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击事件和事件部分 

1 简介 

事件指定了最终用户与小组件交互时可触发的操作。这种交互可通过多种方式发生： 

• 单击 - 这是最常见的交互形式，可用于多种小组件 

• 更改 - 适用于输入小组件 

• 进入 - 适用于进入小组件 

• 退出 - 适用于输入小组件 

2 触发操作 

2.1 单击 

单击事件指定当用户单击小组件时执行的事件。通常，单击属性包含于属性中的事件部分。

例如，可指定当用户单击客户资料图像时，将会打开包含该客户详细信息的页面： 

  



 
单击事件对于很多小组件（例如，图像、按钮、列表视图）都很常见。 

单击属性指定当用户单击小组件时要执行的操作。 

2.1.1 操作过程中禁用 

仅当选择调用微流或调用纳米流作为单击事件时，此属性才会显示。选择操作过程中禁用

会禁用该按钮，直到操作完成或失败。 

2.2 更改 

更改属性指定在退出小组件时将执行的操作，可使用 Tab 键或在更改值后单击其他小组件。 

2.3 进入 

输入属性指定在进入小组件时将执行的操作，可使用 Tab 键或用鼠标单击。 

2.4 退出 

退出属性指定退出小组件时将执行的操作，可使用 Tab 键或单击其他小组件。 

这与“更改”属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值未更改，也始终会触发事件。 

3 事件操作 

触发事件时，可选择触发哪个操作。以下为可能的选项： 

• 不执行任何操作（默认值） 

• 显示页面 

• 调用微流 

• 调用纳米流 

• 打开链接 

• 创建对象 
• 保存更改 
• 取消更改 

• 关闭页面 

• 删除 
• 同步 



 
• 注销 

3.1 不执行任何操作 

不采取任何操作。此选项可用于在不定义基础功能的情况下设置页面。 

3.2 显示页面 

显示页面事件打开指定的页面。使用以下选项选择打开的页面： 

• 页面 - 应打开的页面。 

• 页面标题 - 可为打开的页面赋予唯一标题，具体取决于其打开位置。这样可针对不

同目的重复使用同一页面。例如，使用某个按钮将标题设为新客户，然后使用另一

个按钮编辑客户，就能使用相同页面来编辑新老客户。 

  在编辑对话框内选中覆盖页面标题复选框，可激活此选项： 

   

• 专用化页面：可用于为上下文对象的每个专项配置不同的页面。如果此操作已放入

数据视图内，可针对数据视图对象的每个专项配置不同的页面。如果此操作已放入



 
数据网格内，可针对数据网格实体的每个专项配置不同的页面。当没有上下文对象

或上下文对象没有专项时，不会显示此设置。 

3.3 调用微流 

调用微流事件执行指定的微流。 

将调用微流设为针对小组件更改、进入或退出事件的操作时，请注意，微流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完成。在此期间对当前窗体所做的任何更改（例如更改输入小组件中的值）都将被微

流的结果覆盖。因此，不建议在更改、进入或退出事件触发的微流内更改当前页面上的实
体/属性。 

以下是此事件的特定设置。 

3.3.1 微流 

应执行的微流。 

3.3.2 微流设置 

微流设置打开一个对话框，可用于指定将传递给微流的参数以及微流的运行方式。 



 

 

3.3.2.1 微流 

这样会复制上面指定的微流。 

3.3.2.2 微流参数 

微流参数根据所选微流的参数和可用参数自动配置。一般情况下，参数取自任何包含数据

的小组件。如果包含调用微流小组件的数据小组件在另一个（嵌套式）数据小组件内，也

可传递来自该数据小组件的对象及其所嵌套的其他任何数据小组件的对象。 

如果微流具有对象列表参数且在网格中触发，则列表中传递的对象取决于网格的选择模式。

简单的多功能允许择可选择所有行或项部分，默认为后者。可通过微流设置页面的下拉列

表进行此配置。 



 
3.3.2.3 微流调用类型 

微流调用类型指定是同步执行微流，还是异步执行微流。 

• 同步（默认） – 客户端会等待微流执行完毕 

• 异步 

– 客户端执行微流，但不会等待结果 

– 客户端每十秒检查一次服务器，查看微流执行是否完成 

– 只有在遇到问题时，才能将调用类型设为异步。有时，如果请求的处理时间

过长，（设置的超时时间短的）代理服务器将再次发送请求 

3.3.2.4 显示进度条 

显示进度条指定在执行微流期间是否显示进度条。可使用“进度消息”属性设置进度条中

显示的消息。 

值 描述 
无 未显示进度条。 

非阻止 进度条会显示，但最终用户可继续工作。 

阻止 进度条会显示，而最终用户必须等到微流完成。 

非阻止进度条的显示有半秒的延迟。如果执行微流的时间不到半秒，进度条根本不会显示。

阻止进度条会即刻显示。  

3.3.2.5 进度消息 

如果显示进度条，进度消息文本会显示在进度条旁边。 

3.3.2.6 询问确认 

如果询问确认设为是，会要求最终用户在继续执行微流之前予以确认。在进行修改或删除

大量数据的操作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情况下，这项设置非常有用。 



 
系统将提示用户“问题”中设置的文本（见下文）。确认弹出窗口的标题由系统文本（类

别“消息对话框标题”）确定。 

默认值为否。 

3.3.2.7 问题 

如果询问确认设为是，会向用户显示问题。确保所询问的问题清楚明了，按钮上设置的说

明文字清晰无误。 

例如，确定要清空回收站吗？ 

3.3.2.8 继续按钮说明文字 

如果询问确认设为是，此为继续执行微流的按钮的说明文字。 

例如，将它们清空。 

3.3.2.9 取消按钮说明文字 

如果询问确认设为是，此为取消执行微流的按钮的说明文字。 

例如，不要清空。 

3.3.2.10 微流后保持选择 

对于从网格内部调用微流的按钮，微流后保持选择指定在执行微流后是否应保留网格中当

前的行选择。 

3.3.2.11 验证错误时中止 

对于数据小组件中使用的微流，将验证错误时中止设为是强制在执行微流之前进行小组件

验证。如果验证失败，不会执行微流。 

值 描述 

是（默认值） 如果页面上存在任何验证错误，该设置会阻止微流执行。 

仅适用于此小组件 如果当前小组件存在验证错误，该设置会阻止微流执行。 

否 微流会一直执行。 



 
3.4 调用纳米流 

调用纳米流事件执行指定的纳米流。 

设置纳米流属性指定应执行的纳米流。 

3.5 打开链接 

打开链接事件触发基于链接类型的操作，其中一些链接类型为移动设备专用。以下是此事

件的特定属性： 

• 链接类型 - 按下按钮时触发的操作类型。有关可用链接类型的信息，请参见下面的

“链接类型”部分。 

• 地址 - 地址属性的引用取决于所选的链接类型以及要使用文本还是属性值。 

– 使用文本值 - 可输入固定地址。 

– 使用属性 - 可选择包含要用作地址的值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小组件必须

有实体作为其上下文（例如，位于数据视图内）。 

3.5.1 链接类型 

下表中介绍的链接类型可用于打开链接单击事件： 

值 描述 示例 

网络（默认

值） 

导航至一个网站 URL https://mysubdomain.mydomain.tld/mypage 

电子邮件 指定要发送电子邮件的邮
箱 

firstname.secondname@mailprovider.tld 

呼叫 开始对此号码进行电话呼

叫 

+1-202-555-0165 

文本 指定要发送文本消息的号

码 

+1-202-555-0112 

指定电子邮件、呼叫或文本选项时，会在触发操作时在设备上打开相应的默认应用程序，

例如，会打开默认电子邮件客户端来编写消息。 



 
3.6 创建对象 

创建对象事件会创建新对象。以下是此事件的特定属性： 

• 实体（路径） - 指定要创建的实体。也可从上下文对象中选择关联（如果可用）。

如果配置了实体，就会创建该实体的新实例。如果通过来自上下文对象的关联配置

了实体，则将创建该实体的新实例以及与上下文关联的对象。 

• 在 {event} 页面 – 指定应显示哪个页面，以便最终用户输入新创建对象的值。该页

面必须接受拥有相同实体或已创建实体子类型的上下文参数对象（例如数据视图）。

{event} 指定用于触发此操作的事件（例如，单击）。 

3.7 保存更改 

保存更改事件提交在页面上进行的所有更改。以下是此事件的特定属性： 

• 关闭页面 - 指定是否应关闭当前页面。 

• 自动同步 - 指定对于在脱机配置文件中运行的 Mendix 应用程序，单击保存按钮时

是否应进行同步。当对象保存于脱机配置文件中运行的 Mendix 应用程序时，该对

象会存储在本地数据库中，直到其可以与服务器同步（有关脱机应用程序功能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脱机优先”）。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将新对象上载到服务器

需要两项不同的操作：保存对象和同步对象。 

3.8 取消更改 

“取消”更改事件会回滚在页面上进行的所有更改。 

设置关闭页面属性来指示是否应关闭当前页面。 

3.9 关闭页面 

关闭页面事件会关闭弹出窗口（针对弹出页面）或导航至先前访问过的页面（针对内容页
面）。 

3.10 删除 

删除事件可删除对象。该设置行为取决于所在的数据容器。放置于数据视图中时，会删除

连接的对象；除非通过删除行为进行配置，否则该设置不会删除嵌套数据视图中的对象。



 
放置于数据网格、模板网格或引用集选择器控件栏内时，该设置会删除所选对象。放置于

列表视图内时，该设置会删除相应的列表视图项。 

设置关闭页面属性来指示是否应关闭当前页面。 

3.11 同步 

同步事件会将存储在本地设备上的数据与服务器数据库进行同步。 

3.12 注销 

注销事件会注销当前登录的用户。没有用户登录时，不执行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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