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Studio 中启用安全性时的模型更改 

1 简介 

本文档介绍在 Mendix Studio 中启用安全性时自动应用的模型更改流程。  

用户可从 Studio 启用安全性。当 Studio 用户仅单击启用安全性按钮时，项目的安全性设

为生产，并自动执行多项检查和更改（如有需要）。 

2 流程概述 

启用安全性时，将执行几个级别的多项检查和更改。 

1. Studio 会检查是否已启用安全性。如果安全性设为原型/演示或生产，则流程将停

止。如果安全性已关闭，执行下述步骤。 

2. 如果项目尚未安装 Mendix SSO 模块，则设置该模块。如果已为该项目安装了 

Mendix SSO 模块，则流程将停止。 

3. Studio 会对演示用户、模块角色和用户角色进行检查和更改（如有需要）（关于该

流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模块角色和演示用户设置”部分）。 

4. 如果实体尚无访问规则，Studio 将设置实体的访问规则（及其属性和关联）。 

5. Studio 会检查 login.html 文件是否存在，对其进行备份，并将其替换为新版本。 

6. Studio 会执行项目安全级别的检查和更改（如有需要）。 

如果在 Studio Pro 中已将安全性设为原型/演示或生产，这些设置可能与 Studio 角色和权

限设置不兼容（太高）。这种情况下，将无法在 Studio 中编辑角色和权限。  

3 模块设置 

在 Studio 中启用安全性时，将设置 Mendix SSO 模块。该模块可在应用程序中启用单一登

录和用户管理。 

要启用单一登录，执行以下检查和更改： 

1. 创建 Mendix SSO 启动微流 (MendixSSO.MendixSSO_AfterStartup)。  



 
2. 如有需要，检查并更改 login.html 文件。  

Mendix SSO 模块还会将用户管理添加到应用程序中。通过用户管理，可以管理应用程序

用户。 

如果项目安装了 Mendix SSO 模块，将无法从 Studio 启用安全性。只能按照以下要求在 

Studio Pro 中手动设置安全性： 

• 安全性应设为生产  

• 应设置 Mendix SSO 模块以启用单一登录 

4 模块角色和演示用户设置 

设置启动后微流后，Studio 会检查管理员角色、用户角色和演示用户是否存在，并在需要

时予以创建： 

1. Studio 会检查项目级别是否存在管理员角色和用户角色。如果它们不存在，将予以

创建。 



 

   

2. 之后，Studio 会检查项目的每个模块中是否存在管理员和用户角色，以及它们是否

链接到对应的项目角色。 



 

   

  该检查的可能结果如下： 

a. 如果模型的一个模块中有两个或多个模块角色连接到管理员项目角色或用户

项目角色，则将与 Studio 不兼容。Studio 不会更改这些角色中的任何内容，

但角色和权限在 Studio 中无法编辑。 

b. 如果模型有一个模块角色连接到管理员项目角色或用户项目角色，则 Studio 

会检查该模块角色的名称是否与项目角色完全相同。如果名称不同，Studio 

会断开该模块角色与项目角色之间的连接，创建一个名称与项目角色名称完

全相同的新角色，并将其链接到项目角色。 

c. 如果模型没有任何模块角色连接到管理员项目角色或用户项目角色，Studio 

将创建这些角色。  

d. 如果存在模块角色，并且其名称与项目角色完全相同，但并未链接到该项目

角色，Studio 会创建一个新模块角色，将其命名为 Administrator_1 或 

User_1，并链接到对应的项目角色。 

  Studio 会将系统模块中的管理员角色链接到项目级别的管理员角色。从 Studio 创建

的每个其他项目角色（包括原始用户项目角色）将链接到系统模块中的用户模块角

色。  



 
3. Studio 将项目级别的管理员角色链接到 MendixSSO.Administrator 和 

dministration.Administrator（如果在这两者存在的情况下未链接，Studio 将不会执

行任何链接）。项目级别的用户角色链接到 MendixSSO.User 和 

Administration.User（如果在这两者存在的情况下未链接，Studio 将不会执行任何

链接）。所有其他应用商店模块将保持不变。 

  在 Studio 中创建的每个其他用户角色将相应链接到 MendixSSO 和管理模块中的 
MendixSSO.User 和 Administration.User。 

4. Studio 将检查名为 demo_administrator 和 demo_user 的演示用户是否存在。如果不

存在，Studio 将予以创建。 

如果管理员和用户角色已存在且与 Studio 兼容，则其获得对所有微流、纳米流、页面和实

体（包括实体的属性和关联）的访问权限。 

所有新创建的角色获得对 Studio 中所有页面、微流、纳米流和实体（包括其属性和关联）

的访问权限，但应用商店页面、微流和实体（及其属性和关联）除外。 

此外，默认情况下，所有现有应用程序角色均可访问在 Studio 中创建的所有新页面、微流

和实体（及其属性和关联）。 

5 实体访问设置 

启用安全性时，Studio 会为没有访问规则的所有实体（及其属性和关联）创建访问规则。

应用以下访问规则设置： 

• 将描述添加到访问规则的记录中，说明该访问规则已由 Studio 生成。 



 

   

• 除匿名角色之外，当前模块中的所有角色均将获得创建和删除实体的权限。为这些

实体的属性和关联创建以下规则： 

• 除匿名角色之外，当前模块中的所有角色均具有读取和写入属性的访问权限。 

  某些情况下，实体继承自 System.Image 或 System.FileDocument。在这些继承的属

性当中，有些属性无法设为读取/写入，因此设为只读。  

• 如果实体是关联所有者，则除匿名角色之外，当前模块中的所有角色均具有读取和

写入关联的访问权限。 

如果在 Studio 中创建实体，将创建上述规则。 

如果复制粘贴实体，将尽可能复制原始实体的访问规则。但是，如果对实体进行了泛化，

并将其复制到另一个项目，则将移除该泛化实体。 

6 文件设置 

在最后阶段中，Studio 会应用对项目中的 login.html 文件做出的更改。 

如果存在 login.html 文件，Studio 会在同一文件夹中以 login_backup_year-month-day_hour-

minute.html 为名称备份该文件，其中该名称指明备份的日期和时间。Studio 还会以 

login.html 为名称创建一个新文件。 

如果不存在 login.html 文件，Studio 会以 login.html 为名称创建该文件。 



 
该过程启用单一登录，并允许现有用户使用 Mendix 帐户自动登录到应用程序。 

7 项目安全级别设置 

在项目级别，Studio 执行以下操作： 

1. 项目安全性设为生产。 

2. Studio 将检查项目 设置 > 运行时中是否存在启动后微流。 

   

  该检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a. 如果模型不包含任何启动后微流，则使用 
MendixSSO.MendixSSO_AfterStartup 微流。 

b. 如果模型包含启动后微流，Studio 将在现有微流所在的同一位置创建 

CallBothStartupMicroflows 微流。CallBothStartupMicroflows 将首先调用 

MendixSSO.MendixSSO_AfterStartup 微流，然后将调用项目中已存在的微流。 

8 Studio 兼容性 

当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时，Studio Pro 安全性设置与 Studio 兼容（即表示可在 Studio 中编辑

角色和权限）： 

• 已安装 Mendix SSO 模块 

• 安全级别已设为生产 



 
• 已启用演示用户 

• 演示用户的名称必须正确：与项目角色名称完全相同，但带 demo_ 前缀（例如，

demo_user） 

• 演示用户必须只有一个用户角色与之连接 

• 用户角色必须有演示用户与之连接 

• 用户角色必须每个模块只有一个模块角色与之连接（Studio 不检查系统或应用商店

模块） 

• 模块角色没有多个用户角色与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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