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设置 

1 简介 

在项目设置对话框中，可更改适用于整个项目的设置： 

 

有以下各类设置可用。 

2 配置选项卡 

配置是一组设置。可以定义任意数量的配置。处于活动状态的配置（即运行应用程序时将

使用的配置）通过 Studio Pro 工具栏中的下拉菜单确定。 

3 运行时选项卡 

这类设置会影响运行应用程序时的运行时行为。 



 
3.1 磁盘中的静态资源 

如果启用该选项，则一旦打开应用程序，就会下载移动应用程序所需的静态资源，而不是

在导航应用程序时一点一点下载。这样可显著减少网络请求的数量，因为文件可以从磁盘

检索，而不是从服务器检索。 

每次部署时，会将资源下载到设备一次，并会在后续运行应用程序时重复使用这些资源。

这会影响多个文件，包括：主题、JavaScript 客户端、CSS 文件和页面。 

3.2 优化网络调用 

如果启用该选项（默认情况下为 true），Mendix 会分析可从客户端触发的每个微流，以

最大程度减少需要发送的对象数量。这会显著加快应用程序的运行速度。 

如果在运行应用程序时遇到对象似乎丢失的问题，可以禁用该选项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

问题得到解决，请提交错误报告，以便我们可以在平台上解决问题。 

3.3 启动后 

这里可以选择在应用程序启动后立即自动执行的微流。 

启动后微流有 11 分钟的超时。如果启动后微流需要的时间超过 11 分钟，则整个应用程序

将无法启动。 

启动后微流旨在初始化应用程序，因此在应用程序之前运行能够响应传入的服务请求（例

如已发布 REST 服务）。  

3.4 关闭前 

这里可以选择给出关闭命令时（即在应用程序关闭之前）自动执行的微流。 

3.5 运行状况检查 

当需要评估应用程序的运行状况时，可在这里选择对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执行检查的微流。 

每次检查的结果以字符串形式返回，在开发者门户中显示。当微流返回空字符串时，表明

应用程序正常运行；否则，该字符串将说明应用程序没有正常运行的原因。 



 
该微流每 10 秒调用一次，以检查应用程序是否仍在正常运行。为此，可通过在应用程序

的管理端口上使用 m2ee 来执行该微流。  

运行状况检查微流针对 Mendix Cloud 特定使用。对于其他云端，可调用管理端口，或者

通过 REST API 公开运行状况检查微流。 

3.6 工作周的第一天 

“工作周的第一天”设置确定日期选取器小组件中工作周的第一天。 

选项 描述 

默认值（基于区域设置）（默认

值） 

日期选取器小组件中工作周的第一天基于用户区域设
置。 

星期日 使用星期日作为日期选取器小组件中工作周的第一

天。 
星期一 使用星期一作为日期选取器小组件中工作周的第一

天。 
星期二 使用星期二作为日期选取器小组件中工作周的第一

天。 
星期三 使用星期三作为日期选取器小组件中工作周的第一

天。 
星期四 使用星期四作为日期选取器小组件中工作周的第一

天。 
星期五 使用星期五作为日期选取器小组件中工作周的第一

天。 
星期六 使用星期六作为日期选取器小组件中工作周的第一

天。 

3.7 默认时区 

默认时区确定新建用户的时区。如果应用程序仅在一个时区使用，则该项为默认设置，应

用程序的用户无需担心其时区设置。 



 
3.8 计划事件时区 

计划事件时区定义计划事件运行时所在的时区。默认值为 UTC，自 3.0 版本起一直如此。

如果要在另一个时区（例如公司办公室所在的时区或项目默认时区）运行计划事件，可在

此处选定。 

这会影响与时区相关的操作，例如解析字符串提供或发送到字符串的日期，设置该日期的

格式，以及获取当天的起始时间。 

如果在本地部署运行，可选择服务器设置的时区。但请注意，云端中的应用程序服务器的

具体位置无法保证。 

3.9 散列算法 

散列算法为散列字符串类型的属性生成散列值，例如用户密码。Mendix 提供两种推荐使

用的散列算法： 

选项 描述 

BCrypt（默认推荐使用） 可抵御暴力搜索攻击。 

SSHA256 种子安全散列算法 2，摘要长度 256 位。 

Mendix 认为两种算法都足够安全，可以在 Mendix 中存储密码。BCrypt 和 SSHA256 之间

的主要区别在于 BCrypt 算法采用速率相对较慢的配置，因为它专门设计用于阻止暴力搜

索攻击。因此，这与 SSHA256 算法在性能方面略有差异。 

3.9.1 性能 

对于单个用户而言，该性能差异在登录时不太明显（选定的算法会对登录时输入的密码进

行散列），因此，一般情况下仅凭性能并不能成为选择 SSHA256 而非 BCrypt 的理由。当

处理高度并发的散列操作时，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常见于公开快速计算操

作的已发布 Web 服务，例如短时运行的微流。 

3.9.2 性能测试 

（Web 服务）用户将登录执行 Web 服务操作，等待操作完成，最后返回结果（如有）。 



 
例如，一个没有返回任何内容的空微流作为已发布 Web 服务公开。单个用户要在一分钟

内尽可能多次执行该操作（使用 SoapUI 进行模拟）。首先，将散列算法设为 BCrypt，然

后将其设为 SSHA256。这里的任何额外开销（在建立连接、构建 XML 消息等基础上）基

本上属于散列算法，因为操作耗时应接近零毫秒，并且没有结果。这样仅保留登录，或者

更精确地说，保留密码散列。 

散列算法 总计执行的操作次数 每秒操作次数 开销（毫秒） 

BCrypt 654 10.88 91.9 
SSHA256 7163 119.36 8.4 

因此，每次操作开销 80 毫秒并不算多，是这样吗？这取决于操作本身消耗的时间。 

操作持续时间（秒） 每小时操作次数 (BCrypt) 每小时操作次数 (SSHA256) 差异 (%) 
0.1 18760 33210 +77% 
0.25 10529 13932 +32% 
1 3297 3570 +8% 
5 707 719 +1.67% 
15 239 240 +0.5% 

当操作耗时更少时，差异明显。因此，如果希望在进行散列的操作中（最常见的是涉及登

录操作的任何位置）实现高度并发，可能要考虑更换散列算法。 

更换散列算法时，务必谨记任何散列属性（例如 System$User 密码属性）已设置有散列算

法。换言之，要使散列类型生效，任何现有的散列属性都必须使用新的散列类型进行重置。  

3.10 舍入模式 

舍入模式用于选择执行计算时的数字舍入方法。 

舍入方法向远离零点的方向舍入以及向最近偶数舍入表示对中位数（例如 2.5）执行的具

体舍入方法。 

该表显示了给定舍入模式下将输入数字舍入为一位数的结果： 

输入数字 向远离零点的方向舍入（默认） 向最近偶数舍入 
5.5 6 6 
2.5 3 2 



 
1.6 2 2 
1.1 1 1 
1.0 1 1 
-1.0 -1 -1 
-1.1 -1 -1 
-1.6 -2 -2 
-2.5 -3 -2 
-5.5 -6 -6 

3.11 每个用户多个会话 

如果启用该选项，用户可通过不同的客户端（例如桌面浏览器和平板电脑）多次登录。否

则，当用户在其他地方登录时，用户的现有会话将注销。 

在生产中，这仅适用于基于并发用户的许可证。 

默认值：是 

3.12 唯一性验证 

该选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值：运行时和数据库。数据库将为默认值。 

3.12.1 数据库 

选择数据库时，将在数据库级别验证属性和关联的唯一性。这将确保即使在高并发事务的

情况下，数据也不会损坏。 

数据库为推荐使用的设置，因为它可确保最高级别的数据精度。 

3.12.2 运行时 

选择运行时时，将在 Mendix Runtime 中验证属性和关联的唯一性，而不是在数据库级别。 

3.12.3 切换唯一性验证值 

在运行时和数据库之间，可随时进行切换。 

3.12.3.1 从运行时切换到数据库 

从运行时切换到数据库，表示唯一约束将添加到数据库中，由数据库负责唯一性。 



 
切换到“数据库”选项之前，可使用 DataStorage.EnableDiagnostics 自定义运行时设置

来生成唯一性违反报告。如果生成的报告显示违反了唯一性，则需要执行唯一约束迁移。 

3.12.3.2 从数据库切换到运行时 

回退到运行时选项将移除数据库中的唯一约束，并且不再在数据库级别检查唯一性规则。

因此，最高级别的数据精度无法保证，特别是在高并发事务的情况下。 

3.13 Web 服务调用 

Web 服务的调用方式已优化，表明可以针对每个 Web 服务调用使用自定义代理设置。但

是，该实现不支持将策略引用与算法套件结合使用的复杂架构。需要使用该功能时，该配

置选项可以使用之前的实现。 

4 语言选项卡 

4.1 默认语言 

默认语言指示用户未选择语言时使用的语言。当特定文本未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默认语

言也作为回退语言使用。 

4.2 语言 

这是应用程序可供用户使用的语言列表。 

对于每种语言，可以配置是否选中所有强制文本均有一个值。默认语言始终为勾选状态。

如未勾选一种语言，且 Studio Pro 中某些文本未予翻译，则使用默认语言作为回退语言。

这表示即使只有部分界面内容已翻译为新语言，用户仍然可以运行应用程序。 

5 证书选项卡 

满足以下要求时，使用证书通过 HTTPS 连接到 Web 服务： 

• 服务器使用自签名证书授权机构，和/或 

• 需要客户端证书（含有私钥的证书） 



 
可以使用导入按钮，将这些证书导入到 Studio Pro 中。证书授权机构文件通常有 .crt 扩展

名，而客户端证书通常有 .p12 或 .pfx 扩展名。导入后，使用查看详细信息获取有关证书的

详细信息。 

一旦服务器接受客户端证书，将使用此处添加的客户端证书。如果上传多个客户端证书，

则根据服务器的要求选择其中一个客户端证书。如果需要加强对客户端证书的控制，不应

在此处上传证书，而应使用“运行时”自定义 ClientCertificates、

ClientCertificatePasswords 和 ClientCertificateUsages 设置。 

从 Studio Pro 或 Eclipse 运行时，将自动使用证书通过 HTTPS 进行连接。在服务器上运行

时，必须指定证书文件在配置文件中的位置。 

请注意，进行本地部署时，证书文件将位于部署文件夹中的模型/证书项下。因此，在开

发过程中请勿使用生产证书。 

可使用查看详细信息表单中的安装证书向导在 Windows 证书存储中完成证书的安装。尝

试使用 HTTPS 连接访问 WSDL 文件时，需要客户端证书，因此可以使用该功能。 

运行时出现 SSLException，同时在消息 HelloRequest 之后出现意外握手消息，或者某个 

Web 服务在使用已导入证书时没有响应（Java 6 update 21 及以上版本）时，导致的原因

是客户端或服务器不兼容 RFC-5746。 

如果更新客户端和服务器以兼容 RFC-5746 是不可行的，应将以下内容添加到服务器选项

卡中的额外 JVM 参数，以避免出现该异常： 

-Dsun.security.ssl.allowUnsafeRenegotiation=true 

请注意，这确实会使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容易被利用漏洞，但该情况在 RFC-5746 
中已修复。 

当客户端和服务器在某个未来时间点适时兼容 RFC-5746 时，可以移除该 JVM 参数。 



 
6 主题选项卡 

6.1 UI 资源包 

Mendix 应用程序的外观由 UI 资源包决定。该资源包为项目提供所有必需的主题信息以及

匹配的页面模板和构建基块。指定为 UI 资源包的模块由 UI 资源包设置决定。通常，当导

入新的 UI 资源包时，将自动更新该模块。但是，也可使用该设置手动设置所需的模块。 

6.2 主题 ZIP 文件 

[已弃用] 使用 ZIP 文件配置项目主题的方式已弃用。UI 资源包是共享主题的首选方式。 

之前的项目仍可能使用主题 ZIP 文件作为其主题依据。这种情况下，主题 ZIP 文件设置可

用于切换主题文件夹中找到的任何 ZIP 文件。请注意，这种方法已弃用，并将从未来版本

中移除。 

从 ZIP 文件切换到 UI 资源包非常简单： 

1. 首先，将主题文件夹的内容替换为所需 ZIP 文件的内容。 

2. 然后，使用上述 UI 资源包设置选择一个模块。理想情况下，该模块应仅包含 UI 文

档，例如页面模板和构建基块。这样即可将模块导出并导入其他项目中，无需担心

引用错误。 

3. 最后，将主题 ZIP 文件设置设为无。 

7 杂项选项卡 

该类设为该项目确定 Studio Pro 行为。这些设置适用于使用该项目的每个人。 

7.1 本地运行时的捆绑包小组件 

部署到云端时，自定义小组件捆绑在一起，以优化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在本地部

署时，将跳过该步骤以加快启动持续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导致错误自定义小组件

引发混淆错误。 

如果该选项已设置，本地也将捆绑自定义小组件。这样可模拟生产部署，以启动时间为代

价消除风险。 



 
7.2 建议在微流中使用小写变量名称 

启用该选项时，Studio Pro 建议在微流中使用的名称以小写字母开头，而不是大写字母。 

7.3 活动默认颜色 

可以使用该表为项目中可用的每个微流活动类型选择默认颜色。所选颜色将用作项目中所

有该类型微流活动的背景色。对于微流编辑器中的个别活动，可以覆盖该默认值。如果更

改某个活动类型的默认颜色，而项目中的该类型活动指定有单独的背景色，将显示一个对

话框，也可在其中为这些活动应用新的默认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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