在实体（路径）字段中选择一个实体。 

更改数据源的类型 

| | | 没有为该列表视图的数据源配置任何微流。请选择一个微流或更改数据源。| 数据源设

为微流，但尚未指定任何微流。|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打开列表视图的“属性” > 数据源，并在微流字段中选择一个微流。 

更改数据源的类型 

| | | 没有为该列表视图的数据源配置任何纳米流。选择一个纳米流或更改数据源。| 数据源

已设为纳米流，但尚未指定任何纳米流。|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打开列表视图的“属性” > 数据源，并在纳米流字段中选择一个纳米流 

更改数据源的类型 

| | CE0595 | 属性{AttributeName}不是实体 {EntityName} 的属性。| 列表视图的目标实体

已更改，但没有更新其内容。列表视图已填充另一个实体的属性。| 打开小组件的“属

性” > 数据源，并为属性（路径）选择另一个属性。| 

3 数据视图一致性错误 

如果没有正确配置数据视图的数据源，将出现一致性错误。 

例如，选择了侦听小组件作为数据源，但尚未选择正在侦听的特定列表小组件。 

 

下表描述了在配置数据视图时可能遇到的最常见错误、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以及对应的修

复方法。 

错误代码 “错误”窗格中的消息 导致错误的原因 修复方法 



 
| CE0488 | 没有为该数据视图的数据源配置任何实体。请选择一个实体或更改数据源。| 已

选择上下文作为数据视图的数据源，但尚未指定任何实体。|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打开数据视图的“属性” > 数据源，并在实体字段中选择一个实体 

更改数据源的类型 

| | | 没有为该数据视图的数据源配置任何微流。选择一个微流或更改数据源 | 已选择微流

作为数据源，但尚未指定任何微流。|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打开数据视图的“属性” > 数据源，并在微流字段中选择一个微流 

更改数据源的类型 

| | | 没有为该数据视图的数据源配置任何纳米流。选择一个纳米流或更改数据源 | 已选择

纳米流作为数据源，但尚未指定任何纳米流。|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打开数据视图的“属性” > 数据源，并在纳米流字段中选择一个纳米流 

更改数据源的类型 

| | CE0536 | 没有为该数据视图的数据源配置任何列表小组件。选择一个小组件或更改数据

源。| 侦听小组件已配置为数据视图的数据源，但同一页面上不再有指定的列表视图小组

件。|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在同一页面上创建列表视图，对其进行配置，并选作数据视图的列表小组件 

更改数据源的类型 

| | CE0558 | 从页面参数接收对象的所有数据视图都必须有相同的实体。| 一个页面上有几

个数据视图，而这些视图有不同的实体作为数据源。|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使用页面上下文，为所有数据视图选择相同实体 

更改它们的数据源 

| 



 
4 上下文不可用的一致性错误 

下表描述了页面期望的上下文不可用时可能出现的错误。 

错误代

码 “错误”窗格中的消息 导致错误的原因 修复方法 
CE1568 选定页面 {页面名称} 

期望一个类型对象 {对

象类型}，但这里没有

提供。 

该页面有一个期望传入特定类型对

象的数据视图。当从没有提供该对

象的其他页面调用该页面时，会出

现这种错误。  

确保已将对象传

递至配置有数据

视图的页面。  

CE1569 选定页面 {页面名称} 

需要一个 X 类型对象，

但该对象与这里提供的 

Y 类型对象不兼容。 

已有一个可打开页面的小组件（例

如按钮）。该页面有一个期望传入

特定类型对象的数据视图。但小组

件位于含有其他对象类型的数据容

器中。 

确保按钮位于会

将正确对象类型

传递到页面的数

据容器中。  

4.1 CE1568 的错误修复示例 

当页面期望的上下文并非从某个调用的页面或微流传入时，会出现一致性错误。 

例如，客户页面包含一个列表视图，列出了所有客户名称（客户在数据源属性中已设为实

体），且列表视图外部还有一个详细信息按钮（仅放入一个容器）。用户单击详细信息按

钮（按钮的单击操作已设为页面）时，会打开一个客户详细信息页面。 



 

 

但是，客户详细信息页面有一个期望传入客户对象的数据视图。换言之，该页面首先需要

获取数据，才能显示数据。 

 

由于该对象没有从客户页面传入，会出现一致性错误。 

 

由于客户页面的详细信息按钮在数据容器外部，因而不知道要传递哪个对象。该错误的修

复方式取决于以下内容： 

• 如要将某个特定客户对象从“客户”列表传递到客户详细信息页面，即表示某个特

定客户的详细信息将在客户详细信息页面上显示  



 
• 如要创建新的客户类型对象，并将其传递到客户详细信息页面，即表示将创建新客

户  

4.1.1 将特定对象传递到页面 

如要使客户详细信息页面打开特定客户的详细信息，即表示希望将特定对象传递到该页面。

由于客户页面已有包含客户列表的列表视图，因而可按以下方式修复这个错误： 

1. 打开客户页面。 

2. 拖动列表视图内的详细信息按钮。 

   

  详细信息按钮示例 

现在，该按钮从客户页面上的列表视图获取客户类型对象，并将其传递到客户详细信息页

面。因此，某个特定客户的详细信息将在客户详细信息页面上显示。 

4.1.2 创建新对象并将其传递到页面 

如要创建新客户并在客户详细信息页面上填写客户详细信息，可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客户页面。 

2. 打开详细信息按钮的属性，并将创建对象设为单击操作。 

3. 将客户设为实体。 

4. 将客户详细信息设为页面。 



 

   

  单击事件示例 

5. 将按钮的说明文字从详细信息改为添加，因为该按钮现在将创建新客户，而不是显

示老客户的详细信息。 

现在，当用户单击该按钮时，将打开客户详细信息页面，并将创建新的客户对象。 

4.2 CE1569 的错误修复示例 

若实体 X 数据容器内的小组件打开了一个页面，但引用的页面需要实体 Y，则会出现一致

性错误。 

例如，工程师页面有一个详细信息按钮，可打开任务页面。 



 

 

“工程师”页面上的按钮 

该按钮位于列表视图内；列表视图的数据源在属性 > 数据源中已设为工程师实体。 

“任务”页面有一个数据视图，但数据视图的数据源在属性 > 数据源中已设为智能任务实
体。 

这表示数据视图期望传入智能任务类型对象，但工程师页面传递了工程师类型对象。 



 

 

数据源示例 

要修复该错误，可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 将详细信息按钮放入会将正确数据类型传递到页面的数据容器中： 

    



 
• 为该按钮选择不需要传入任何对象或期望传入工程师类型对象的页面。 

• 将任务页面上数据视图的数据源更改为工程师实体 

5 数据一致性错误 

当某个期望从数据源传入对象的小组件没有获取该对象，或是获取到不同实体类型的对象

时，会导致出现数据一致性错误。 

下表描述了该类型的一些最常见错误： 

错误代

码 “错误”窗格中的消息 导致错误的原因 修复方法 
CE0552 微流 {微流名称} 没有返

回对象。 
小组件（例如数据视图）的

数据源已设为微流，但微流

没有返回任何对象。 

打开微流并为其配置

结束事件的返回值。 

CE0551 微流 {微流名称} 没有返

回列表。 
列表视图的数据源已设为微

流，但微流没有返回列表。 
打开微流并配置其结
束事件，以返回列

表。 
CE1573 所选微流/纳米流的参数 

{参数名称} 与可用自变

数不匹配。没有自变数

可供 {小组件名称} 使
用。 

已选择一个微流或纳米流作

为小组件（例如按钮）的单

击事件，且该微流/纳米流包

含一个参数，但小部件没有

参数（例如对象）可传递到

微流。 

将小组件放入数据容

器中，确保该数据容

器的数据源与微流/纳

米流参数的数据类型

属性中选择的实体相

匹配。 
CE1574 所选微流/纳米流的参数 

{参数名称} 与可用自变

数不匹配。可供 {小组

件名称} 使用的自变数

为 {可用自变数列表}。 

已选择一个微流或纳米流作

为小组件的数据源，但该小

组件可用的自变数与微流的

参数不匹配。 

确保小组件的可用参

数（例如对象）与微

流/纳米流参数的数据

类型属性中选择的实
体相匹配。  



 
5.1 CE1573 的错误修复示例 

将某个微流或纳米流设为小组件的单击事件且该微流需要的参数（例如对象）不可用时，

会导致出现错误。 

例如，名为客户的页面上有一个调用微流的按钮（即该按钮的单击事件已设为微流）： 

 

但是，微流包含一个客户参数： 

 

微流参数需要一个客户参数，但由于该参数在按钮所在页面上不可用，因此会出现错误。 

要修复该错误，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客户页面，并在该页面上拖放一个数据容器。例如，可以拖放一个列表视图。 



 
2. 将列表视图的数据源类型设为数据库，并将实体（路径）设为客户。 

   

3. 将按钮放入列表视图内。 

现在，客户对象在页面上可用，并与客户微流参数相匹配。 

5.2 CE1574 的错误修复示例 

若将某个微流或纳米流设为小组件的单击事件，且该微流/纳米流需要某个特定参数，但

小组件有不同参数可供使用，则会导致出现错误。 

例如，名为客户的页面上有一个调用微流的按钮（即该按钮的单击事件已设为微流）： 



 

 

微流包含一个客户参数： 

 

客户页面上还有一个数据容器（例如数据视图），有一个照片对象可供使用。这表示数据

视图的数据源类型已设为上下文，且实体（路径）已设为照片： 



 

 

由于微流有客户参数，且数据视图有照片对象，因此它们相互冲突，导致出现错误。 

修复该错误的最佳方法是更改微流以接受照片，或将按钮放入另一个实体的数据容器中。 

6 输入小组件一致性错误 

下表描述了输入小组件的最常见错误、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以及对应的修复方法。  

错误代

码 
“错误”窗格中

的消息 导致错误的原因 修复方法 
CE0544 该小组件只能在

数据容器内运

行。请将其移至

数据视图、列表

视图或模板网格

中。 

页面上已添加某个输入

小组件，但它不在数据

容器中。输入小组件需

引用某个特定实体类型

的属性。而实体仅可通

过数据容器使用。 

请将该小组件放入一个数据容器

中：数据视图、列表视图或模板

网格。 

CE0545 请为该 {小组件名

称} 选择一个属

性。 

已添加输入小组件，且

小组件位于数据容器

内，但并未为其选择属

性。 

右键单击该小组件，单击下拉列

表中的选择属性选项并设置属

性；或打开小组件的“属性” > 
数据源部分，并在属性（路径）

字段中设置属性。 
 关联 {Name} 必须

是一个引用（非

已添加一个引用选择

器，然后将关联从引用

打开域模型，查找为该引用选择

器选择的关联，并将其改为一对



 
引用集） 类型改为引用集（从一

对多或一对一改为多对
多）。 

多关联。请注意，更改域模型可

能会导致出现其他错误。如要避

免更改域模型，可能需要使用另

一个小组件，而非引用选择器。 
 关联 {Name} 必须

是一个引用集

（非引用）。 

已添加输入引用集选择

器，然后将关联从引用

集类型改为引用（从多

对多或一对多改为一对
一）。 

打开域模型，查找为该输入引用

集选择器选择的关联，并将其改

为多对多关联。请注意，更改域

模型可能会导致出现其他错误。

如要避免更改域模型，可能需要

使用另一个小组件，而非引用集

选择器。  
 引用集选择器需

要从数据视图实

体开始的类型引

用集关联。 

已添加引用集选择器，

然后将关联从引用集类

型改为引用（从多对多

改为一对多或一对
一）。 

打开域模型，查找为引用集选择

器选择的关联，然后更改为多对

多关联。请注意，更改域模型可

能会导致出现其他错误。如要避

免更改域模型，可能需要使用另

一个小组件，而不是输入引用集

选择器。  

6.1 引用选择器的多重性不正确 

引用选择器是一个用于显示和编辑一对多或一对一关联的小部件。  

例如，几名员工与其工作所在的某个城市相关联。这是一对多关联：多个员工对象与一个

城市对象相关联。以这种方式引用单个对象的关联即为引用，而引用集中有多个对象，可

以引用多个其他对象。在一个引用中，关联的“单个对象”侧始终是该关联的所有者。  

 

如果关联的类型错误，会出现一致性错误：关联 {Name} 必须是一个引用（非引用集）。 



 
如要修复该错误，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域模型并双击引用选择器要使用的关联。 

2. 在关联属性对话框中，将多重性改为一对多（在当前示例中，多个“员工”对象与

一个“城市”对象相关联）。 

   

  一对多关联的多重性 

3. 单击确定以保存更改。 

关联多重性已更改且错误已修复。 

更改域模型可能会导致其他错误。如要避免更改域模型，可能需要使用另一个小组件，而

不是引用选择器。例如，一个引用集选择器或输入引用集选择器。 

6.2 引用集选择器和输入引用集选择器的多重性不正确 

引用集选择器和输入集选择器是用于显示和编辑多对多关联的小组件。  

例如，几名员工可以在一周内拜访不同城市的客户。因此，多名员工与多个城市相关联，

这是员工实体与城市实体之间的多对多关联（多名员工与多个城市相关联）。以这种方式

引用多个对象的关联即为引用集。  



 

 

如果关联的类型错误，会出现以下错误： 

• 关联 {Name} 必须是一个引用集（非引用） - 针对输入引用集选择器 

• 引用集选择器需要一个始于数据视图实体的类型引用集关联 - 针对引用集选择器 

如要修复该错误，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域模型，双击引用集选择器或输入引用集选择器要使用的关联，并执行以下操

作：  

2. 在关联属性对话框中，将多重性改为多对多（在当前示例中，多个“员工”对象与

多个“城市”对象相关联）。 

   

3. 单击确定以保存更改。 

关联多重性已更改且错误已修复。 

更改域模型可能会导致其他错误。如要避免更改域模型，可能需要使用另一个小组件，而

不是引用集选择器或输入引用集选择器。例如，一个引用选择器。 



 
7 文件小部件一致性错误 

文件小组件应放入一个数据容器中，否则会出现一致性错误。另一种修复一致性错误的方

法是在片段中放置一个文件小组件并对该片段进行配置。  

错误代

码 “错误”窗格中的消息 
导致错误
的原因 修复方法 

 文件管理器必须放置在连接到

“System.FileDocument”实

体或其特化模板的数据视图或

片段中。 

页面上已

添加一个

文件管理

器，但它

不在数据

视图或已

正确配置

的片段

内。 

将该小组件放入数据容器中。如要

将其放入片段中，请注意，需要对

其进行正确配置：将

“System.FileDocument”（或其特

化模板）设为该片段的实体，或将

该片段放在数据容器中。 

 图像上传器必须放置在连接到

“System.Image”实体或其特

化模板的数据视图或片段中。 

页面上已

添加一个

图像上传
器，但它

不在数据

视图或已

正确配置

的片段

内。 

将该小组件放入数据容器中。如要

将其放入片段中，请注意，需要对

其进行正确配置：将

“System.Image”（或其特化模

板）设为该片段的实体，或将该片

段放在数据容器中。 

 将该小组件移动至数据容器

中，例如数据视图或列表视

图。 

页面上已

添加一个

图像上传
器，但它

不在数据

视图或列

表视图
内。 

将该小组件放入数据视图或列表视

图中。 

CE0489 请为该图像查看器的数据源选

择一个实体。 

页面上已

添加一个

打开图像查看器的“属性” > 数据

源部分，并在实体（路径）字段中



 
图像查看

器，且该

查看器位

于数据视

图或列表

视图内，

但尚未为
其指定一

个实体。 

选择一个实体。 

8 图像小组件一致性错误 

下表描述了图像小组件的一致性错误： 

错误

代码 
“错误”窗格

中的消息 导致错误的原因 修复方法 
 未选择任何图

像 
页面上已添加某个图像小组

件，但没有选择图像本身。 

打开图像“属性” > 常规 > 图

像，并选择一张图像。 

9 单击事件一致性错误 

可为不同的小组件（例如按钮或图像）指定一个单击事件。 

最常见的一致性错误与未配置单击事件有关。 

如要修复这类一致性错误，完成单击事件的配置（例如，对于显示页面单击事件，选择一

个应该打开的特定页面），或更改单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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