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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创建审批流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1 11:46:23

操作场景

本文为您详细介绍如何创建审批流。

操作步骤

1. 登录 商业流程服务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审批流管理，进入审批流管理页面。

3. 单击新建审批流，定义申请人需要通过的流程节点，默认系统展示“流程节点1”配置项，同时流程示意图同步展

示在页面右侧。配置项说明如下：

审核节点

1. 节点类型选择审核节点时，配置如下。 

审核人员：您可通过添加用户和用户组，选择审核该节点的人员。 

节点名称：自定义节点名称。

节点类型：审核节点和触发事件两种类型。审核节点：节点会判断是否具备条件进入下个环节。触发事件：节点

会触发相应的设定事件。节点类型不同，其配置项各不相同，详细配置请看下述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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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下一步，编辑审批内容。

3. 单击完成，即可创建审批流。

触发事件

审批流名称：输入该审批流名称。

审批字段：选择审批意见的表示方式，输入方式和选项方式。输入方式：审批者将可以通过输入文字表示意见。

选项方式：审批者将可以通过选择预设选项表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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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点类型选择触发事件时，配置如下。

2. 单击下一步，编辑审批内容。

SCF 函数：根据实际环境，选择 SCF 函数的所在地域和已创建的函数名称。了解更多 SCF 函数，请参阅 

SCF 函数 入门指南  文档。

函数参数：根据选择的函数配置函数参数，您可增加多个函数参数，并可为每个参数值的设定展示形式，包含输

入形式和选项形式。

审批流名称：输入该审批流名称。

审批字段：选择审批意见的表示方式，输入方式和选项方式。

 输入方式：审批者将可以通过输入文字表示意见。选项方式：审批者将可以通过选择预设选项表示意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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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完成，即可创建审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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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审批流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1 11:43:29

操作场景

本文为您详细介绍如何申请审批流。

操作步骤

1. 登录 商业流程服务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申请审批流，进入审批流管理页面，在此您可以看到管理员已创建的审批流。找到您需要

发起申请审批流，单击发起申请。 

 

3. 在此您可以看到流程示意图和审核人员，输入申请理由。 

 

4. 单击发起申请，系统将为您发起该审批流。您可在“我的申请”中查看您已申请的审批流的审批进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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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审批流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1 11:42:14

操作场景

本文为您详细介绍如何通过商业流程服务控制台审批用户发起的审批流。

操作步骤

1. 登录 商业流程服务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我的审批，默认进入“待办审批”管理页面，在此您可以看到需要由您进行审批的审批

流。

3. 找到您需要审批的审批流，在其右侧操作一栏下，单击查看，查看审批流详情。

4. 您可单击同意或拒绝进行审批。 

 

5. 在审批后，选择我的审批 > 已办审批，您可查看审批记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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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审批流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1 11:36:18

操作场景

本文为您详细介绍如何修改编辑已创建好的审批流。

操作步骤

1. 登录 商业流程服务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审批流管理，进入审批流管理页面。

3. 找到您需要修改的审批流，在其右侧操作一栏下，单击编辑，进入到编辑页面。 

 

4. 相应的配置项说明，您可查看 创建审批流  文档介绍。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paa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3/3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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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审批流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1 11:37:32

操作场景

本文为您详细介绍如何为主账号或其下的子账号分配 BPaaS 管理、申请、审批等预设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 访问管理  控制台策略配置页面。

2. 在页面右侧搜索框，输入 QcloudSCFAccessForBPaaSRole 进行搜索。 

 

3. 单击搜索到的策略名称，进入策略详情页面，选择关联用户/组 > 关联用户/用户组，勾选相关用户或用户组，如

下： 

 

4. 单击确定，即可为该账号关联 BPaaS 策略。更多策略配置，请参阅 策略  相关配置文档。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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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控件协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4 15:09:21

对象控件

您可以在模板中使用对象控件，允许一个或者多个：

协议说明

协议规定您在对象控件中需要输入符合语法的 JSON 对象数组，用来描述对象的具体信息。JSON 对象数组每

一项的核心元素包括 name（名称，用于展示）、key（键，唯一标识）、value（值）三个必填项。

JSON 对象语法约定

以下字符是包含在 JSON 对象语法中的 JSON 字符：

     "  :{ } [ ] ,

字符串元素用双引号包括起来。例如：

"name":"xiaoming"

语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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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描述为：创建一个两行表单，第一行的名称为“姓名”，值为 “xiaoming”；第二行的名称为“年

龄”，值为 "20"。

根据输入的对象控件，在申请或审批时内容会解析为：

object  = 

    <statement_block>

    <statement_block>

    ...

<statement_block> = 

    "name":"xxx"

    "key":"xxx"

    "value":"xxx"

[

,

,

]

{

,

,

}

输入对象样例

    

     "name":"姓名"

     "key":"name"

     "value":"xiaoming"

    

    

     "name":"年龄"

     "key":"age"

     "value":"20"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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