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vaScript 操作 

该活动只能在纳米流中使用。  

1 简介 

使用 JavaScript 操作，可用纳米流单独无法实现的方式扩展应用程序的功能。要使用 

JavaScript 操作，使用“JavaScript 操作调用”从纳米流中调用。 

Mendix Studio Pro 中定义的每个 JavaScript 操作对应于项目目录的子目录 
javascriptsource{module name}/actions/ 中的文件 {JavaScript action name}.js。 

这些 .js 文件的框架在保存操作时自动生成，而这些 JavaScript 操作可立即在嵌入式代码编

辑器中进行编辑。 

要了解如何创建、配置和使用 JavaScript 操作，请参见“构建 JavaScript 操作”的操作指

南。 

2 常规设置 

双击项目资源管理器中的 JavaScript 操作之后，可看到 JavaScript 操作的设置： 

 



 
下面详细介绍了 JavaScript 操作的设置及其含义。 

2.1 名称 

该设置处理 JavaScript 操作的名称，对 JavaScript 操作执行调用时，该名称由纳米流引用。

该名称也是所生成 .js 文件的名称。 

2.2 参数 

参数将数据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例如，如果有一个将数字相乘的 JavaScript 操作，参

数将定义要相乘的数字。JavaScript 操作可以具有零个或更多参数。每个参数都应有唯一

名称。可通过单击参数 > 添加来添加参数，然后自定义该参数，以将数据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 

 

在 JavaScript 操作的代码选项卡中，可看到其参数值并处理其执行情况。每个参数均有一

个名称 (1)、类型 (2)、类别、描述 (3) 和返回类型 (4)： 



 

 

在纳米流中双击参数的活动后，将在调用 JavaScript 操作对话框中看到参数的类别 (1)、
参数名称 (2) 和描述 (3)。 

 

JavaScript 操作支持的参数类型如下所述。 

2.2.1 名称 

该设置处理参数的名称。名称为必填项。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且仅包含字母。名称中不

允许使用空格。 

2.2.2 类型 

名 描述 



 
称 

对
象 

对象参数类型可用于将 Mendix 对象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还必须选择其实体类

型，可为特定实体或类型参数。在所生成 JavaScript 操作模板代码中，该类型表示

为 MxObject。 

列

表 
列表参数类型可用于将 Mendix 对象列表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还必须选择其实体

类型，可为特定实体或类型参数。在所生成 JavaScript 操作模板代码中，该类型表

示为 MxObjects 数组。 

实
体 

实体参数类型为占位符。占位符表示一种实体，在纳米流中调用该实体时，占位符

会替换为新实体的名称。实体类型也可用于填充类型参数。在所生成 JavaScript 操

作模板代码中，该类型表示为字符串。 

纳
米

流 

纳米流参数类型可用于传递可从 JavaScript 操作调用的纳米流。参数的值是异步函

数，调用该函数将触发配置的纳米流。可将参数指定为 JavaScript 对象，并在执行

完成后捕获纳米流的返回值。例如，可调用具有字符串 Name 参数的纳米流，返回

具有该给定名称的 User 对象：const user = await nanoflowParameter({ Name: 

"John Doe" });。 
布

尔 
布尔参数类型可用于将布尔值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 

日

期

和

时

间 

日期和时间参数类型可用于将日期和时间值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在所生成 

JavaScript 操作代码中，该类型将表示为 JavaScriptDate。 

定

点

小

数

型 

定点小数型参数可用于将小数值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在所生成 JavaScript 操作

代码中，该类型将表示为“大”对象。 

枚

举 
枚举参数类型可用于将枚举值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在所生成 JavaScript 操作代

码中，该类型将表示为字符串。 

整

型/
长

整型/长整型可用于将小数值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在所生成 JavaScript 操作代码

中，该类型将表示为“大”对象。 



 
整

型 
字

符

串 

字符串参数类型可用于将字符串值传递至 JavaScript 操作。 

2.2.3 类别 

在 JavaScript 操作调用中使用类别将参数分开。当项目有多个参数时，类别可用于创建参

数的逻辑组。如果不指定类别，参数将显示在输入组中。 

2.2.4 描述 

对于有多个参数的项目，描述可作为参数确切用途的有用提示。描述还可用于向项目协作

者描述参数。描述可同时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和符号。 

2.3 返回类型 

返回参数类型确定 JavaScript 操作返回的数据类型。由于很多 API 是异步的，因此还可返

回解析为该类型的 Promise 对象。可为 JavaScript 操作返回值指定一个名称并存储起来，

这样即可在调用该操作的纳米流中使用。对于可用于参数的所有类型，还可使用返回类型。

此外，如果不应通过操作返回任何数据，可使用返回类型“无”。 

3 类型参数 

类型参数是实体类型的占位符，在纳米流中调用实体时，将用特定实体填充该实体类型。

配置参数的数据类型时可以使用类型参数，该参数允许用户传递任意实体类型的对象或列

表。类型参数可轻松添加、编辑或删除： 



 

 

JavaScript 操作可以具有零个或更多类型参数。每个类型参数都应有唯一名称。 

4 公开为纳米流操作 

在公开为纳米流操作选项卡中，可将 JavaScript 操作公开为纳米流操作。该样本操作已给

定样本操作说明文字，指定研讨会为其类别，且未给定图标： 

 



 
编辑所选类别中的纳米流时，公开 JavaScript 操作将让其显示在工具箱窗口中。在纳米流

中使用该操作时，将显示提供的说明文字和图标。类别和标题在这里很明显，默认图标显

示为未分配自定义图标： 

 

4.1 说明文字 

公开 JavaScript 操作时需要说明文字。该说明文字将与 JavaScript 操作一起显示在纳米流

工具箱窗口中，并可在该窗口中提供有关 JavaScript 操作的有用提示信息。 

4.2 类别 

公开 JavaScript 操作时需要类别。在纳米流工具箱窗口中，使用类别将具有类似用途的 

JavaScript 操作组织在一起。 

4.3 图标 

公开 JavaScript 操作时，图标为可选项。未选择图标时，会使用默认的 JavaScript 操作图

标。图标的建议大小为 16x16 像素。 

5 文档 

在文档选项卡中，按编辑以记录 JavaScript 操作： 



 

 

文档在代码选项卡中可见。文档也会被复制到 JavaScript 操作中，作为相应 .js 文件中函数

的注释： 

 



 
6 代码 

在代码选项卡中，可在不退出 Studio Pro 的情况下编辑 JavaScript 操作代码。编辑器基于 

Monaco Editor。该编辑器具备语法高亮显示和代码完成等功能。代码可使用现代 

JavaScript (ES8 / ES2017) 编写，并可使用以下函数：async、await 和 Promise。代码将

被转译并填充，以供运行（即使在 Internet Explorer 11 上也是如此）。 

代码包含三个部分：导入列表、额外代码块和用户代码块。添加的所有代码均应包含在其

中一个块中。在部署或更新 JavaScript 操作设置时重新生成模板代码时，块外部的代码将

丢失。 

其他导入应从 import 开始，并放置于 // BEGIN EXTRA CODE 上方。附加代码应放置在 // 

BEGIN USER CODE 和 // END USER CODE 之间。用户实施代码应放置在 // BEGIN EXTRA 

CODE 和 // END EXTRA CODE 之间。 

//该文件由 Mendix Studio Pro 生成。 
// 
// 警告：重新生成操作时，仅保留以下代码： 
// -导入列表 
// - BEGIN USER CODE 和 END USER CODE 之间的代码 

// - BEGIN EXTRA CODE 和 END EXTRA CODE 之间的代码 
// 写入的其他代码将在下次部署项目时丢失。 
import { Big } from "big.js"; 
 
// BEGIN EXTRA CODE 
 function sayHello(message) { 
     window.alert("Hello: " + message); 
 } 
// END EXTRA CODE 
 
/** 
 * 向用户显示警报消息。 
 * @param {string} message - 向用户显示的消息。 
 * @returns {Promise.<void>} 
 */ 
export async function Hello(message) { 
    // BEGIN USER CODE 
    sayHello(message); 
    return Promise.resolve(); 
    // END USER 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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